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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謹報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零年同期之比較數

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入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65,343 183,675

銷售成本 (231,424) (132,004)

毛利 33,919 51,671

其他收益 1,470 3,298

分銷成本 (24,852) (7,673)

行政費用 (44,113) (27,788)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所產生之商譽攤銷 (1,274) －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4 (34,850) 19,508

融資成本 (795) (570)

除稅前溢利／（虧損） (35,645) 18,938

稅項 5 (48) (3,176)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35,693) 15,762

少數股東權益 (865) (774)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純利／（虧損） (36,558) 14,988

股息 6 － (4,830)

本期保留溢利／（虧損） (36,558) 10,158

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 (0.10)港元 0.05港元

攤薄 (0.10)港元 0.0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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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已確認收益及虧損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換算海外公司之財務報表產生之㶅兌差額 13 －

未在損益表中確認之收益淨額 13 －

日常業務之純利／（虧損） (35,284) 14,988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所產生之商譽攤銷 (1,274) －

期內純利／（虧損） (36,558) 14,988

已確認收益總額／（虧損） (36,545) 1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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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5,287 15,922
遞延發展成本 2,171 2,672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所產生之商譽 36,949 －
長期投資 51,081 51,081
長期投資之欠款 4,130 －
非上市投資之已付訂金 － 25,000

109,618 94,675

流動資產
存貨 4,985 11,468
應收賬項 8 236,280 184,898
應收票據 12,582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73,529 35,469
可收回稅項 359 321
已抵押定期存款 36,618 15,885
現金及銀行結餘 93,872 130,569

458,225 378,610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票據 9 60,411 41,053
應繳稅項 15,824 16,387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97,383 57,703
有抵押信託收據貸款 40,374 12,498
有抵押銀行貸款 9,057 －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之即期部份 11 370 723

223,419 128,364

流動資產淨值 234,806 250,24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44,424 344,921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之長期部份 11 709 1,218
遞延稅項 233 311

942 1,529
少數股東權益 42,985 4,540

300,497 338,85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6,200 36,200
儲備 13 264,297 300,842
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 13 － 1,810

300,497 33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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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流出淨額 (9,677)

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之現金流出淨額 (2,149)

已繳稅項 (72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39,996)

融資活動前之現金流出淨額 (52,55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2,03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64,586)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8,071

㶅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13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49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93,872

於貸款日起計三個月內須償還之信託收據貸款 (40,374)

5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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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125號「中期財務申報」編製而成，

惟因本公司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第37.3段所述之過渡期條文因而未有呈

列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之比較數字。

中期財務報表中所用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和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若干新會計準則適用於本財政期間。本集團會計政策之變動

乃因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及第30號所致。

由於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結算日後事項」，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出現變

動，結算日後之擬派股息不再確認為結算日之負債。此項變動已追溯應用並重列比較

數字。由於逆向計算上年度擬派股息，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之年初儲備增加1,810,000

港元。擬派股息現列賬於資產負債表內股東資金以作獨立披露。

綜合賬目時產生之商譽乃指收購附屬公司之成本超出本集團於收購日的應佔可分割

資產淨值之公平價值之金額。於過往年度，商譽於其產生年度撥入儲備。採納香港會

計實務準則第30號「企業合併」後，本集團已根據該準則所述過渡期條文編製賬目。於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後產生之新商譽會在資產負債表中資本化並按其預計可用年期

以直線法在損益表攤銷。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前進行之早期收購產生之全部商譽將

會繼續撥入儲備，且不會重列。然而，該等商譽所產生之減值會於損益表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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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連方交易及關連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訊科技產品購自：
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
－Open Environment Corporation － 27

有關連公司
－Datacraft Asia Ltd集團之若干成員公司 225 4,376

關連人士
－一家非全資附屬公司一名股東之

一家附屬公司 89 －
－非全資附屬公司 6,384 －

向一家非全資附屬公司一名股東
之一家附屬公司銷售資訊科技產品 8 －

向Datacraft Asia Ltd集團一家成員公司收取之管理費 － 235
向本公司期內董事之配偶出任董事之一家公司
支付軟件開發服務費 － 240

自本公司期內董事之配偶出任董事之一家公司
接獲的系統集成服務收入 － 274

向一家接受投資公司收取租金收入 206 －

附註： 本公司董事何偉德先生為在新加坡股票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Datacraft Asia Ltd
之董事。

