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九 個 月 末 期 業 績 公 佈

泛華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以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經審核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由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由二零零一年
四月一日至 截至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期間 止年度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3 1,032,960 485,682
銷售成本 (684,912) (388,712)

毛利 348,048 96,970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3,192 40,197
重組成本 5 (19,043) —
分銷成本 (134,532) (36,844)
行政開支 (253,550) (96,791)
其他經營開支 (77,579) (228,284)

經營業務虧損 6 (123,464) (224,752)

融資成本 (424) (266)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6,256) (5,312)
　聯營公司 5,016 (6,202)

除稅前虧損 (135,128) (236,532)
稅項 7 (18,839) (14,358)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153,967) (250,890)
少數股東權益 22,521 5,659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 (131,446) (245,231)

每股虧損  —  基本（港仙） 8 9.2 23.4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更改財政年度年結日

本公司的財政年度年結日已經由三月三十一日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此項更改由二零零一年十一
月十九日起生效。故此本期間之財務報表所涵蓋的期間由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為止九個月。因此，以上之綜合損益表的比較數字並非同期間的比較數字。

2. 全新以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

以下之新頒佈及經修訂的會計實務準則及其詮釋，是首次在本期間財務報表採納：

‧ 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 ： 「結算日後事項」
‧ 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 「租賃」
‧ 會計實務準則第18號（經修訂）： 「收入」
‧ 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 ： 「分類申報」
‧ 會計實務準則第28號 ： 「撥備、或然負債和或然資產」
‧ 會計實務準則第29號 ： 「無形資產」
‧ 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 ： 「業務合併」
‧ 會計實務準則第31號 ： 「資產減值」
‧ 會計實務準則第32號 ： 「綜合財務報告和於附屬公司的投資的會計處理方法」
‧ 詮釋12 ： 「業務合併  ─  其後對公允值作出的調整和首次申報的

商譽」
‧ 詮釋13 ： 「商譽  —  先前在儲備中扣除／計入的商譽和負商譽的

持續規定」

採納上述會計實務準則以及有關註釋後，主要影響財務報表需就本集團在上年度收購一間共同控
制公司之權益，而確認約151,000,000港元之商譽減值。是項會計政策之變動已經追溯運用至上年
度，並按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之過渡條文作出上年度調整。因此，對上年度之累積影響在於令截至
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以及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之累計虧損及資本儲備增加約151,000,000港元。上年度調整對本集團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之資
產淨值並無影響。

3.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零一年 截至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營業額 分類業績 分類營業額 分類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 99,823 (2,103 ) 281,540 (12,017 )
報章發行 578,315 (78,728 ) 127,589 (5,031 )
商業印刷 347,444 47,439 72,062 3,077
公司及其他 7,378 (67,098 ) 4,491 (39,885 )

1,032,960 (100,490 ) 485,682 (53,856 )

利息及股息收入 10,678 33,480
未分配收益 989 4,240
重組成本 (19,043 ) —
未分配開支 (15,598 ) (208,616 )

經營業務虧損 (123,464 ) (224,752 )

(b) 地區分類

截至二零零一年 截至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營業額 分類業績 分類營業額 分類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及香港 541,230 (132,119 ) 383,611 (57,219 )
北美 371,174 16,678 77,982 2,536
澳紐 29,857 (127 ) 7,553 116
歐洲 90,699 15,078 16,536 711

1,032,960 (100,490 ) 485,682 (53,856 )

利息及股息收入 10,678 33,480
未分配收益 989 4,240
重組成本 (19,043 ) —
未分配開支 (15,598 ) (208,616 )

經營業務虧損 (123,464 ) (224,752 )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由二零零一年
四月一日至 截至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期間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8,304 32,903
來自一項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2,332 225
來自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42 352
其他 304 2,477

收益
出售短期投資之收益淨額 989 4,240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486 —
㶅兌收益淨額 735 —

