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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VENTURE HOLDINGS LIMITED
（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237,841 261,692

銷售成本 (210,676) (225,408)

毛利 27,165 36,284

其他收益 1,816 1,789

銷售及分銷費用 (11,627) (9,693)

行政費用 (37,118) (34,827)

其他經營費用 (9,468) (8,562)

經營業務之虧損 (29,232) (15,009)

融資成本 (523) (725)

除稅前虧損 (29,755) (15,734)

稅項 3 (175) 1,974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29,930) (13,760)

少數股東權益 3,077 (1,622)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淨虧損 (26,853) (15,382)

每股虧損 4

基本 0.05港元 0.03港元

攤薄後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1. 會 計政策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原則（統稱「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適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會計期間。本集團並無就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
務報表提早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著手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現階段未能指出該等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2. 營 業額及收益
營業額指已售貨品之發票淨值（已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與所提供服務之價值。本集團屬下各公司間之一切重大交易已於
綜合賬目時抵銷。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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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稅 項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
其他地區 1,415 1,764
上年度超額撥備 (1,240) (3,738)

本年度稅項支出／（抵免） 175 (1,974)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在香港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三年：零）。於其他地區所賺取
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按照當地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4. 每 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年度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淨虧損 26,853,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5,382,000港元）與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數 502,434,781股（二零零三年：501,209,644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該等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造成反攤薄影響，
因此並無披露該等年度之每股攤薄後虧損。

5. 分 部資料
(a) 業務分部

本集團業務分部之收入、溢利／（虧損）、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之資料列於下表。

二零零四年
銀行及

公用事務
銀行及 界別適用

金融系統 之軟件
集成服務 解決方案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之銷售 78,270 159,571 － 237,841
分部間之銷售 － 820 (820) －
利息收入 194 213 － 407
其他收入 178 657 － 835

總額 78,642 161,261 (820) 239,083

分部業績 (5,314) (6,527) － (11,841)

未分配利息收入 235
未分配收益 339
未分配開支 (17,965)

經營業務之虧損 (29,232)
融資成本 (523)

除稅前虧損 (29,755)
稅項 (175)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29,930)
少數股東權益 3,077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淨虧損 (2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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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
銀行及

公用事務
銀行及 界別適用

金融系統 之軟件
集成服務 解決方案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之銷售 111,412 150,280 － 261,692
分部間之銷售 － 960 (960) －
利息收入 521 35 － 556
其他收入 440 7 － 447

總額 112,373 151,282 (960) 262,695

分部業績 (4,513) 3,427 － (1,086)

未分配利息收入 704
未分配收益 82
未分配開支 (14,709)

經營業務之虧損 (15,009)
融資成本 (725)

除稅前虧損 (15,734)
稅項 1,974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13,760)
少數股東權益 (1,622)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淨虧損 (15,382)

(b) 地區分部
二零零四年

中國
香港 其他地區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之銷售 430 237,411 － 237,841
分部間之銷售 － 820 (820) －

總額 430 238,231 (820) 237,841

二零零三年
中國

香港 其他地區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之銷售 237 261,455 － 261,692

6. 經 營業務之虧損
本集團經營業務之虧損已扣除：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出存貨及所提供服務之成本 210,676 225,408
折舊 2,700 3,678
呆賬撥備 8,589 8,192
遞延發展成本攤銷 879 370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表現
集團於二零零四年錄得之營業額為 237,841,000港元，上年度之比較數字為 261,692,000港元。毛利則由二零零三年之
36,284,000港元，下降至 27,165,000港元。業績下調的主要原因是回顧期內市場競爭激烈，先進數碼與工商銀行的業
務由於對方的資訊科技開支削減而縮小了規模。此外，冠亞在二零零四年推出的新應用軟件「Data Warehouse」，市
場反應亦較預期緩慢。

邊際盈利由二零零三年的 14%，下降 3個百分點至 11%，股東應佔淨虧損則由上年的 15,382,000港元，增加至 26,853,000
港元。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末期股息。

核心業務
冠亞：資訊科技解決方案與系統集成
冠亞繼續以發展蓬勃的中國銀行及金融業作為經營目標。公司之核心業務，乃為自助銀行服務的設施提供維修及
保養服務。冠亞業務在二零零四年取得穩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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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亞成功取得中國銀行在河南、陜西、重慶及淅江分行的維修保養招標合約，取得近 400台設備的服務訂單，在中
國銀行及國家郵政局的業務取得令人鼓舞的增長。

在招商銀行一年一度的項目招標中，今年共有六個服務項目。其中冠亞贏得自動櫃員機、自動存款機及自動查詢
機三項合約，並取得 Dieholds ATM及循環存取款機兩個產品代理權，成為招商銀行最大的服務商及產品代理商。

自動櫃員機設備的統一版本聯網軟件項目為國家郵政局在二零零四年的全國重點項目。冠亞憑藉超卓的技術水
平，在安徽、湖南、陜西及淅江等 11個省市的招標中中標。

冠亞的自動櫃員機設備銷售持續領先，取得湖北郵政、淅江郵政、中國銀行江蘇省分行、招商銀行深圳分行、上海
銀行、南京商行等客戶合共價值 4,000萬元人民幣的訂單。

冠亞與中國著名電訊營運商 UT斯達康的合作成果理想。UT斯達康是「小靈通」服務的發明者，冠亞為「小靈通」設
備和多媒體工作站提供配套件，取得 2,600萬元人民幣合約。

