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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損益表

宏通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

間」）未經審核之綜合中期業績。本業績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

方會計師行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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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830,283 1,170,044

銷售成本 (785,023) (1,119,480)

毛利 45,260 50,564

其他經營收入 2,891 2,016

分銷成本 (4,288) (5,074)

行政開支 (16,372) (17,292)

經營溢利 4 27,491 30,214

財務費用 (6,046) (6,913)

除稅前溢利 21,445 23,301

稅項 5 (398) (2,826)

期內純利 21,047 20,475

股息 6 7,200 –

每股盈利（港仙） 7

－基本 1.3 1.3

－攤薄 1.3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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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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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機器及設備 8 10,359 2,672
商譽 9 14,121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879 –

25,359 2,672

流動資產
存貨 341,939 331,924
應收貿易賬款、預付款項
及按金 10 463,191 435,221

可收回稅項 9,605 8,408
已抵押銀行存款 78,631 65,999
銀行結存及現金 41,929 81,561

935,295 923,11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銷售按金
及應計費用 11 9,186 175,484

於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借貸 12 458,390 324,470

467,576 499,954

流動資產淨值 467,719 423,15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93,078 425,831

非流動負債
於一年後到期之銀行借貸 12 46,200 –

資產淨值 446,878 425,83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000 16,000
儲備 430,878 409,831

股東資金 446,878 42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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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累計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6,000 122,357 9,370 237,424 385,151

已付二零零二年末期股息 – – – (9,600 ) (9,600 )

期內純利 – – – 20,475 20,475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6,000 122,357 9,370 248,299 396,026

期內純利 – – – 29,805 29,805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經審核） 16,000 122,357 9,370 278,104 425,831

期內純利 – – – 21,047 21,047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6,000 122,357 9,370 299,151 44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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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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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185,098) (92,188)

已付稅項 (1,595) (6,001)

已付利息 (5,635) (7,065)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7,424) 49,706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銀行借貸增加淨額 180,120 990

已付股息 – (9,600)

180,120 (8,61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39,632) (64,15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1,561 121,804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1,929 57,64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41,929 58,023

銀行透支 – (377)

41,929 57,646



5
二零零四年中期報告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 編製基準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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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會計實務準

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

除下文所述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在綜合時所產生之商譽指收購投資成本超過本集團於收購當日分佔該間附屬

公司可分辨資產及負債公平價值之數額。商譽乃作資本化，並以直線法按其估

計可使用年期攤銷一般不超過二十年。

3.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本集團之主要分類資料呈報形式為業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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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銷電腦 提供綜合

組件及資訊 電子啟動

科技產品 方案 綜合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對外銷售 803,445 26,838 830,283

分類業績 27,563 804 28,367

其他經營收入 2,891

未分配公司開支 (3,767)

經營溢利 27,491

財務費用 (6,046)

除稅前溢利 21,445

稅項 (398)

期內純利 2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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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銷電腦 提供綜合

組件及資訊 電子啟動

科技產品 方案 綜合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151,486 18,558 1,170,044

分類業績 30,672 634 31,306

其他經營收入 2,016

未分配公司開支 (3,108)

經營溢利 30,214

財務費用 (6,913)

除稅前溢利 23,301

稅項 (2,826)

期內純利 2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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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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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營業額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519,236 420,860

香港 311,047 749,184

830,283 1,170,044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毛利貢獻

中國 29,108 18,695

香港 16,152 31,869

45,260 50,564

4 . 經營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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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溢利已扣除及（計入）：

機器及設備折舊 513 434

利息收入 (301) (921)

5 . 稅項

稅項支出為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就香港利得稅之撥備。香港利得稅乃按

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7.5%計算。

由於在中國之附屬公司期內產生虧損，因此並無就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作出中

國所得稅撥備。

由於截至結算日並無重大臨時差異，因此並無就遞延稅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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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股息

董事決定向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

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45港仙（二零零三年：無）。

7 . 每股盈利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方法乃按期內純利 21,047,000港元（二零零三

年：20,475,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1,600,000,000股（二零零三年：1,600,000,000

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期內純利21,047,000港元及已發行及假設未行使之購股權

於其授出日期獲行使時可予發行之股份1,606,283,400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於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具潛在攤薄效應之股份。

8 . 機器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把將會計軟件已付按金8,19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無）轉撥至機
器及設備。

9 .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購入Yiu Fai Trading Limited全部權益，該

公司於收購日期之資產淨值如下：

千港元

購入資產淨值：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879

股東貸款 (2,110)

(1,231)