13,192 40,197

5. 重組成本

本集團於期內進行一系列重組活動精簡業務時產生19,043,000港元成本。重組包括把  Hong Kong
iMail 重新定位成一份為大中華地區提供金融新聞的報紙。

6. 經營業務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由二零零一年
四月一日至 截至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期間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已售存貨成本 389,913 318,032

商譽攤銷 1,463 —
商譽減值 — 150,921
折舊 33,015 9,413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1,816 4,587
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 30,994 1,726
短期投資公允值變動之虧損淨額 15,598 35,226
呆壞賬撥備 591 540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款項之撥備 11,572 1,360
聯營公司之權益減值 174 701
持作出售物業撥備 5,208 —
其他投資減值 885 —
㶅兌（收益）／虧損淨額 (735 ) 662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收益）／虧損 (486 ) 651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撥備 — 10,657
於一間未有作合併賬處理之附屬公司之投資撥備 — 18,00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虧損 — 4,469

7.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間／年度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16%）稅率撥備。於其他國家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集團有業務經營之國家之現
行稅率，並按當地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由二零零一年
四月一日至 截至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期間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本集團：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5,417 425
　　其他國內地區 66 20
　其他地方 15,886 14,58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360 ) (279 )
　遞延稅項 (1,631 ) 867

18,378 15,616

應佔下列公司稅項：
　共同控制公司 461 (1,258 )

本期間／年度稅項支出 18,839 14,358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期間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131,446,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245,231,000港元（重列））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431,873,113股（截至二零
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049,351,298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一月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
損並無受攤薄之影響，故並無呈列本期間與上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兌換優先股及尚未行使之購
股權對本期間與上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具有反攤薄影響。

9.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末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無）。

10. 比較數字

誠如上文附註2所述，由於本期間採納若干全新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若干項目及結餘之會計
處理方法及在財務報表之呈報方式已經修訂，以便符合新規定。因此，已就上年度作出若干調整，
若干比較數字亦已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本集團表現之討論與分析

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1,033,000,000港元，股東應佔虧損淨額131,000,000港元。過去
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營業額及股東應佔虧損淨額（重列）分別錄得
486,000,000港元及245,000,000港元。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才完成收購星
島，因此去年只包括星島的兩個月業績。

本期間的股東應佔虧損包括若干項撥備，如短期投資公允值變動虧損、土地及樓宇的重估
虧絀、持作出售物業之撥備以及星島業務重組成本及裁員計劃的成本等。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與財務資源、資本負債比率以及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的財務狀況維持穩健，全期保持淨現金。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達332,000,000港元、銀行借貸36,000,000港元以及可動用銀行備用
額272,000,000港元。以長期借貸除以資本計算的資本負債比率為3.3%。本集團有208,000,000
港元的資產已經質押，作為以上銀行借貸以及一般銀行備用額的抵押。

資本結構、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已經採取審慎的資金及庫務政策，務求令本集團維持充裕的現金，支持集團業務運
作之餘，亦將匯兌風險減至最低。本集團的現金、現金等值項目、銀行借貸與採購均以港
元與美元列值，因此，本集團所面對的匯兌風險非常有限。

投資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總投資額達51,000,000港元，其中40,000,000港元投資
在香港的上市證券。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總投資額則達146,000,000港元，其
中109,000,000港元投資在香港的上市證券。

或然負債

本集團已向一間銀行發出若干項信貸擔保，作為一間共同控制公司獲授的信貸備用額50%的
抵押。本集團按比例應佔該項已動用備用額約49,000,000港元。除此以外，本集團於二零零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董事會認為重大並有機會得值的或然負債或申索。

業務回顧  —  按業務類別分析

傳媒及資訊服務

(a) Sing Tao Holdings Limited（「星島」）

在過去九個月，星島積極尋找新機會擴充產品和市場。星島已與北京一本資訊娛樂雜
誌社開始業務合作，在香港亦收購兩本雜誌的出版權，分別為《東Touch》和《Teens》，
致力在香港雜誌市場開展業務。