董事認為上述關連方交易及關連人士交易乃於本集團之日常業務中按少數股東與有
關連公司協定之條款進行。董事認為該等交易之價格及條件與給予其他第三者之價
格及條件相若。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於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已出售貨品之發票淨值及所提供之服務。本集團
內各公司間之一切重大交易概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銷電腦硬件產品 218,647 135,481
分銷電腦軟件產品 29,129 17,198
提供電腦技術服務 17,567 30,996

265,343 183,675

按地區劃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香港 51,623 24,730
  其他地區 213,720 158,945

265,343 18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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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本集團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出售存貨及所提供服務之成本 231,424 132,004

折舊 3,551 1,962

研究及發展成本攤銷 500 659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 250

其他地區 126 2,926

遞延 (78) －

48 3,176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預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零年﹕

16%）。於其他地區所賺取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地區之稅率按照當

地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可收回稅項即已支付超逾本集團估計稅項負債之暫繳

稅項。

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予公司股東（二零零零年： 1.5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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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股東應佔未經審核綜合

虧損約36,558,000港元與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362,00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未經審核綜合

溢利約14,988,000港元與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316,692,308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乃根據股東應佔未經審核綜合

虧損約36,558,000港元與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362,334,495股計算。計算每股

攤薄虧損所用之加權平均股數包括加權平均數334,495股，其被視為在所有尚未行使

購股權獲行使之情況下無代價予以發行。

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未經審核綜合

溢利約14,988,000港元與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318,750,265股計算。計算每股

攤薄盈利所用之加權平均股數包括加權平均數2,057,957股，其被視為在所有尚未行使

購股權獲行使之情況下無代價予以發行。

8. 應收賬項

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一年 於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天 186,342 163,592

91天至180天 21,837 2,585

181天至365天 20,995 2,981

365天以上 7,106 15,740

236,280 184,898

集團旗下公司的信貸政策各有不同，乃視乎其經營業務類型及市場而定，信貸期一般

不超過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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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項及票據

應付賬項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一年 於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天 48,147 16,260

91天至180天 3,298 7,223

181天至365天 4,723 15,538

365天以上 4,243 2,032

60,411 41,053

10. 銀行融資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乃以抵押本集團約達36,600,000港元（二

零零零年：15,900,000港元）之定期存款作為擔保。

11.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於二零零一年 於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款項：

一年內 455 869

第二年 455 834

第三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417 644

融資租賃最低付款總額 1,327 2,347

未來融資支出 (248) (406)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總淨額 1,079 1,941

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370) (723)

長期部份 709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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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二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董事會獲批准於二
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或之前全權邀請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僱員（包括任
何執行董事）接納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認購價將為股份於購股權授出日期前
五個交易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平均收市價之80%與股份面值兩者中之較高
者。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可認購股份之數目，最多不可超逾本公司當其時已
發行股本（經正式配發及發行）面值之10%。購股權計劃已在本公司股份於一九九九
年七月六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後生效。

於期內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數目變動如下：

於二零零一年 於二零零一年
一月一日 於期內 於期內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之 尚未行使之 授出之 作廢之 尚未行使之
授出日期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 行使期間

二零零零年 4,978,000 － 1,734,000 3,244,000 2.532港元 二零零一年
一月二十一日 一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一月二十日

二零零零年 500,000 － － 500,000 1.82港元 二零零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五月三十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五月三十日

二零零零年 200,000 － － 200,000 2.108港元 二零零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 九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零年 750,000 － 200,000 550,000 1.481港元 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零零一年 － 100,000 100,000 － 1.2港元
三月二十六日

二零零一年 － 5,200,000 136,000 5,064,000 0.91港元 二零零一年
五月二十四日 五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五月二十三日

6,428,000 5,300,000 2,170,000 9,558,000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尚有9,558,000份購股權未獲行使。根據本公司之現
行股本結構，倘尚餘之購股權獲全數行使，本公司將需發行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新普
通股9,558,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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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儲備

股份 㶅兌
溢價賬 實繳盈餘 商譽儲備 波動儲備 擬派股息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之前申報之
年初結餘 277,121 (19 ) (37,548 ) 45 － 61,243 300,842

