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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欣然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及簡明賬目。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業績、綜合現金流轉表、綜合權益變動表以及本集團於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均為未經審核簡明賬目，連同選定之說明附註載於本

報告第12至第22頁。

管理層之討論與分析

財務及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度錄得營業額66,65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131,170,000港元。股

東應佔虧損淨額為28,19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虧損8,560,000港元。

金融解決方案、應用、服務及相關產品

於回顧期內，該業務部門錄得營業額20,56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中期：98,580,000港元）及虧

損18,5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中期：溢利1,120,000港元）。

期內，諮詢及資訊科技服務分別佔此業務類別之營業額及毛利為50%及65%，去年同期則為55%

及91%。

系統集成與硬件產品業務佔該業務分類之營業額及毛利為50%及35%，去年同期則為45%及9%。

該業務部門營業額之減少，主因是按去年訂定之經營策略，集中該部門的核心業務、硬件產品業

務進一步縮減，與去年同期相比，硬件產品營業額減少約33,470,000港元。諮詢及資訊科技服務

營業額亦減少了約44,550,000港元，當中包括因剝離的數個業務部門而導致營業額的下降，主

營的核心銀行系統業務核心業務亦因國內金融機構上半年的改組以及兼併活動而拖慢客戶驗

收時間造成的延誤。

毛利率之減少亦因現規模效應而表現得略為遜色，但亦能保持在可接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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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與分析（續）

金融解決方案、應用、服務及相關產品（續）

在費用控制方面，已經取得一定效果，銷售及行政費用與去年同期減少了7,730,000港元，但由

於營業額及毛利之減少，該業務部門仍錄得了18,500,000港元的虧損。

管理層意識到這個只是為了奠定本公司在這行業長久以來的地位以及轉型必需付出的代價，在

行業地位方面，本集團核心業務流程重組的諮詢與技術服務市場份額保持在國內稱冠，是唯一

一家國內公司在 IBM主機上具備開發及應用解決方案的公司。在國內，其新一代核心銀行系統業

務，國際信用卡系統諮詢服務及金融業務營運諮詢業務佔據著領頭羊的位置。在過去重組和整

合過程，將為該業務部門帶來高效良性的運轉，剝離非核心部份員工，改為以長期合作伙伴的合

作模式，除優化本公司營運體系外，亦讓剝離人員有序穩妥，同時沒有給客戶帶來一點損失。

電子支付解決方案及產品

該業務部門錄得營業額40,12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中期：22,060,000港元）及溢利3,970,000港

元（二零零三年中期：虧損2,730,000港元）。整體毛利率為34%，較去年同期微跌5%。

繼去年以PAX品牌為集團帶來盈利貢獻後，在回顧期內，雖為傳統上季節性淡靜情況下，仍能帶

來合理的盈利貢獻。主要因素包括國內市場本身有比較大的增長，加上PAX在國際取得的市場

開始呈現明顯增長趨勢。 和去年上半年相比，今年市場沒有受到其他因素的任何特殊影響（如

去年沙士爆發）而拖慢合同的執行。在營運方面採取了一些控制費用的措施，當中包括進一步優

化公司管理和加強內部控制，和在現金流動管理強化之下亦成功地減少財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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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與分析（續）

電子支付解決方案及產品（續）

現在，PAX已經成為中國大陸EFT-POS市場上主要供應商之一。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度，PAX在

中國銀聯的市場份額已經增加到了30%，在中國大陸的市場份額增加到了25%。毫無疑問，隨著

中國銀聯的快速發展，PAX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地位將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與此同時，PAX

在東南亞的EFT-POS市場亦有非常明顯的競爭優勢，PAX的品牌已經得到了客戶的廣泛認同，包

括香港上海㶅豐銀行、中國銀行（香港）、花旗銀行、渣打銀行、大華銀行等世界知名銀行，都已

經成為PAX的重要客戶。除上述國家和地區之外，PAX還在印度尼西亞、印度、尼日利亞等國家，

發展自己的合作伙伴，相信不久的將來，PAX在這些市場上也會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隨著時間的

