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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371,283 378,350
銷售成本 (318,319) (331,668)

毛利 52,964 46,682
出售投資物業所得收益 2,911 －
其他收入 4 273 700
銷售及分銷成本 (6,466) (9,976)
行政開支 (28,792) (20,641)

經營業務溢利 5 20,890 16,765
融資成本 6 (52) (41)

除稅前溢利 20,838 16,724
稅項 7 (2,891) (2,332)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7,947 14,392
少數股東權益 (1,232) (1,644)

期內溢利 16,715 12,748

股息 8 30,000 16,770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9 5.2仙 4.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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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重列）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0 29,790 41,454
物業及設備 10 59,664 30,854
會所債券 335 335

89,789 72,643

流動資產
存貨 23,782 23,490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1 53,749 41,319
關連公司欠款 438 372
可退回稅項 – 2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551 32,851

96,520 98,05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2 13,781 20,423
應付票據 – 392
結欠董事款項 4,836 7,367
結欠關連公司款項 420 1,036
稅項 2,925 1,376
租購合約債務 42 77
銀行借貸－一內年到期 59 897

22,063 31,568

流動資產淨值 74,457 66,48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4,246 139,127

非流動負債
租購合約債務 – 14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444 428

444 442

少數股東權益 – 14,227

163,802 124,45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200 2,257
儲備 14 163,602 122,201

163,802 12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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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已確認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物業重估增加 1,636 –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增值 28,891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㶅兌差額 19 (18)

未於簡明收益表確認之

收益（虧損）淨額 30,546 (18)

期間溢利 16,715 12,748

已確認收益總額 47,261 12,730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 9號（經修訂）

而對上年度作所之調整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保留溢利之增加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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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466) 6,898

投資回報及融資負擔之現金流出淨額 (7,515) (5,171)

（已付）退回稅項淨額 (1,322) 47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076) (754)

未計融資活動前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1,379) 1,452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2,932) 39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減少）增加 (14,311) 1,851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2,851 22,919

㶅率變動之影響 11 7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8,551 2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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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呈報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九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之有限公

司。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

稱「本集團」）曾進行一項集團重組（「集團重組」），以整頓本集團之架構。有關集團重組之詳情
乃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日刊發之售股章程內。

本集團在經過集團重組後，被視為一持續經營實體。因此，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

務準則（「SSAP」）第27號「集團重組會計法」，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
務報表乃按合併會計基準編製，猶如本公司一直均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

簡明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

要求及SSAP第25號「中期財務申報」而編製。

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收益表及現金流量表及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乃根據合併基準編製，猶如現時之集團架構於該等期間已經一直存
在。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已就若干物業重估作出修訂。

本公司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日刊發之售股章程內刊載之會計師報
告一致，惟下列所述者除外。

於現時之期間，本集團乃首次採納下列全新及經修訂之SSAP。

於結算日後建議或宣派之股息

根據SSAP第9號（經修訂）「結算日後事項」，於結算日後建議或宣派之股息將不會於結算日確認

為負債，惟須於財務報表附註作出披露。是項會計政策之轉變已回塑性採用，並已對過去期間
作出調整。因此，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之股東資金分別增加

30,000,000港元及 11,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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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備

根據SSAP第28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當本集團因為過往之事件而導致現時產生債
務，且可能會導致經濟利益出現流出，如為可合理估計者，則予以確認。採納是項會計標準對

現時及過往期間申報之數額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分類申報

本中期申報期間乃首次採納SSAP第26號「分類申報」，乃為申報財務資料之分類分析而設立之
準則。詳情載於附註3。

資產減值

本集團財務資產及投資物業以外之資產出現減值時，可採納SSAP 第31號「資產減值」作為確認
之正式準則。採納是項會計標準對現時及過往期間申報之數額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於期間內按業務劃分及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及經營業務溢利如下：

按業務劃分：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流動電話及

辦公室電話系統 接駁服務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43,378 13,181 14,724 371,283

分類業績 10,389 3,869 3,721 17,979

出售投資物業所得收益 2,911

經營業務溢利 2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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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流動電話及

辦公室電話系統 接駁服務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56,137 11,929 10,284 378,350

分類業績及經營業務溢利 12,923 1,969 1,873 16,765

按地區劃分：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新加坡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63,529 7,754 371,283

分類業績 17,791 188 17,979

出售投資物業

　所得收益 2,911

經營業務溢利 20,890

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新加坡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67,452 10,898 378,350

分類業績及經營

　業務溢利 15,445 1,320 1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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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銀行之利息收入 237 370
雜項收入 36 330

273 700

5. 經營業務溢利
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及攤銷

自置資產 1,170 1,530
按租購合約持有之資產 20 37

6.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購合約債務之利息 16 9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36 32