擬派股息之會計
政策變動 － － － － － 1,810 1,810

獨立披露於資產
負債表之擬派
股息 － － － － 1,810 (1,810 ) －

經重列之年初結餘 277,121 (19 ) (37,548 ) 45 1,810 61,243 302,652
二零零零年已付
末期股息 － － － － (1,810 ) － (1,810 )

㶅兌調整 － － － 13 － － 13
本期虧損 － － － － － (36,558 ) (36,558 )

於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277,121 (19 ) (37,548 ) 58 － 24,685 264,297

本集團之實繳盈餘為依據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二日所進行之集團重組所收購附屬
公司之股本面值與就交換上述股本而發行之本公司股本面值兩者之差額。

14. 資本承擔

(a) 於二零零零年與一獨立第三方（「賣方」）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以總代
價36,800,000港元收購一家附屬公司（「該附屬公司」）55%股權。於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已交收23,300,000港元。

根據買賣協議，賣方將可按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五日公佈所用之計算方法獲得
額外代價。

(b)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與（其中包括）一獨立第三方（「賣方」）
訂立銷售及認購協議（「協議」），最終收購DMX已發行股本51%。於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已交收65,000,000港元其中60,000,000港元。

根據協議，賣方可按二零零一年一月二日公佈所用之計算方法獲得額外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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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未在財務報表中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於二零零一年 於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向合約客戶發出履約保證之擔保 901 275

附追溯權已貼現票據 12,680 －

13,581 275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集團因應市場劇變，在回顧年度的上半年校訂業務定位，並重組各個部門的業務。管理層致

力重整集團的業務重心，對表現未如理想的業務進行整頓，以及在現有及新投資業務中重

新建立新的增長點。

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之營業額約為265,000,000港元，較二零零零年同

期增長約44%。同期集團錄得股東應佔淨虧損約37,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之股東應佔純

利則約  15,000,000 港元。

除了外在的市場不景氣，管理層歸納了導致業務出現虧損的主要因素，簡列如下。有關的討

論，以及管理層對問題的應對策略，則詳列於「業務回顧」一章內。

－ 集團在香港的軟件開發業務主要集中於電子商貿及公營機構項目。兩大業務範疇在

全球電子商貿發展顯著放緩，及公營項目激烈競爭的環境下，業務備受影響。儘管集

團自本年第一季起已實施多項措施，嚴格控制成本，該部門仍然在上半年錄得顯著虧

損。

－ 思群中國／香港有限公司（「思群」）乃集團持有91%之附屬公司，思群之大型主機系

統集成業務亦正處於業務重整階段。由於硬件產品的毛利持續下降，而且所需負擔的

財務成本日增，該部門已將其業務重心逐步由硬件整合轉移至系統維修、支援服務及

應用方案開發。要實施新策略，該部門須重整人手調配，過程牽涉一定重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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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集團的大型主機系統集成業務於思群中國旗下運作，經過多年的高速擴展，增長開始放緩。

硬件產品的毛利持續下降，財務成本亦因供應商收緊信貸而日益上漲。部門有見及此，已逐

步將其業務重心由硬件集成轉移至系統維修、支援服務及應用方案開發。過程中，集團需投

入一定資源，強化部門在支援服務、維修及應用方案開發的能力。部門的近至中期目標，是

集中發展伺服器集成、信用卡及系統升級項目。

集團旗下經營電腦周邊產品系統集成的冠亞繼續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績。部門隊伍的業務目

標明確清晰，銳意成為國內主要的自動櫃員機系統集成商。正如集團二零零零年之年報所

述，公司有意採用更進取的訂價策略，進一步增加自動櫃員機的銷售。部門於上半年度的自

動櫃員機銷售取得健康增長，而毛利率則較去年略為下降。另一方面，部門成功開拓自動櫃

員機維修及支援服務，此等新服務的毛利率較自動櫃員機銷售為高。部門於上半年的營業

額已達至之前十二個月的水平。回顧期間，部門繼續與全球最大企業智能儲存系統及軟件

獨立供應商  EMC 合作，擴展配套的系統集成服務。

如前文所述，集團在香港的軟件開發業務主要集中於電子商貿及公營機構項目。此兩大範

疇的業務面對全球電子商貿發展顯著放緩，加上公營項目的激烈競爭，經營環境持續艱困。

面對現時的經營狀況，部門訂立了明確的對策：嚴格控制經營規模及開支，以及集中發展具

可行性，能帶來合理回報的項目。集團在下半年度將繼續為東亞銀行，以及資訊科技署及房

屋署等政府部門提供多項軟件開發服務。

集團持有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ADT”) 55%權益。ADT一直銳意

增強本身的實力，積極推動國內銀行電子化的發展。公司於本年上半年成功取得中國工商

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以及如華夏銀行、中信銀行及中國光大銀行等多家國內銀行的合約。