推移，借助Europay Mastercard Visa（「EMV」）遷移的機遇和動力，PAX的優勢必將得到進一

步加強，並迎來中國大陸市場以外發展的大好時機。

在新產品研發方面，PAX已推出的新產品如下：－

1. P60-S1分體式EFT-POS終端

2. MP51-C臺式無線EFT-POS終端

在新市場拓展方面，PAX在香港成功地獲得了以下客戶的訂單：－

1. 香港上海㶅豐銀行

2. 中國銀行（香港）

3. 花旗銀行

4. 永亨銀行

5. 港基國際銀行

6. 大華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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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與分析（續）

電子支付解決方案及產品（續）

PAX在回顧期至截至現在內獲得產品認證包括：－

1. Security Evaluation on PAX's P60-S1 POS Terminal（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五日）

2. 中國銀聯香港前置系統直聯POS入網測試合格證明  (P70-S P60-S1)（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

六日）

3. P60-S1 3C認證（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4. P60-S1銀行磁條卡銷售點終端產品入網許可證（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5. P70-T 3C認證（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6. P70-T銀行磁條卡銷售點終端產品入網許可證（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二日）

7. P60-S1 EMV Level 1（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九日）

8. P60-S1 EMV Level 2（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日）

9. P60-S1稅控功能測試（二零零四年八月九日）

電訊解決方案、服務及相關產品

於回顧期內，營業額為5,87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中期：10,520,000港元），虧損則為7,080,000

港元（二零零三年中期：虧損1,160,000港元）。

在回顧期間，傳統系統集成業務營業額減少了約8,030,000港元，而新增的語音互動（「IVR」）增

值業務為此業務部門帶來3,380,000港元的營業額貢獻，誠如去年管理層討論與分析所說，該業

務部門逐步邁向高增值服務而捨棄微利業務及產品線。系統集成業務在營業額減少之下，毛利

率則有所改善，因國內季節性因素，傳統系統合成服務的主要合同之完成都在下半年，管理層相

信該集成業務最終能帶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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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與分析（續）

電訊解決方案、服務及相關產品（續）

IVR業務仍處於初期投放階段，在回顧期間已帶來不俗的營業額貢獻。雖然在回顧期間仍是在虧

損狀態，但期後發展良好，相信能給集團帶來盈利貢獻。該業務部門是中國移動唯一的全網 IVR

營運商。本公司從傳統系統集成商向服務增值供應商轉變。衛通的計費結算系統說明了其在電

信的核心業務上拓展和提高。砍掉微利產品線和壓縮集成部門人員規模，集成業務部門費用相

應降低。唯整個業務部門費用增加主要來自於新增的 IVR業務所帶來的前期開發及營運費用。

前景

金融

中國金融業包括銀行、保險、證券正準備有新一輪之改革。國內金融機構正朝著改革其核心業務

部門發展，除進一步加強深化其核心業務能力外，更轉移其注意力將其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向外

包方向靠攏，為迎接和抓住這發展勢頭和商機，本集團之金融業務部門已經準備就緒並投入大

量資源，包括：

1) 通過外聘海外專家多名，配合國內行業專家，加強了業務諮詢部的專家實力；

2) 開始了應用管理服務（「AMS」）的嘗試，掌握與外包相關的國際標準，為核心工程獲取認證，

實行技術和人才儲備計劃，以AMS作為提供全面外包服務的工具；以及

3) 與富經驗跨國資訊科技服務供應商合作，進行大型外包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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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續）

電訊

基於和中國移動合作為基礎，經過多年的積累和未來的投入，電訊業務部門在 IVR平台外包服務

及無線增值業務上，必然處於國內領先的位置。

於今年完成固網彩鈴專案的研發，現已經開始投入市場。目前，本集團主要精力集中於UT斯達康

通訊的OEM和網通彩鈴專案。彩鈴是電訊增值業務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彩鈴平臺上

我們可以繼續開發彩音、彩話等等業務。同時，我們亦與UT斯達康通訊正在洽談彩鈴OEM的合

作，在應用軟體外包方面做一些嘗試。

在發展規劃方面，從傳統集成商向服務提供商轉型，從電信全業務發展策略向以增值業務為主

的轉變將會是未來數年的方向。我們預期中國移動在語音增值業務收入上會有大幅度的提高，

全年會有數以億元計之市場容量，並在往後有更高速度的增長。

電子支付終端

對該業務部門來說，二零零四年的市場是穩步增長的一年。在國內市場，預計市場總量的增長幅

度將超過30%，在邁向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之幾年間，加上金融業之發展，將會有更高速的增