購入股東貸款 2,110

本集團購入之資產淨值 879

收購產生之商譽 14,121

支付方式：

現金代價 15,000

收購而流出之現金淨額

現金代價 15,000

所購入之附屬公司於期內對本集團業績並無任何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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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應收貿易賬款、預付款項及按金

本集團之信貸期由30日至180日不等。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日期之賬齡分析如
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零至30日 200,329 119,229

31日至60日 94,757 55,403

61日至90日 20,927 69,436

91日至180日 134,804 177,608

超過180日 7,077 –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 457,894 421,676

預付款項及按金 5,297 13,545

463,191 435,221

1 1 . 應付貿易賬款、銷售按金及應計費用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零至30日 455 164,441

31日至60日 – –

61日至90日 – –

91日至120日 1,354 –

應付貿易賬款總額 1,809 164,441

銷售按金 2,236 5,744

應計費用 5,141 5,299

9,186 175,484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大幅下跌主要由於向供應商償還款

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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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銀行借貸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借貸 504,590 324,470

減：計入流動負債之一年內到期款項 (458,390) (324,470)

一年後到期款項 46,200 –

有抵押 329,629 256,067

無抵押 174,961 68,403

504,590 324,470

1 3 . 資產抵押

根據本集團與一間主要供應商所訂立分銷協議之條款，本集團已授予該主要供
應商一項有關所供應存貨及任何收益（包括貿易應收賬款）之抵押權益，作為
本集團欠負之任何到期欠款之抵押。於結算日，相關已抵押資產總額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抵押資產 – 118,877

此外，本集團於結算日之銀行存款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若干銀行信貸，詳情如
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抵押銀行存款 78,631 6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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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付股息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支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至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首尾兩日包括在

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任何股份轉讓將不獲受理。為符合獲發中期股息之

資格，所有轉讓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必須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正

前送交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

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業績及營運回顧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830,000,000港元

（二零零三年：1,170,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9%。營業額之轉變主

要由於英特爾之收益下跌。儘管期內 毛利自 51,000,000港元下跌

至45,000,000港元，股東應佔純利由20,400,000港元上升至21,0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3%。

自二零零三年三月起，集團引入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液晶顯示器」）

監視器，受惠於此，整體毛利率輕微改善1%，而有賴於有效成本控制及稅務

安排，淨利率由1.7%上升至2.5%。

由於英特爾於二零零三年第三季引進新分銷商取代於二零零二年終止服務

之前度分銷商，以令內地巿場維持四個分銷商，而引致本集團所佔巿場份

額減少，故英特爾產品所佔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

作為增值數碼家庭產品分銷商，本集團於內地13個城巿（包括西安、瀋陽、

鄭州、南京、溫州、武漢、貴陽、昆明、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及成都）設立客

戶服務中心，以進一步為內地經銷商及最終使用者提供增值服務（包括售

前技術支援及售後服務）以及為原設備製造商提供產品測試、除錯及技術

解難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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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本集團之分銷及物流網絡，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以代

價15,000,000港元收購香港一家規模完備之物流公司的30%已發行股本。該

收購預期為本集團帶來協同作用，特別是降低物流方面之支出。

展望

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度，內地個人電腦組件巿場及全球液晶顯示器巿場出

現強勁增長。根據賽迪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本年度上半年內地桌面個人電

腦付運量達5,600,000台，每年增長達40%。整體付運量預期超出巿場預測。

另一方面，全球液晶監視器付運量於二零零四年首季錄得52%增長。

由於美國商務部向低端電視徵收反傾銷關稅，低端電視之出口受制，故內

地彩色電視製造商出口更多高端電視。根據中國商務部，液晶電視之出口

於本年度上半年逐年上升80%，總值210,000,000美元。

為吸納內地電視製造商之激增需求，本集團於本年度上半年取得奇美液晶

面板之分銷權。自二零零三年三月起，本集團成為奇美全線液晶產品之分

銷商。產品包括監視器、電視及面板（監視器面板、電視面板及手提電腦面

板）。分銷渠道包括零售巿場、系統整合者、個人電腦經銷商、個人電腦原設

備製造商及電視原設備製造商。

一般而言，由於液晶電視面板需接受測試，液晶電視之銷售將滯延三至六

個月。故此，本集團預期奇美液晶電視面板之銷售將於本年之第四季有明

顯增長。面板價格於過去數月受全球性供過於求影響一直下調，長遠而言，

更換液晶電視所產生之需求會因價格較低而有所激增。

由於價格大眾化以及電腦置換週期，監視器於往後數年仍會是主流液晶產

品。與此同時，新一代生產廠房產能不斷提升，使面板價格持續下調，促使

巿場大量採用液晶電視。

本集團預期整體毛利率將會因液晶產品之多元化發展及英特爾對全球分銷

商新採納之銷售回佣政策而持續改善。



14
二零零四年中期報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468,000,000港元（二

零零三年：423,000,000港元）。流動資產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以及現金及銀