先進數碼：軟件業務
宏昌持有 55%權益的先進數碼為集團的軟件業務旗艦，公司在軟件開發上的卓越表現，進一步得到行業認定為領
先資訊科技企業。先進數碼獲電子訊息產業部選入「二零零四年中國最大規模軟件企業 100強」，又獲電腦商報列
入「中國電腦 500強之解決方案 100強」，並獲中關村擔保公司及中關村企業促進會評為「二零零四年信譽良好企
業」。

此外，先進數碼董事長范麗明更榮獲「中國金融科技十大傑出人物突出貢獻獎」。

先進數碼亦通過了 CISCO的金牌企業認證，進一步加強了公司在網絡建設業務的競爭力。公司在建設銀行數據大
集中的進程中，在數據移型、前置系統、數據接口及特色業務等各範疇皆取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公司與建設銀行分
行的合作增至 24家，進一步擴大網絡集成及服務在建設銀行的影響。

先進數碼在日本市場外包業務取得較大進展，二零零四年的收入增長達 50%。

透過 ChinaCast 發 展網上教學
二零零四年，集團繼續透過 ChinaCast之策略性投資，並配合集團旗下各部門所提供的技術支援，在中國發展教育及
培訓服務業務。中小學遙距教學及教育內容方案部門仍然是 ChinaCast的主要收入來源。

大學遙距教學方案部門的前景理想，表現令人滿意。除了現有八家大學帶來的穩定收入，公司已與另外兩家大學
簽訂合作協議，現時已開始招收新生。

企業網絡產品及服務部門於二零零四年第一季開始進行市場推廣工作，至今進展良好。首個大型企業客戶泰康人
壽的項目正進行第二階段測試，稍後將正式投入服務。

前景
展望二零零五年，冠亞將繼續控制成本，積極開拓新業務，銳意強化盈利能力，並提升經營表現。公司將集中力量，
拓展自助產品及服務的客戶基礎，擴大服務範疇，力求覆蓋更多地區和客戶。公司將繼續鞏固與工商銀行、農業銀
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及交通銀行等大銀行客戶的合作關係，爭取年內新增客戶較上年增長 10%。

冠亞亦會加快數據整合業務的發展步伐，公司會繼續與 Ascential合作，加強 ETL產品的銷售和開發，包括開發與 ETL
產品配套的業務應用軟件，藉此提高競爭力。公司將繼續與 EMC攜手，向金融、證券等行業及政府部門推廣大容量
儲存系統及災難備份系統的應用。

冠亞將透過進一步利用與UT斯達康的合作，積極把握多媒體及通訊業務的商機，為對方提供更多配套部件及產品，
爭取達到 5,000萬元人民幣的全年銷售目標。

先進數碼的驕人往績，為部門的業務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後援動力，公司與建設銀行的緊密合作關係，將可帶來更
多與數據整合網絡及服務相關的業務。

泰康人壽的項目為 ChinaCast打入保險及銀行業提供了跳板。公司已在此等行業和另外一些主要行業鎖定了多個策
略銷售商機，預期在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可額外取得兩至三個主要客戶。ChinaCast正增聘負責銷售、市場推廣及客戶
服務方面的人手，以滿足市場的需求。

ChinaCast在北京的衛星網絡營運中心的擴展工程正在進行中，公司將藉是次擴充，為 DirecWay衛星中心進行最新的
升級，讓系列支援雙向衛星寬頻服務，新技術將會是二零零五年的增長重點。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資產淨值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達 325,450,000港元，其中包括負債約 190,306,000港元及資本及
儲備約 130,69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約為 130,69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157,173,000港元，減幅達 17%。

流動資金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為 84,998,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08,303,000港元）。
於扣除銀行貸款及透支約 45,617,000港元（二零零三年：約 39,339,000港元）後，本集團之淨現金結餘約為 39,381,000
港元，而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68,964,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為 1.26（二
零零三年：1.37），而槓桿比率則為 0.35（二零零三年：0.26），為集團之附息及有抵押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除以總資本及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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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約 5,14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6,470,000港元）之定期存款抵押予銀行，
以取得銀行融資。

庫務政策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資金與香港銀行給予之信貸融資提供其業務運作所需資金。位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以中國之
短期借貸作為營運資金，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金額為 45,617,000港元。本集團採用之借貸方式主要包括
信託收據貸款、透支及有期貸款。上述貸款及透支之利息大部份參照港元最優惠利率釐定。銀行存款及借貸主要
以港元及美元為單位。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授予若干附屬公司之融資而給予多家銀行之擔保有或然負債約 20,000,000
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授予附屬公司之銀行融資已動用約 1,170,000港元。

本集團就根據香港僱傭條例須支付予僱員之潛在日後長期服務金並無重大或然負債，如若干現有僱員在若干情
況下終止受聘，且於本集團的服務年期已屆所規定年期，則合資格領取僱傭條例項下長期服務金。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美元及港元賺取收益及支付費用。鑑於香港特區政府仍然實施港元與美元掛漖之政策，故此本集團
之外匯風險甚低。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僱用約 360名全職員工。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表現、工作經
驗及現時市價釐定彼等之薪酬，並酌情發放與表現掛漖之花紅。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保險及醫療津
貼、培訓計劃及購股權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於回顧年度，董事並無知悉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任何時
間曾經未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當時適用之
最佳應用守則（「守則」）。董事認為，本公司符合守則之宗旨。

為符合守則，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二日成立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並書面釐定其職權範圍，旨在審
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系統。該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在聯交所互聯網網頁刊登全年業績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5(1)至 45(3)段所規定資料之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頁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子昂

香港，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陳子昂先生、吳安敏先生及鄧健洪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羅肇強先生、傅欣欣先生及王希玲女士
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