長率。

不斷研究開發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加上不斷提高產品質量，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技術支援和售

後服務，努力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譽度，研發更高利潤率的新產品，都是我們在這行業的目標。

在國內市場方面，我們已經和正在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就是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和二零一零年

上海世博會所帶來的市場發展機會。尤其是中國銀聯的快速發展，更加為EFT-POS市場的進一步

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增長的動力。在國際市場方面，EMV遷移的世界潮流，必將為EFT-POS

生產廠家提供不可多得的發展機遇，PAX將繼續發揮在EMV遷移方面所積累的經驗優勢，以卓

越的產品性能價格比，穩定的產品性能質量和優質的技術支援服務，不斷贏得新的市場和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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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續）

電子支付終端（續）

我們計劃在明年上半年推出一系列新產品，該等新一代EFT-POS終端，顯示具備當前國際上業界

最先進的性能指標，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性能價格比，也將為PAX帶來更高的產品毛利率。這將會

成為衝擊日本、歐洲和美洲市場的有力武器，也將會是本集團今後重要的利潤來源。

致力於諮詢能力之提升，增值服務之開發，以及解決方案及產品之研發花費本集團大量資源，因

此導致了在回顧期間業績表現較為遜色。 然而，本集團有信心正朝著成為在資訊科技諮詢、外

包服務以至科技服務及產品領先供應商的方向前進。

展望將來，基於扎實的基礎及興旺的市場趨勢，我們有信心集團將會在今年餘下的日子創造可

現的業績改善。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總資產151,730,000港元，來自負債119,160,000港元及股

本32,570,000港元，資產淨值則為32,57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760,000港

元），每股資產淨值為0.10港元，相對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每股0.18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15,650,000港元及銀行借貸2,370,000港元。於該日之

現金淨額狀況為13,28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8,040,000港元。所有借

貸均為短期貸款及透支，用作撥付本集團之營運資金。資本負債比率（界定為計息債務總額除以

股東資金）為0.07，而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0.40。對本集團業務持續發展而言，有關

資產負債比率乃屬穩健及恰當。

資本架構及抵押詳情

本集團之銀行借款乃按浮動利率計息之短期貸款及透支。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

中人民幣2,150,000元（相當於2,010,000港元）乃以人民幣列值，平均每年利率為5.31厘。銀行透

支中360,000港元以港元列值。以港元列值之銀行透支以香港最優惠借貸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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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續）

資本架構及抵押詳情（續）

本集團之現金結餘中分別約8,650,000港元、2,340,000港元及4,660,000港元分別以人民幣、港

元及美元列值。

銀行貸款由銀行擔保基金存款4,370,000港元及本公司一名董事之個人擔保7,000,000港元及本

公司之公司擔保30,000,000港元作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收益、所進行採購或所支付費用主要以美元、人民幣及港元列值。目前，本集團並無訂

立任何協議或購買任何工具對沖本集團之匯率風險。倘港元或人民幣之匯率出現任何重大波動，

均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造成影響。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僱員總數為559人。僱員按部門細分如下：

金融解決方案、服務及相關產品 308

電子支付解決方案及產品 70

電訊解決方案、服務及相關產品 77

IVR業務 87

企業辦公室 17

559

本集團確保其薪酬待遇能顧及僱員全面需要且具競爭力，故除每月定額薪金，另加與表現掛漖

之年度花紅，更資助選定僱員參與符合本集團業務所需之外界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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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為提供更多獎勵以鼓勵具專才之僱員，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

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已有33,000,000份購股權授予董事及僱員，定價為0.374港元
（股份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前五個營業日在香港聯交所發佈之每日報價表所列出之平均收

市價）到期日為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七日。

該計劃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任何改變。該計劃之詳情已於二零零三

年年報披露。

下表披露本公司購股權於期內之變動：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所持之 所持之

姓名 授予日期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已授出 已註銷 已行使 購股權數目

（港元）

董事

渠萬春先生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 0.374 － 3,000,000 － － 3,000,000
羅韶宇先生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 0.374 － 3,300,000 － － 3,300,000
徐文生先生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 0.374 － 3,300,000 － － 3,300,000
李文晉先生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 0.374 － 3,300,000 － － 3,300,000
徐昌軍先生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 0.374 － 3,300,000 － － 3,300,000
陳耀光先生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 0.374 － 1,500,000 － － 1,500,000
蘇魯閩先生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 0.374 － 1,500,000 － － 1,500,000

