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LOBAL CHINA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泛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泛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零三年 截至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564,785 591,743
銷售成本 (355,912) (375,824)

毛利 208,873 215,919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38,597 7,602
分銷成本 (79,836) (77,805)
行政開支 (144,270) (163,026)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6,010) (14,417)
出售已終止業務收益 5 － 207,312

經營業務溢利 6 17,354 175,585

融資成本 (271) (941)
共同控制公司權益減值撥回淨額 7 75,689 －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及聯營公司款項撥備 (6,766) (5,378)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2,980) －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67,107) (8,333)
聯營公司 32,708 (667)

除稅前溢利 48,627 160,266
稅項 8 (19,355) (13,08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9,272 147,185
少數股東權益 1,906 (31,855)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 31,178 115,330

每股盈利－（港仙） 9
基本 1.71 7.84
攤薄 1.71 不適用

附註：

1. 呈 報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 25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之規定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 計政策

本集團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
採納者一致，惟本集團於採納由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
修訂）「所得稅」後，已更改有關遞延稅項之會計政策。

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規定有關由本期間之應課稅溢利或虧損（本期稅項）所產生之應付或可收回所得稅，以及主要由應課
稅及可扣稅暫時差額及承前未使用稅項虧損所產生日後期間應付或可收回所得稅（遞延稅項）之會計基準。於過往年度，遞延稅項
負債採用損益表負債法，就溢利在稅務處理上及載列於財務報表時出現之所有重大時差按現行稅率提撥準備，而撥備數額以將於
可見將來作實之負債為限，惟遞延稅項資產僅會在合理保證可變現時方會確認。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除少數例外
情況外，遞延稅項乃使用資產負債表負債法，根據結算日之稅率就資產及負債之稅基與財務報表所列賬面值所產生之所有暫時差
額作出全數撥備。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指更改一直具追溯力之會計政策，重列已呈列之比較數字，以符合政策之變更。更改會計政策
使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遞延稅項負債分別增加 37,517,000港元及 35,198,000港元，亦使本
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遞延稅項資產分別增加 3,603,000港元及 775,000港元。結果，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股東應佔溢利淨額增加 132,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本集團之資本儲備減
少 26,862,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之綜合累計虧損則分別增加 7,561,000港元及 687,000港元。

3. 分 類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及業績按 (a)主要呈報基準－業務分類及 (b)次要呈報基
準－地區分類分析如下：

(a) 業 務分類

媒體 人力資本管理 貿易 商業印刷（已終止業務） 公司及其他 撇銷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重列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對外界客戶銷售 430,063 390,724 16,263 17,241 68,301 52,168 － 101,177 50,158 30,433 － － 564,785 591,743
分類業務間之銷售 4,291 5,048 82 － － － － 2,422 － 3,158 (4,373) (10,628)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4,076 － 1 － 1,701 1,916 － － 23,405 212 － － 29,183 2,128
分類業務間之其他收益 612 － － － － － － － 5,387 － (5,999) － － －

合計 439,042 395,772 16,346 17,241 70,002 54,084 － 103,599 78,950 33,803 (10,372) (10,628) 593,968 593,871

分類業績 784 (1,514) (2,279) 2,271 3,711 3,125 － 5,478 5,724 (46,561) 7,940 (37,201)

利息及股息收入 8,484 4,465
未分類收益 930 1,009
出售已終止業務之收益 － 207,312

經營溢利 17,354 175,585
融資成本 (271) (941)
撥回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減值淨額 75,689 －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及
聯營公司款項撥備 (6,766) (5,378)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2,980) －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5,132 7,145 (516) － － － － － (71,723) (15,478) (67,107) (8,333)
聯營公司 － － － － (27) (35) － － 32,735 (632) 32,708 (667)

除稅前溢利 48,627 160,266
稅項 (19,355) (13,08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9,272 147,185

少數股東權益 1,906 (31,855)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 31,178 115,330