行結餘121,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48,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六

月三十日，短期銀行借貸為458,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324,000,000港

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

動負債總值計算）為2.0（二零零三年：1.8），並維持於穩健水平。

本集團於期內取得無抵押有期貸款77,000,000港元，其中40%、40%及20%須

分別於第一年、第二年及第三年償還。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

資本負債比率（以帶息欠款淨額除以集團資產淨值）為0.86:1（二零零三年：

0.75:1）。銀行借貸用於擴展本集團所需營運資金。於全數借貸中，所有銀行

借貸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為單位，且大部份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計息。

本集團之交易主要以港元或美元計算。因此匯率波動之風險較低。

根據本集團與一間主要供應商訂立之分銷協議之條款，本集團已授予該主

要供應商一項有關所供應存貨及任何收益（包括貿易應收賬款）之抵押權

益，作為本集團欠負之任何到期欠款之抵押。此外，本集團若干銀行存款已

抵押予銀行，作為其授予本集團之若干銀行信貸之擔保。

首次公開招股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首次公開招股所得款項經扣除相關開支後約為179,000,000港元。截至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中約82,000,000港元已用作本集團之營運

資金。另外約18,000,000港元已用以發展及擴大本集團在中國之分銷及物流

網絡。餘下之款項淨額則存放於香港之知名銀行作定期存款。

僱員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80名全職僱員。本集團主要按業內

慣例、個人表現及經驗釐定僱員薪酬。除基本薪酬外，本集團參照其業績及

個人表現給予合資格僱員酌情花紅及購股權。其他福利包括醫療及退休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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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九日通過之一項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旨在對本集團董事及合資格僱員之貢獻作出肯定。購股

權計劃將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屆滿。根據購股權計劃，本公司董事會可向合

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董事）授出購股權認購本公司股份。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東議決對購股權計劃作出若干修訂。

根據有關修訂，本公司董事會可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對彼等對

本集團之貢獻作出肯定。合資格參與者界定為對本集團已經或可能作出貢

獻之本集團任何全職或兼職僱員（包括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執行、

非執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由本公司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之任何供應

商、顧問及分銷商。授出之購股權可於緊隨接納日期後之營業日至本公司

董事會釐定之日期內隨時予以行使，惟有關期間無論如何不得超過10年。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股權獲授出或行使。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及未行使之購股權所涉

及之股份數目為69,095,000股，佔本公司於該日之已發行股份4.3%。根據購

股權計劃授出但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承授人類別 未行使之相關股份數目

嚴中川先生－董事 2,080,000

僱員 43,290,000

主要買家 12,980,000

服務供應商 10,745,000

總計 69,0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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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所示，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

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之權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長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相關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百分比

（附註1）

游本宏先生 受控制公司權益 1,200,000,000股 – 75%

（附註2）

嚴中川先生 個人權益 – 2,080,000 0.13%

附註：

1. 指上文「購股權計劃」一節詳述已授出購股權所涉及的本公司相關股份。該等

購股權是屬於非上市以實物交收的股本衍生工具。

2. 上述股份由E-Career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該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由游本宏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述者外，以下董事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持有本公司全資附屬

公司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權益如下：

附屬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所持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數目

宏恩國際有限公司 游本宏先生 6,4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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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所披露者及董事以代理人身份代本集團持有之若干附屬公司代理人

股份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

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

何有關權益或短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有關董事之權益外，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名冊，本公司知悉持有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有關權益之股東如下：

公司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百分比

E-Career Investments Limited （附註） 1,200,000,000股 75%

附註：E-Career Investments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游本宏先生實益擁有。因此，

E-Career Investments Limited及游本宏先生被視為重複擁有本公司

1,200,000,000股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任何其他有關權益或短倉。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準則及慣

例，並討論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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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據董事所知悉，並無任何資料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本中期報告所蓋涵之

會計期間內並無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4 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於聯交所網頁公佈中期業績

包含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6 第46(1)至46(6)段所規定之所有資料之詳盡業

績公佈，將在適當時間於聯交所網頁公佈。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共有游本宏先生、余志明先生及嚴中川先生三名執

行董事，以及劉助博士及胡競英女士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游本宏

主席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