52 41

7.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開支包括：

　香港利得稅 2,854 2,808
　新加坡利得稅 37 (476)

2,891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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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乃按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之稅率計算。

新加坡之稅項乃以該國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於期間並無任何未作撥備之重大遞延稅項。

8. 股息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下列集團附屬公司曾於集團重組前向

其當時股東派付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Generalvestor (H.K.) Limited 30,000 5,000
香港通訊器材有限公司 － 11,000

香港通訊器材批發有限公司 － 770

30,000 16,770

由於董事認為呈報每股股息之息率對本簡明財務報表而言意義不大，故並無列示該等資料。

董事建議並不派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間內之純利16,71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12,748,000
港元）及假設已發行及可予發行之318,829,600股（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18,829,600股）計算，並假設本公司於集團重組及資本化發行時所發行之股份乃於一九九八年
四月一日發行，惟收購若干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權益之應佔部份除外。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

一年十月三十日刊發之售股章程。

由於於回顧期間之已發行普通股並無潛在攤薄影響，故並無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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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投資物業、及物業及設備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及租約土地及樓宇已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經獨立專業物業估值師利駿
行測量師有限公司按公開市場基準進行重估。本公司分別將重估所得盈餘1,636,000港元及

28,891,000港元計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及其他物業重估儲備。

董事認為，投資物業及租約土地及樓宇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估值，與於二零零一年七月
三十一日所進行之專業估值並無重大差別。因此，由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
十日之期間，並無進一步之重估盈餘或虧損獲確認。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集團以代價13,300,000港元出售一項投資物業，而

該物業應佔之重估儲備合共2,911,000港元已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內。

此外，本集團為其經營業務及擴展，亦購置合共2,536,000港元之物業及設備。

11.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兩星期至一個月。

此外，若干已建立長期關係及過往付款記錄良好之客戶，則會給予較長之信貸期。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30,629 28,344
31至60日內 2,603 1,630

61至90日內 746 823
91至120日內 990 1,714
超過120日 4,767 865

39,735 33,376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4,014 7,943

53,749 4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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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8,551 15,632

31至60日內 494 –
61至90日內 68 –

91至120日內 21 1,355
超過120日 267 –

9,401 16,98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4,380 3,436

13,781 20,423

13. 股本
股份數目 款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普通股

法定：

　註冊成立日每股面值0.1港元 1,000,000 100
　分拆股份 9,000,000 –

　期間內增加 1,990,000,000 19,900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2,000,000,000 2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註冊成立日已發行 1 –

　分拆股份前已發行 999,999 100
　分拆股份 9,000,000 –

　集團重組前發行股份 10,000,000 100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20,000,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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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九日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100,000港元，分為 1,000,000股每股面值0.10

港元股份，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日發行1股未繳股款股份。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七
日，本公司配發及發行999,999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未繳股款股份。

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二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

(a) 本公司股本中票面值為每股0.10港元之當時已發行及未發行之股份將分拆為 10股股份。本
公司透過進一步發行 10,000,000股股份，令法定股本增加至 200,000港元。該等股份已於該

日配發及發行及作賬列作繳足。

(b) 本公司透過進一步增設1,980,000,000股股份，令法定股本由200,000港元增加至20,000,000港
元。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繳足股本即為組成本集團之各公司於該日期之票面總值。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報告二零零一 14

14. 儲備
其他物業 投資物業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㶅兌儲備 保留溢利 資本儲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於二零零零年

　四月一日
　－原本呈列 – 16,302 (13) 109,440 – 125,729

　－前期調整（見附註2） – – – 11,000 – 11,000

　－重列 – 16,302 (13) 120,440 – 136,729

重估減值 – (1,555 ) – – – (1,555 )
年度溢利 – – – 34,325 – 34,325

股息 – – – (47,270) – (47,270 )
換算海外業務之㶅兌差額 – – (28) – – (28)

於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 14,747 (41) 107,495 – 122,201
重估增值 28,891 1,636 – – – 30,527

期間溢利 – – – 16,715 – 16,715
出售投資物業所變現 – (2,911 ) – – – (2,911 )

換算海外業務之㶅兌差額 – – 19 – – 19
集團重組所產生之儲備 – – – – 27,051 27,051

股息 – – – (30,000) – (30,000 )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28,891 13,472 (22) 94,210 27,051 16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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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連人士交易
於期間內，本集團曾與其關連公司在本集團日常業務範圍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下列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公司名稱 交易性質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良思通訊有限公司 (i) 銷售予 – 3