(b) 地 區分類

香港及中國 北美 澳洲、新西蘭及歐洲 撇銷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對外界客戶銷售 349,189 353,176 162,834 181,359 52,762 57,208 － － 564,785 591,743
其他收益 27,150 2,128 1,492 － 541 － － － 29,183 2,128

376,339 355,304 164,326 181,359 53,303 57,208 － － 593,968 593,871

分類業績 (18,848) (35,079) 12,770 (4,151) 14,018 2,029 － － 7,940 (37,201)

4. 其 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二零零三年 截至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6,539 3,381
來自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630 1,084
來自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315 －
租金收入 3,284 209
出售短期投資之收益 250 1,009
短期投資公平值變動之未變現收益 680 －
遞延收入之確認 16,233 983
負商譽之確認 4,079 －
其他 5,587 936

38,597 7,602

5. 已 終止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與獨立第三者訂立買賣協議，以經調整代價約 388,808,000港元出售於 Roman Enterprises Holdings Limited
及 Super Grand Holdings Limited之全部權益，該兩間公司共同持有本集團於南華印刷（一九八八）有限公司、卓越印刷有限公司、洛
文財經印刷有限公司、 Valiant Packaging (Holdings) Limited及彼等附屬公司之全部權益（合稱「已出售資產」）。已出售資產主要在香港
與海外提供商業印刷及財經印刷服務。出售已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九日完成。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於完成出售上述已出售資產後所得收益約為 207,312,000港元，而出售並無產生任何稅項
開支。

已出售資產之分類資料已於上文附註 3「商業印刷」分類中作出披露。

由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九日（完成出售當日）期間，已出售資產應佔之營業額、其他收益、開支、日常業務溢
利及稅項開支如下：

截至二零零二年
四月十九日止期間

經審核
千港元

營業額 101,177
其他收益 138
開支 (91,349)
日常業務溢利 9,966
稅項開支 (496)

6. 經 營業務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二零零三年 截至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商譽攤銷 196 3,053
無形資產攤銷 523 575
折舊 17,148 20,403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淨額 (18,736) (2,141)
短期投資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虧損／（收益）淨額 (680) 2,596
下列經營租賃項目之最低租金：
土地及樓宇 4,989 6,277
其他設備 － 132

出售已終止業務收益 － (207,312)
出售短期投資收益 (250) (1,009)
遞延收入之確認 (16,233) (983)
負商譽之確認 (4,079) －

7. 共 同控制公司權益減值撥回淨額

本集團擁有 Singdeer Joint Venture（於多倫多擁有酒店－ Colony Hotel）之權益。二零零三年二月十日， Singdeer Joint Venture之唯一受託
人 Singdeer Investments Limited與獨立第三者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以約 366,600,000港元（ 67,600,000加元）之代價出售該酒店。出售後，
先前就該合營公司投資所作出約 78,400,000港元（ 14,460,000加元）之減值撥備已於本期間撥回。

8. 稅 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7.5%（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16%）稅率撥備。於其他國家
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國家之現行稅率，根據當地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截至二零零三年 截至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3,995 1,017
國內其他地區 114 58

其他地區 9,399 9,14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3,149 (7)
遞延稅項 (24) (200)

16,633 10,015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稅項 2,722 3,066

本期間稅項支出 19,355 13,081

9. 每 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期間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 31,17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重列為 115,330,000港元）及
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818,158,404股（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1,470,345,273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按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期間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31,178,000港元計算。用
作計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1,818,158,404股期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及期內假設行使全部購股權而無償發行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90,402股。

由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並無攤薄之影響，故並無呈列該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兌換尚未行使之購
股權對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具有反攤薄影響。

10. 比 較數字

按上文附註 2所述，由於本期間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故此已修訂財務報表中若干項目及結餘之會計處理方法及呈報
方式，以遵守新規定。因此，財務報表已作出若干前期調整，而若干比較數字經已重新呈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回顧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媒體、人力資本管理、寬頻內容服務以及貿易。

