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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書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
報告」編製。

本簡明中期財務報告應連同截至二零零二年年報一併參閱。

除了由於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適用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會計期

間的《會計實務準則》而對會計政策作出若干改變外，本集團編製本財務報告所用的會計政策

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告所採納者相同：

會計實務準則第1條﹙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會計實務準則第11條﹙經修訂﹚： 外幣換算

會計實務準則第15條﹙經修訂﹚： 現金流量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經修訂﹚： 中期財務報告

會計實務準則第33條： 終止經營業務

會計實務準則第34條： 僱員福利

採納上述新訂定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後，除導致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之呈報方式有

所改變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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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毋須作出前期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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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下表為本集團按業務分類分析之收入、盈利及若干開支資料。

（已終止）

（已終止） 提供之

樓宇設施 買賣電力及 提供之 互動數碼播放系統之

工程業務 項目管理 電機工程物料及設備 寬頻接駁服務 設計、安裝及維修服務 抵銷 綜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已重 及已重 及已重 及已重 及已重 及已重 及已重

新編列） 新編列） 新編列） 新編列） 新編列） 新編列） 新編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間客戶 235.824 298,990 3,227 2,085 29,022 31,076 291 11,437 — 11,048 — — 268,364 354,636
分類間銷售 5 171 — — 5,376 12,274 — — — — (5,381) (12,445) — —

總收入 235,829 299,161 3,227 2,085 34,398 43,350 291 11,437 — 11,048 (5,381) (12,445) 268,364 354,636

分類業績 4,930 2,401 3,227 2,085 1,110 (505) (458 ) (3,910 ) — (3,833 ) — — 8,809 (3,762 )

利息收入及未分類收益 1,361 1,106
其他投資之未變現持有虧損 (1,078 ) —
財務費用 (1,190 ) (2,514 )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5,364 )

除稅前盈利﹙虧損﹚ 7,902 (10,534)
稅項 (1,877 ) (1,739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

盈利﹙虧損﹚ 6,025 (12,273)
少數股東權益 (4,965 ) 1,565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

盈利﹙虧損﹚淨額 1,060 (10,708)

b.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營業額全數來自其於香港之業務及客戶。因此，並無披露任何地區分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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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業務盈利﹙虧損﹚

經營業務盈利﹙虧損﹚已扣除及﹙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及

已重新編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 自置固定資產 1,577 2,598
—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固定資產 108 251

根據土地及樓宇經營
租賃之最低租金 1,226 1,83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酬 32,018 42,820
退休金供款淨額 1,158 1,713

33,176 44,533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467 —
利息收入 (321) (969)

4.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透支及短期貸款利息 850 1,989
融資租賃利息 45 100
銀行費用 295 425

1,190 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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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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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 — 16%﹚計算撥備。

簡明綜合損益表內之稅項包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香港 1,877 1,739
遞延 — —

1,877 1,739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 —

本期內稅項支出 1,877 1,739

6.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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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虧損﹚
之盈利﹙虧損﹚ 1,060 (10,708)

普通股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63,721,600 386,746,600

可能有攤薄影響之購股權 — 4,846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後盈利﹙虧損﹚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63,721,600 386,751,446

鑑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期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於該期內之每股基本虧損產生反攤薄
效應，故無呈列該期內之每股攤薄後虧損。

7. 添置固定資產

期內，本集團就固定資產耗資約4 9 3 , 0 0 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約4,526,000港元﹚，以支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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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長期投資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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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上市投資 — —

其他投資：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按市值 332 1,410
非上市投資，按公平值 19,495 18,505

19,827 19,915

投資總額 19,827 19,915

9. 應收貿易賬項

應收貿易賬項﹙已扣除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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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83 58,855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15,335 12,220
六十一天至九十天 10,158 18,012
九十天以上 38,691 51,791

150,167 140,878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掛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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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賬期。

10.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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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91 10,490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6,340 15,515
六十天以上 9,316 13,639

38,747 3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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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1港元之800,000,000股普通股 80,000 8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1港元之463,721,600股普通股 46,372 46,372

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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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未於財務報表中撥備之或然負債載列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附屬公司取得銀行融資而向銀行作出之擔保 91,000 91,000

13. 承擔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或本公司均無重大承擔。

14. 經營租約安排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承租若干辦公物業。物業租賃之商定期限介乎一至三年之間。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於日後未來最低租賃款項總額如
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634 3,808
第二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834 1,566
五年後 — —

2,468 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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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連人士之交易

本集團於期內與關連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詳情概述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向建業建築有限公司收取樓宇保養工程及
樓宇設施服務安裝工程費用﹙附註a﹚ 120,982 4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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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92 945

向建聯工程有限公司採購貨品﹙附註c﹚ 295 483

附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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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第一線為快聯網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快聯網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八月

十九日起進行債權人自願清盤。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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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之呈報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