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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
執行董事
陳遠強（主席）
匡耀（副主席）
余錫祺（董事總經理）
區紹偉
區汝輝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作基
何衍鈞
俞漢度

審核委員會
陳作基
何衍鈞
俞漢度

公司秘書
盧潤生

註冊辦事處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

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
荔枝角
長順街二十號
時豐中心二樓二零一室

主要往來銀行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Butterfield Fund Services (Bermuda) Limited
Rosebank Centre
11 Bermudiana Road
Hamilton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號
合和中心十七樓
一七一二至一七一六室

股票編號
650

網址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shuncheong



— 2 —

主席報告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約為249,000,000港元（二零零三
年：397,000,000港元）。期內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約為12,4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溢利
淨額2,600,000港元）。期內之虧損淨額主要由於營業額及毛利下降所致。本集團獲得
之若干新合約於期內剛展開，惟對收入之貢獻微不足道。儘管員工數目因聘用更多工
人以應付合約之要求而有所增加，本集團仍能削減員工成本約8,600,000港元。去年同
期之溢利淨額包括解散附屬公司而錄得約6,800,000港元之收益淨額及為前附屬公司結
欠約2,200,000港元所作出之撥備。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完成合約總值約755,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698,000,000港元）。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無）。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4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36,9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之銀行借貸總額約
42,700,000港元，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款額增加約12,400,000港元。本集團
之銀行借貸總額增加主要為因應業務所需而提供經營及營運資金所致。銀行借貸總額
包括按不同息率計算之銀行透支、分期償還貸款及信託收據貸款。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之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總額佔股東權益之百分比﹚約為49%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30%)。

由於本集團之交易大部份以港元結算，因此本集團認為毋須利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財務及融資政策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財務及融資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以賬面淨值約15,9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16,100,000 港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物業與銀行定期存款26,800,000港
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6,800,000港元）作為本集團之一般銀行融資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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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續）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250名僱員。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策及員工
福利並無重大變動。

投資及其他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長期投資包括一項上市證券及四項非上市證券，
於期內作進一步減值撥備約1,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600,000港元）後，以合共賬
面值約2,6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3,600,000港元）列賬。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計劃作出任何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性資產。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零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

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已修訂並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生效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刊發之通函內所詳述，於二零零
四年八月十日，囱億工程有限公司（「囱億」，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建業建築有限
公司（「建業建築」，王世榮博士及陳遠強先生擔任其董事之職並間接擁有其實益權益）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署批出予建業建築一份為期三年之樓宇及土地保養合約而
訂立一份協議（「該協議」）。據此，囱億擔任建業建築之分判商。該協議構成本公司之
持續關連交易。本公司之獨立股東已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
批准該協議，並規訂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年每年度按照該協議進行之
交易總額均不得超過120,0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不得
超過78,00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按照該協議進行之
交易總額約為10,30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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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續）

業務前景

本地經濟持續好轉，本地生產總值於二零零四年第三季錄得7.2%之增長。然而，經濟
改善僅令少數行業受惠，而樓宇設施工程業務獲益甚少。公共房屋政策並無改變，而
私人住宅已施工之數量下降至自一九九七年以來之新低。在此情況下，本集團於公營
及私營房屋之樓宇設施工程業務繼續面對劇烈競爭以致利潤偏低。

本集團憑藉於樓宇設施工程業務之專業知識及競爭優勢，繼續專注於香港之樓宇設施
工程核心業務，並拓展大中華地區之新商機。儘管市況欠佳，董事對本集團於來年將
取得令人滿意之表現仍感樂觀。

致謝

於期內，王世榮博士辭任本公司主席及董事之職務。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就王博士自
一九九五年以來出任本公司主席期間對本集團之領導及貢獻致以深切謝意。

承董事會命
陳遠強
主席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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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設置之登記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
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好倉

持有普通股 佔本公司已發行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數目 股本百分比

陳遠強 個人 2,500,000 2.16
匡耀 個人 6,805,000 5.87
區紹偉 個人 150,000 0.13
區汝輝 個人 88,500 0.08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記錄於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設置之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任何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獲授予任何藉
購入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益之權利，或已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或集團內附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購
入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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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續）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設置之登記冊所載，
下列人士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好倉

佔本公司已發行
名稱 權益身份及性質 持有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建聯集團有限公司 直接實益擁有 34,697,500 29.93

匡耀 直接實益擁有 6,805,000 5.87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未獲通知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設置之登記冊內之本公司之股份或其相關股份之任何權益或
淡倉。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管理人員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
曾商討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各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合理地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並無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獨立非執
行董事並無特定之聘任年期，但彼等須按照本公司公司細則之規定於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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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已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249,407 396,829
安裝及銷售成本 (226,088) (351,284)

毛利 23,319 45,545

其他收入 724  991
行政開支 (31,427) (39,114)
解散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 － 6,805
前附屬公司欠款撥備 －  (2,179)
長期投資之未變現持有虧損淨額 (1,039) (1,641)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3 (8,423)  10,407
財務費用 4 (775) (1,279)

除稅前溢利／（虧損） (9,198) 9,128
稅項 5 (1,231) (2,046)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10,429)  7,082
少數股東權益 (2,017)  (4,524)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虧損）淨額 (12,446) 2,558

每股盈利／（虧損）－基本 6 (10.73仙) 2.21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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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7 19,636 20,73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長期投資 8 2,629 3,668