僱員

蕭常興先生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 0.374 － 3,300,000 － － 3,300,000
鍾振祥先生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 0.374 － 3,300,000 － － 3,300,000
陳東先生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 0.374 － 2,000,000 － － 2,000,000
高光武先生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 0.374 － 2,700,000 － － 2,700,000
張永剛先生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 0.374 － 2,500,000 － － 2,500,000

－ 33,000,000 － － 33,000,000

上述購股權之行使期由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至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七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



高陽集團有限公司
• 二零零四年度中期報告

10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存置之登記冊或知會本公司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所持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數

（附註） （附註）

渠萬春 － 189,270,909 189,270,909

附註：

該等股份乃由渠萬春先生透過Hi Sun Limited（渠萬春先生持有99.16%權益之公司）及Hi Sun Limited

之全資附屬公司Rich Global Limited持有。

(b) 相聯法團之普通股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權益類別

渠萬春 Rich Global Limited 2股普通股 公司

渠萬春 Hi Sun Limited 30,245,000股普通股 個人

李文晉 Hi Sun Limited 255,000股普通股 個人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

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外，期內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可藉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

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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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顯示，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

日，本公司獲知會下列主要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及淡倉。

股東名稱／姓名 所持普通股數目

Rich Global Limited（「RGL」） 189,270,909股

Hi Sun Limited（「HSL」） 189,270,909股（附註1）

渠萬春 189,270,909股（附註2）

Pacific Pilot Limited  30,000,000股

附註 ：

(1) HSL因持有RGL之100%股權而於本公司股本擁有權益。

(2) 渠萬春因其於HSL之99.16%股權而於本公司股本擁有權益。

遵守上市規則最佳應用守則

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最佳應用守則，惟本

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而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值告退。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並無於期內贖回其任何股份。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

司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

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簡明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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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6,650 131,165

銷售成本 (43,775) (86,571)

毛利 22,875 44,594

其他收入 146 199

銷售及分銷開支 (18,722) (19,198)

行政費用 (31,988) (33,191)

經營業務虧損 3 (27,689) (7,596)

融資成本 (496) (964)

股東應佔虧損 (28,185) (8,560)

每股基本虧損 5 (0.08港元) (0.0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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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6 25,056 18,283

流動資產

存貨 32,253 20,738

應收賬款 7 53,862 64,8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4,909 17,319

已抵押銀行存款 4,368 18,879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283 23,645

126,675 145,393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8 36,933 23,30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52,955 48,903

短期銀行借款 9 2,373 24,475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0 23,848 3,042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0 3,008 3,154

應付稅項 41 41

119,158 102,918
-------------- --------------

淨流動資產 7,517 42,475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573 60,758

資金：

股本 11 3,330 3,330

儲備 29,243 57,428

股東資金 32,573 6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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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轉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6,929 (19,961)
-------------- --------------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811 (5,223)
-------------- --------------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淨額 (13,773) (26,464)
-------------- --------------

現金及等同現金減少 (4,033) (51,648)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14,952 59,809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10,919 8,161

現金及等同現金結餘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283 22,260

銀行透支 (364) (14,099)

10,919 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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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累計虧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3,330 100,556 125,310 (168,438) 60,758

本期間虧損 － － － (28,185) (28,185)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3,330 100,556 125,310 (196,623) 32,573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3,330 100,556 125,310 (164,984) 64,212

本期間虧損 － － － (8,560) (8,560)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3,330 100,556 125,310 (173,544) 5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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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賬目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綜合簡明賬目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

期財務報告」編製。

務請與二零零三年度之年度賬目一併閱讀簡明賬目。

編製簡明賬目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所

用者貫徹一致。

2. 分類報告

本集團分為三大業務分類：

(a) 金融解決方案、服務及相關產品－向財務機構及銀行提供訂製之資訊系統諮詢及集成服務和銷

售電腦硬件；

(b) 電訊解決方案、服務及相關產品－向電訊行業提供訂製之資訊系統諮詢及集成服務、提供增值服

務和銷售電腦硬件；及

(c) 電子支付產品及服務－銷售電子支付售點終端機。

於釐定本集團之地區分佈時，收益及業績乃按客戶地區分類。



高陽集團有限公司
• 二零零四年度中期報告

17

2. 分類報告（續）

本集團期內之收益及業績按業務分類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金融解決 電訊解決

方案、服務及 方案、服務及 電子支付

相關產品 相關產品 產品及服務 其他業務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0,559 5,872 40,119 100 66,650