(i) 購買自 – 670

香港通訊工業有限公司 (i) 銷售予 21 1
(i) 購買自 301 1

開華電訊工程有限公司 (i) 銷售予 – 9

(i) 購買自 – –

香港通訊電腦有限公司 (i) 銷售予 7 2
(i) 支付電腦軟件保養

費用及購買自 433 402

(ii) 收取租金收入 120 120

香港通訊網域有限公司 (i) 銷售予 4 6
(ii) 收取租金收入 30 60

(i) 支付互聯網存取費用 – 6

HKC eFinance28 Limited (ii) 收取租金收入 54 –

In Publishing Limited (ii) 收取租金收入 10 60

Webradio Limited (ii) 收取租金收入 54 9

附註：

(i) 銷售、購買及其他費用均按成本價加上某一百分比之溢利差價計算。

(ii) 租金收入乃按已使用面積計算，管理層認為此乃合適之分配基準。

16.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後，本集團完成其集團重組，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於
聯交所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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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為371,0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下跌2%。如撇除出售投資物業所得收益2,900,000港元，本集團純利之增長率為8%。

行政開支由20,600,000港元增加至28,700,000港元，主要由於兩間「諾基亞至專店」分

別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及二零零一年六月開始運作所致。該兩間「至專店」經已為本

集團帶來溢利貢獻。每股基本盈利為 5.2仙（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0港仙）。

流動電話及辦公室電話系統之銷售

由於經濟不景及失業率高企，企業及個人開銷下滑，導致營業額下降。為保持

市場佔有率，本公司不得不將售價下調，從而令到邊際溢利受壓。

接駁服務

本集團提供轉介客戶予網絡營辦商，而本集團將就轉介服務收取佣金。於回顧

期間內，來自此業務之溢利有穩定增長。然而，由於流動電話上台率接近飽和，預

期此方面業務之增長將會縮減。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包括租金收入、向國內電訊公司提供顧問服務、維修及保養服務所帶

來之收入。該等業務之溢利為去年同期兩倍。本集團預料是項增長將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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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集團預料下半年度將有更多新型號流動電話推出，希望屆時會刺激消費者開

銷及幫助提升邊際溢利。

中國成功入世，為本集團業務發展締造無限商機，預料會有更多外國公司到中

港兩地投資及設立辦事處。憑藉在系統綜合服務之豐富經驗，本集團已處身最佳位

罝，為擴𡚸客戶基礎做好準備。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於聯交所上市，籌得款項淨額約 30,500,000

港元，進一步增強本集團資本基礎，並為擴展提供資金。面對漫長之經濟放緩，本

集團將緊縮成本開支，以提升競爭力，並將會強化其市場推廣，以維持業務增長。

流動現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存合共

約 18,5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2,800,000港元），而銀行借貸則為

5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400,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為0.3%（二零

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0.8%）。

由於大部份交易均以港元定值，本集團承受之㶅兌風險較低。

僱員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200名員工。僱員薪酬及花紅乃按

個別員工功過及表現而釐定，並會每年檢討一次。本集團一直與僱員維持良好賓主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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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股份權益

於結算日後，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因此，於本中

期報告之日期，就本公司按照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而存置

之登記冊所示，各董事於本公司或其聯營公司已發行股本之權益如下：

所持普通股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陳重義 – – – 205,252,200 (a)

陳重言 – – – 68,417,400 (b)

陳文民 – – 24,709,650 (c) –

葉于貺 – – 2,681,550 (d) –

崔漢榮 – – 1,939,200 (e) –

附註：

(a) 205,252,200股股份由Newcourt Trustees Limited全資附屬公司Matrix World Group Limited持
有，Newcourt Trustees Limited乃陳重義先生家族信託之受託人。

(b) 68,417,400股股份由Newcourt Trustees Limited全資附屬公司Star Glob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持有，Newcourt Trustees Limited乃陳重言先生家族信託之受託人。

(c) 24,709,650股股份由陳文民先生全資擁有之Ocean Hope Group Limited持有。

(d) 2,681,550股股份由葉于貺先生全資擁有之Ocean Castle Development Limited持有。

(e) 1,939,200股股份由崔漢榮先生全資擁有之Total Portfolio Limited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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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之權利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訂立何任安排，

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之股份或債券之方式獲取利益，而

董事、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概無任何可收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亦無行

使任何該等權利。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採納一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董事可獲

授出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概無

獲授予購股權。

主要股東

於本中期報告之日期，根據本公司按照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存置之主要股東

登記冊所示，下列公司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權益：

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Matrix World Group Limited 205,252,200 47.40%

Star Glob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68,417,400 15.80%

控股權與上文董事之股份權益所披露者重覆。

除上述之董事權益外，按本公司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節規定所存置之股東

登記冊所示，並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 10%或以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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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於聯交所上市。自該日期起，本公司或其

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經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審核、內部控制及財

務申報等事項，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可合理指出本公司於截止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內任何時間並無或曾無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

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重義

香港，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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