在產品系列方面，公司加入了一套本土新開發的金融前置系統、一套個人外匯交易系統、一

套新的計算機客戶服務中心系統，以及新一代網上開發平台NOVA。此外，ADT成功拓展軟

件出口業務，公司最近更與NEC簽訂合約，發展多種金融軟件產品。公司計劃在來年投入一

定的資源擴展此類業務。總括而言，ADT的業務擴展將繼續以技術主導，並且集中於軟件的

先導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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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完成收購DMX Technologies (Hong Kong) Limited（前稱 Skynet

Consultants Company Limited）(“DMX Technologies”) 51%權益。該公司在香港、國內及亞

洲其他國家提供網絡方案。公司於本年度上半年為蘇州有線電視及中國電信甘肅及寧波分

區建立城市區域網絡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s, MANs)。公司將繼續重點發展MANs及

互聯網數據中心業務。DMX Technologies現時在北京、廣州、福州及杭州四個城市設有辦事

處，由於國內對其服務需求日增，公司計劃於上海及西安設立新辦事處。公司為提供更完備

的網絡方案，與Top Layer Networks、 Infolibria及Comtrend簽訂合約，合作發展保安網絡方

案、多媒體即時傳送、內容發佈方案，以及利用銅線技術發展上網方案。DMX Technologies

同時致力進一步打開亞洲地區新市場。公司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辦事處現已投入運作，

並且積極研究在南韓及泰國直接經營或組建合資公司的可行性。

前景

管理層對下半年的前景審慎樂觀，並將加倍努力整頓集團的業務重心，削減表現欠佳的部

門業務，以及集中資源發展高增長業務，務求在艱困的資訊科技行業中尋求穩定的業務表

現。

集團將以冠亞、ADT及DMX引領整體業務增長。管理層將與各部門主管緊密合作，透過增

強服務元素，逐步將業務轉型，以鞏固集團的業務基礎及盈利能力。集團會將更多的增值服

務，包括維修及軟件開發，注入整體業務中，以提升各個部門的產品及服務組合。管理層將

努力推行業務整頓策略，為集團爭取更長遠的增長及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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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本公司須

予置存之登記冊所載，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公

司（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之權益如下：

持有本公司股份數目

董事 公司權益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合共權益

陳子昂（「陳先生」） 128,800,000 13,814,000 － 142,614,000

（見附註）

陸忠甫（「陸先生」） － 4,830,000 － 4,830,000

鄧健洪 － 12,600,000 － 12,600,000

附註： 該等股份由Clear Goal Holding Limited實益擁有並以其名義登記。Clear Goal Holding Limited
乃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之68.7%及31.3%分別由陳先生及陸先生
擁有。根據陳先生、陸先生及其他人士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二日訂立之股東協議，陳先生及陸先
生各自獲授優先購股權，以認購對方於本公司及Clear Goal Holding Limited之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公司（定義見披

露權益條例）之股本中擁有任何個人、家族、公司或其他權益。

董事認購證券之權利

於二零零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二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購

股權計劃」），周少霖先生（「周先生」）獲授一項購股權，可按初步認購價每股股份1.82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期內認購500,000股股份。

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周先生獲授一項購股權，可按初步認購價每
股股份0.91港元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期內認購400,000
股股份。

上述兩項購股權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仍未獲行使。

除上述者外，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
女可藉購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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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上披露由Clear Goal Holding Limited持有之股份（佔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之已發行股本35.6%）外，據本公司按照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置存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
披露，概無其他人士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

買賣、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買賣、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股份。

審計委員會審閱

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任何時

間並未或未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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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委任年期，並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席告

退及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膺選連任，董事認為此與最佳應用守則之目標一致。

為了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本公司已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二日

成立一個具有明確書面職權及職責範圍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旨在審核及監管

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子昂

香港，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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