分類業績 (18,501) (7,075) 3,969 (6,228) (27,835)

未分配收入 146

經營業務虧損 (27,689)

融資成本 (496)

股東應佔虧損 (28,185)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金融解決 電訊解決

方案、服務及 方案、服務及 電子支付

相關產品 相關產品 產品及服務 其他業務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98,582 10,524 22,059 － 131,165

分類業績 1,123 (1,158) (2,731) (5,002) (7,768)

未分配收入 172

經營業務虧損 (7,596)

融資成本 (964)

股東應佔虧損 (8,560)

各業務分類間並無任何銷售或其他交易。未分配收入為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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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報告（續）

本集團期內之營業額及經營業務虧損貢獻按地區分類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經營業務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韓國及東南亞 18,729 20,312 (1,763) (5,642)

中國 47,921 110,853 (25,926) (1,954)

66,650 131,165 (27,689) (7,596)

各地區分類間並無任何銷售或其他交易。

3. 經營業務虧損

經營業務虧損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存貨撥備撥回 371 －

扣除

核數師酬金 500 600

折舊 4,412 4,27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30,912 42,668

退休金供款 1,955 1,240

減：撥充作施工中合約工程資本之員工成本 (5,050) (2,036)

27,817 41,872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營業租約租金 5,236 4,601

固定資產出售及撇銷虧損 19 320

呆賬撥備 －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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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產生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三年：無）。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產生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海外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三年：無）。

5.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集團股東應佔虧損28,18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虧損8,560,000港元）及期內已

發行普通股333,054,030股（二零零三年：333,054,030股）計算。

由於潛在普通股對每股基本虧損產生反攤薄影響，故此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呈列

每股攤薄虧損影響。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虧損均無攤薄影響。

6. 固定資產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18,283

添置 11,212

出售 (27)

折舊 (4,412)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2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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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款

本集團應收賬款之信貸期為零至180日。本集團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時至90日 30,882 40,614

91日至180日 1,116 18,820

181日至365日 15,510 1,861

365日以上 6,354 3,517

53,862 64,812

8. 應付賬款

本集團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時至90日 25,507 17,834

91日至180日 5,650 503

181日至365日 1,970 2,309

365日以上 3,806 2,657

36,933 2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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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短期銀行借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銀行透支（附註 (a)） 364 8,693
有抵押信託收據貸款 － 7,184
有抵押短期銀行貸款（附註(a)） 2,009 8,598

2,373 24,475

附註：

(a)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銀行融資條款，銀行透支及短期銀行貸款2,373,000港元，乃以銀

行擔保基金存款4,368,000港元、本公司一名董事之個人擔保7,000,000港元及本公司之公司擔保

30,000,000港元作抵押，銀行融資供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與彼等之供應商進行貿易安排。

10.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11.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四年 截至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股份數目 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 10,000 1,000,000,000 1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333,054,030 3,330 333,054,030 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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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營業租約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不可註銷營業租約，本集團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總額如下：

土地及樓宇 其他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不超過一年 6,169 6,383 391 －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4,044 2,366 － －

10,213 8,749 391 －

13. 有關連人士交易

於本集團日常業務中進行之重大有關連人士交易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向一家有關連公司支付管理費用 (a) － 280

向一家有關連公司支付顧問費用 (b) － 74

(a) 根據兩家附屬公司，高陽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及百富科技有限公司，與由本公司一名董事兼主要股

東所擁有之高陽管理有限公司（「高陽管理」）相互協定之條款，該兩家附屬公司獲高陽管理提供

管理服務。

(b) 根據附屬公司，百富科技有限公司，與由本公司一名董事兼主要股東所擁有之公司高陽信息產品

服務有限公司（「高陽信息」）相互協定之條款，該附屬公司獲高陽信息提供顧問服務。

承董事會命

董事

李文晉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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