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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書附註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書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十六之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中期財務業績申報」而編製。除
本集團因應已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定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而對其若干會計政策所作
出之變動外，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書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告書內所採用者相同。

本集團已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30條「業務合併」之過渡條款，據此過往與儲備對銷／撥入儲備
之商譽／負商譽毋須重新編列，並會於出售有關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或確定出現商譽減值時
將之在收入報表內扣除／撥入。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以後進行收購所產生之商譽會撥充資
本，並採用直線法按其估計可用年期予以攤銷。任何商譽減值將會即時計入收入報表內確認
作為支出。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以後進行收購所產生之負商譽會列作資產減損，並會按對
產生負商譽所依據之具體情況進行分析後作為收入確認入賬。

採納新訂定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後，除只需要對若干比較數字作重新編列外，其對本集
團於本期間或去年度同期間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2. 業務分類資料

營業額 經營（虧損）盈利貢獻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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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及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及

已重新編列） 已重新編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樓宇設施工程業務 319,478 289,125 9,559 26,065
項目管理收入 2,085 3,099 2,085 3,099
買賣電力及電機工程
物料及設備 10,588 42,656 (1,384) 1,397

提供互動數碼播放系統之
設計、安裝及維修服務 11,048 16,806 (3,833) 1,858

343,199 351,686 6,427 32,419
終止經營業務
提供寬頻接駁服務 11,437 2,122 (3,905) (7,883)

354,636 353,808 2,522 24,536

未分配之企業費用 (5,178) (1,194)

經營﹙虧損﹚盈利 (2,656) 23,342

由於本集團之營業額絕大部份源於香港，故未有列出按地域劃分本集團之業務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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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虧損﹚盈利

除稅前﹙虧損﹚盈利已扣除及﹙計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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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 自置固定資產 2,598 1,257
— 透過融資租賃購買之固定資產 251 68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
透支之利息費用 1,989 1,573

其他投資減值撥備 — 11,171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969) (3,080)

4. 稅項

本公司在百慕達獲豁免繳稅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在香港賺取或源自香港之估
計應課稅盈利按稅率16%﹙二零零零年 — 16%﹚計算撥備。

簡明綜合收入報表內之稅項包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利得稅撥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1,739 4,937
香港以外地區 — —

海外 — —

遞延稅項 — —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 —

1,739 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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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後﹙虧損﹚
盈利之﹙虧損﹚盈利 (10,708) 5,893

普通股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86,746,600 387,371,600

可能有攤薄影響之購股權 4,846 97,012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後﹙虧損﹚
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86,751,446 387,468,612

6. 添置固定資產

期內，本集團就固定資產耗資約4,526,000港元﹙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約
9,675,000港元﹚，以擴充業務。

7. 投資

非流動投資明細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證券 (a) 15,678 15,678
其他投資 (b) 1,783 1,783

17,461 17,461

(a) 投資證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本證券，按成本值 53,976 53,976
減：減值撥備 (38,298) (38,298)

15,678 15,678

(b) 其他投資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按賬面值 1,783 1,783
減：期內未變現之收益／虧損 — —

1,783 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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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項

應收賬項﹙已扣除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天 81,241 126,533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16,820 13,337
六十一天至九十天 20,325 11,151
九十一天至一百八十天 6,541 21,080
一百八十天以上 3,965 13,541

128,892 185,642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由以貨到付款至六十天不等。少數與本集團建立長久業務關
係及財政狀況穩固之客戶獲給予較長之信貸期。

9. 應付賬項及應計賬項

應付賬項及應計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天 38,880 48,370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19,157 20,496
六十天以上 10,800 3,719

68,837 72,585
應計賬項 16,753 7,200

85,590 7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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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

a. 法定股本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面值 股份數目 面值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800,000 80,000 800,000 80,000

b.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截至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股份數目 面值
（未經審核）

千股 千港元

期初 387,022 38,702
按行使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 150 15
購回之股份 (450) (45)

期終 386,722 38,672

上述購回之股份經已註銷，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已按上述購回股份之面值總額作相應
遞減。購回股份之面值與支付之購回價兩者差額約63,000港元已於股份溢價賬中扣除。
購回股份之成本總額約108,000港元已由保留盈利轉撥往資本贖回儲備。

c. 購股權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可認購其
股份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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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儲備

資本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累計虧絀 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結餘 102,920 87 (19,289)  83,718
因行使購股權產生之股份溢價 11 — — 11
購回股份 (63) — — (63)
轉撥因購回股份產生之儲備
﹙附註10﹚ — 108 (108) —

股東應佔虧損 — — (10,708) (10,708)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結餘  102,868 195 (30,105)  72,958

12. 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有下列未解除之承擔：

(a)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手頭上之未完工合約總值約為241,000,000港元﹙二零
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 約435,000,000港元﹚，將於不同日期屆滿，其中最遲屆滿者為二
零零三年九月。

(b)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經營租賃就土地及樓宇應付之承擔總額約為6,821,000港
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 約5,535,000港元﹚。須繳付之承擔總額如下：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經營租賃：
於首年內期限屆滿 292
於第二年至第五年內期限屆滿 6,529

6,821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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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與有關連人士之交易

本集團與有關連公司進行之重大交易詳情概述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向順昌電器製品廠有限公司採購貨品﹙附註a﹚ 141 1,571

向建業建築有限公司發出樓宇保養工程及
樓宇設備安裝工程賬單﹙附註b﹚ 46,998 5,143

向第一線有限公司﹙「第一線」﹚繳付在第一線
數據中心內共置伺服器之租金及連接互聯網
費用連同相關之裝置費﹙附註c﹚ 945 596

向建聯工程有限公司採購貨品﹙附註d﹚ 483 —

附註：

(a) 順昌電器製品廠有限公司為一間由郭順安先生及郭麗嫦小姐﹙均為本公司之董事﹚間接擁有實益權益

之公司。郭順安先生及郭麗嫦小姐分別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六日及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起不再擔

任本公司之董事。

(b) 建業建築有限公司為一間由王世榮先生及陳遠強先生﹙均為本公司之董事﹚間接擁有實益權益之公

司。

(c) 第一線為Dyxnet Holdings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後者則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本公司之董事郭
順安先生亦為第一線及Dyxnet Holdings Limited之董事。郭順安先生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六日起不再
擔任本公司之董事。

(d) 建聯工程有限公司為建聯集團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後者為一間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

市之公司，並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本公司之兩位董事王世榮先生及余錫祺先生亦同為建聯集團有限

公司之董事。

本公司之董事會認為上述所有交易均於日常業務中根據一般商業條款按公平基準進行。

14. 比較數字

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項目管理收入約3,099,000港元已由其他收入重新
歸類為營業額，以符合本期間之列賬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