在今年首六個月內，本集團雖然受到伊拉克戰爭和沙士疫症的影響而面臨嚴峻的商業經營環境，但各個業務的表現仍
然令人鼓舞。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營業額為 564,800,000港元，相較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591,700,000港元，錄得 4.6%下調，營業額之減少主要為原有的商業印刷業務已於前期內售出。若不計入已終止的業務，
本集團之營業額則上升約 15%。

在撇除非經常性項目及出售非核心資產之收益／虧損後，本期間的經營虧損 約為 21,000,000港元，相對前期約 33,600,000
港元，大幅收窄。

本期間股東應佔溢利為 31,200,000港元。每股盈利為 1.71港仙。

媒體出版與服務

媒體業務主要包括報章、雜誌、圖書出版及國內平面媒體發行服務。儘管本港經營環境在過去六個月內持續低迷，本
集團的媒體業務仍然錄得 10.9%增長，本期間之營業額為 439,000,000港元，主要受惠自報章部（包括《星島日報》和《英文
虎報》）的理想業績表現。本期間內，報章部的廣告收入在第一季度取得穩定的增長。其後因沙士疫症肆虐香港，報章
部積極開拓顧客群及創新廣告配套，致力抵銷疫症對報章廣告收入的衝擊。另外，內容和版面設計的徹底革新，特別
是星期日副刊版，令《星島日報》讀者人數和銷量收入同時上升。

在本期間內，為了擴大本地及海外讀者市場，《星島日報》積極與知名傳媒機構合作，推動內容交流互換，以便為全球
華人讀者提供家鄉新聞。

此外，星島海外版業務亦表現不俗。隨著旗下十六個海外版分別在北美洲、歐洲及澳洲廣泛發行，《星島日報》跨地域
多元化發展的優勢部分抵銷了沙士疫症對本地報章業務帶來的負面影響。

雜誌部亦在本期間內取得進展。此業務在過去六個月內不斷推出新產品，以期擴大雜誌產品的讀者覆蓋面，從而為廣
告商建立更完善的產品銷售平台。香港資訊娛樂雜誌《東周刊》的推出相信能進一步鞏固其市場地位。

期間，本集團新成立的圖書出版部共推出超過 100本新書，包括一系列的教育、旅遊、親子及生活資訊書籍，並計劃將
發行網絡拓展至香港及以外的中國大陸及海外市場。在本期間內，圖書出版部與國內知名出版商建立策略夥伴關係，
致力發展版權貿易。

本集團的國內平面媒體發行業務也同時取得穩定的發展。作為首家獲得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特別批准的外資企業，本集
團在期間進行連串深入的市場研究與分析，並審慎選擇合作夥伴，以掌握準確形勢，早著先機。

人力資本管理業務

本集團的人力資本管理業務以招聘媒體、持續教育及企業培訓為核心。回顧過去六個月，此業務的整體表現受到非典
疫症和經濟不景氣的正面衝擊，整體營業額錄得 16,300,000港元，較前期下調 5.2%。經營虧損為 2,300,000港元。

招聘媒體

旗艦招聘雜誌《求職廣場》基於本港招聘市場持續萎靡而在期間內重新調整市場定位。該雜誌自年初開始，新增了有關
持續教育的內容，隨刊更附送月冊《進修指南》，為讀者帶來最新的人力市場資訊。為了使《求職廣場》得以開拓其服務
及讀者層面，教育網站 www.eduplus.com.hk同時推出，並為之帶來額外的收入來源。

另一方面，《求職廣場》亦透過其同系雜誌《好工作》而成功打入國內市場。該雜誌乃北京首份提供人才招聘及廣告服務
的周刊，主攻內地白領階級。

企業培訓

非典型肺炎在亞洲地區引起的連鎖反應令人力資本管理業務，特別是在國內的運作，受到無可避免的影響。在疫症爆
發期間，北京實施了連串抗炎預防措施，當地的主要經濟活動被迫延期或暫停，以致集團旗下的培訓課程無法如期舉
行。然而，網上遠程大學的收生率則取得理想的增長。