為了適應整體的市場變化與經濟不景，星島已經將《Hong Kong iMail》重新定位為一
份以大中華地區為主的財經報章，而《星島日報》則會繼續專注滿足「專業人士」讀者
群對財經、教育和家居資料的需要。

在本年度內，星島已推行了一連串的業務整頓與重組精簡措施。星島出售商業印刷業
務後，將能更專注發展其傳媒業務。出售印刷業務的代價約為428,000,000港元，出售
亦已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九日完成。

(b) 新華在線

自合營企業協議於二零零一年一月簽署以來，新華在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新華在
線」）剛好成立一週年，期間取得理想發展，致力成為中國大陸和海外市場數一數二
的商業訊息和市場資訊供應商。新華在線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隆重推出「新華媒體工
場」，以及正式發布第一份深入媒體諮詢報告《中國媒體投資報告2001》，廣受市場關
注。

新華在線已與數間國際著名的媒體營運商締結策略夥伴關係，其中一間是道瓊斯新聞
通訊社，由新華在線獨家代理向中國媒體公司和政府機構分銷經本地化後的道瓊斯金
融產品。

(c) 泛華匯訊有限公司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本集團與一間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兼中國頂尖的先
進資訊科技產品服務供應商─方正數碼（控股）有限公司訂立協議，共同成立泛華匯
訊有限公司（「泛華匯訊」），本集團將擁有其中81%股權。泛華匯訊的主要業務為開發
知識管理解決方案，搭建一個資訊樞紐平台，整合、發表和傳送以大中華地區工商新
聞和消息為主的電子內容。

寬頻技術及服務

百靈訊息科技有限公司繼續錄得可觀增長，成績令人鼓舞。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止，百靈在中國山東省濟南市的寬頻用戶已經突破15,000名，相比於二零零一年六月時的
8,500名已達76%的增長。錄得如此佳績，主要是百靈在新住宅區和商業區大力推動銷售和市
場推廣活動，加上成功滲入已發展地區，大大提高網絡的用戶人數。除此以外，百靈亦積
極招攬公司客戶，在學校及大學也取得顯著成效。百靈將繼續致力開發增值產品和服務，
提高訂戶人數之餘，也希望帶來新收益。已經推出市場的增值服務包括教育頻道，首個課
程為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碩士遙距學位，此外亦為年青人提供多種英語課程。

軟件開發

本公司的軟件項目  —  聯成互動軟件有限公司（「聯成互動」）是北京市第一個客戶關係管理
軟件供應商，在本期間錄得穩健增長。聯成互動的重點產品「MyCRM」在本期間成功向多個
不同行業的客戶銷售。聯成互動擁有遼闊的分銷網絡，亦與多間世界級資訊科技公司締結
業務夥伴關係，包括微軟和IBM。本產品已獲中國軟件測試中心的品質認可，並榮獲中國微
軟頒發視窗2000伺服器的「十優應用軟件」。

本集團在北京市的全資擁有軟件開發公司  —  北京泛華匯通軟件科技有限公司已在九月投
入運作，主要向本集團的業務提供技術支援和顧問服務。

教育及企業培訓

本集團已確定與中國一間名大學組成合營企業，聯手開發和提供網上教育和企業培訓課程。

貿易業務

本集團過去九個月在尼康攝影產品的貿易業務面對非常激烈的競爭，營業額對比去年同期
的九個月業績下滑約51%。攝影產品的售價面對下調壓力及市場推廣成本上升。為了保持盈
利率以及在市場的競爭力，本集團已經推出一整套的節省成本計劃，包括精簡人手，削減
香港的員工人數，及將市場推廣的工作轉由中國的代表辦事處負責。

重大收購與出售

在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僱員2,796位。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在本年報涵蓋之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
任期，而必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在聯交所網站公佈年報

本公司會在適當時候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
段規定之所有資料之光碟，以供在聯交所網站發佈。

代表董事會
泛華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何柱國

香港，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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