寬頻內容與服務

在本期間內，專責提供寬頻內容及相關服務的「百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百靈信息」）發展理想，其寬頻服務客戶更
升至 54,000戶，比去年同時期顯著增加一倍。百靈信息也同時為企業用戶提供系統開發工程服務。

除了山東省省會濟南市外，百靈信息亦與省內其他多個主要市政府簽訂多項合作協議，發展網上政府服務平台、建立
資訊基礎設施及開發辦公室自動化應用軟件等，令百靈信息成為區內領先的電子政府及電子商貿服務供應商。同時，
公司正積極拓展流動電話短訊和遊戲等增值服務，使收入來源更趨多元化。

貿易

於本期間內，分銷攝影產品之收益為 70,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29.4%。收益增長主要受惠自攝影產品新型號
的推出以及有效之外㶅對沖措施。經營溢利增長 18.7%至 3,700,000港元。

展望

二零零三年首六個月，儘管本集團面臨突如其來的各項挑戰，媒體業務作為集團的核心業務之一，在這期間仍然取得
穩定的增長。在本期間內，媒體業務積極與大中華地區知名的傳媒機構及出版商建立策略聯盟關係，進一步鞏固集團
的競爭優勢，逐步落實其成為全球華人地區領先的內容供應商的長遠目標。

為達至其業務理想和目標，龐大的中國市場成為不可忽視的發展地區。本集團對內地的發展策略，以提供專業化的媒
體服務為主。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本集團與人民日報社合資的聯營企業正式開展平面媒體發行服務。此業務的啟動，
將為本集團進駐國內媒體市場提供穩固的基礎，並成為旗下各個附屬業務進軍國內的主要跳板。

此外，本集團也將繼續開拓不同的發行渠道以進一步實現其「中央廚房」的策略。本集團已成立了一內容銷售部門，專
責集中整理集團旗下各個業務所製作的優質內容再轉售給客戶。

本集團對於未來的展望仍然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受到政府一系列振興經濟措施的正面刺激，本地經濟近來已見復蘇
跡象，但集團下半年的業績仍視乎復蘇的速度與持久性。因此，本集團在執行其發展方案時將採取謹慎的態度，繼續
實行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同時致力加強業務間的協同效益。這一系列措施，配合穩健的財政狀況及高度集中的業務
架構，本集團已整裝待發，為日後經濟重上軌道後湧現的無窮商機做好周全準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整個回顧期內維持穩健之財政狀況並有現金淨額。於回顧期內發生多項重大之現金流出事項後，本集團於二
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有現金淨額約 561,3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77,700,000港元）。其中一項為本公司
於一月接獲本公司主要股東 Luckman Trading Limited要求本公司贖回其持有之優先股之通知，本公司為此支付約 71,800,000
港元。此外本集團亦於期間投資約 96,000,000港元，與人民日報合作經營北京一間合營公司。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資產比率（即長期借貸除以股本）為零。

本集團審慎管理流動資金及庫務，務求維持充足現金支持本集團之營運及在沒有過度風險下取得最大回報。

本集團已向銀行抵押定期存款約 38,6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400,000港元），作為附屬公司及山東一
間合營公司所獲銀行信貸之擔保。

分派

董事會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建議向本公司股東派發每股 0.01港元（「分派」）。分派已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經本公司股東批准。因此，每股 0.01港元之分派已支付予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
東名冊之股東。

僱員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 1,900名僱員。

本集團採取審慎之人力資源政策，以確保管理符合成本效益之餘，亦可吸引及挽留優秀員工。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
亦向員工提供醫療保險、不定額花紅、購股權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等多項福利。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會就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間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本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
而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告退。

在聯交所網站刊登詳細業績公佈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1)至 46(6)段規定所有資料之詳細業績公佈將於稍後在聯交所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何柱國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八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