22,265 24,403

流動資產
應收工程合約客戶總額 9 94,781 84,798
存貨 3,303 3,24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150,613 143,919
應收保留款額 22,401 25,344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資產 541 545
預繳稅項 2,485 2,527
已抵押定期存款 26,800 26,800
現金及現金等值 13,194 10,129

314,118 297,310

流動負債
應付工程合約客戶總額 9 102,076 61,827
應付貿易賬款 11 33,965 30,628
應付票據 3,205 6,443
應付保留款額 22,576 20,742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賬項 14,430 44,874
應繳稅項 1,631 474
計息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貸款 42,658 30,274
融資租賃應付款額 － 180

220,541 195,442

流動資產淨值 93,577 101,86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5,842 126,271

非流動負債
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貸款 6,900 6,900
遞延稅項負債 147 147

7,047 7,047

少數股東權益 21,098 19,081

87,697 100,143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2 1,159 46,372
儲備 86,538 53,771

87,697 100,143



— 9 —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資本 保留溢利／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繳入盈餘 贖回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
　四月一日 46,372 110,632 － 132 (56,993) 100,143
股本重組 12 (45,213) (110,632) 46,909 － 108,936 －
期內虧損淨額 － － － － (12,446) (12,446)

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1,159 － 46,909 132 39,497 87,697

於二零零三年
　四月一日 46,372 110,632 － 132 (58,798) 98,338
期內溢利淨額 － － － － 2,558 2,558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46,372 110,632 － 132 (56,240) 10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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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出淨額 (9,838) (659)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699 (172)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7,296) (8,995)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減少淨額 (16,435) (9,826)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9,786 38,087

於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351 28,261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7,694 8,102
購入時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5,500 12,633
購入時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作為銀行透支
　之抵押之定期存款 26,800 27,348
銀行透支 (36,643) (19,822)

3,351 2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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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5 號「中期財務報告」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規定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應連同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
年財務報告一併參閱。於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
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告中所採用者相
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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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及若干開支資料：

樓宇設施 買賣電力及
工程業務 項目管理 電機工程物料及設備 撇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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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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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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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628 383,702 1,023 897 11,756 12,230 － － 249,407 396,829
業務分類間之銷售 － － － － 1,152 4,258 (1,152) (4,258) － －

總收入 236,628 383,702 1,023 897 12,908 16,488 (1,152) (4,258) 249,407 396,829

分類業績 (8,050) 8,354 1,023 897 (1,081) (2,820) － － (8,108) 6,431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收益 724 991
解散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 － 6,805
前附屬公司欠款撥備 － (2,179)
長期投資之未變現持有
虧損淨額 (1,039) (1,641)
財務費用 (775) (1,279)

除稅前溢利／（虧損） (9,198) 9,128
稅項 (1,231) (2,046)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
溢利／（虧損） (10,429) 7,082
少數股東權益 (2,017) (4,524)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
溢利／（虧損）淨額 (12,446) 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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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2. 分類資料（續）

b. 地域分類

本集團之營業額全數來自其於香港之業務及客戶。因此，並無呈列地域分類
分析。

3.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7,230 11,388
安裝成本 218,858  339,896

226,088 351,284

折舊
　－　自置固定資產 933 1,136
　－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固定資產 39 108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 703 79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4,655 33,302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9 －
呆賬收回 － (281)
銀行利息收入 (14)  (180)

4.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透支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391 662
融資租賃利息 43 26
銀行費用 341 591

775 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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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5. 稅項

本公司獲豁免於二零一六年前繳納百慕達之稅項。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源自香港之
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三年：17.5%）計算撥備。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內之稅項包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本期 － 香港 1,231 2,046
　遞延 － －

本期內稅項支出 1,231 2,046

6.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已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之股東應佔溢利／（虧損）淨額 (12,446) 2,558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115,930,400 115,930,400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盈利已重列，以反映因進行股本重組
（詳情見附註12）而將已發行普通股數目減少至115,930,400股。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因概無具攤薄能力之事
項，故並無呈列經攤薄每股盈利／（虧損）。

7. 添置固定資產

於期內，本集團因應業務所需而支付約36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57,000港元）以
添置固定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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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8. 長期投資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上市股份投資，按市值 315 411
非上市投資，按公平值 2,314 3,257

2,629 3,668

9. 應收／應付工程合約客戶總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工程合約客戶總額 94,781 84,798
應付工程合約客戶總額 (102,076) (61,827)

(7,295) 22,971

合約成本加經確認溢利並減經確認
　虧損及迄今可預見之虧損 2,976,640 3,138,146
減：工程進度款項 (2,983,935) (3,115,175)

(7,295) 22,971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91,873 108,948
其他應收賬款 58,740 34,971

150,613 14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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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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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續）

於結算日，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壞賬撥備後）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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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25 78,411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12,428 17,261
六十一天至九十天 10,417 6,010
九十天以上 33,203 7,266

91,873 108,948

11. 應付貿易賬款

於結算日，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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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0 13,725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13,388 8,805
六十天以上 7,387 8,098

33,965 30,628

12. 股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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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港元（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0.10港元）之8,000,000,000股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800,000,000股）
普通股 80,000 8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01港元（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0.10港元）之115,930,400股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463,721,600股）
普通股 1,159 4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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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2. 股本（續）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
批准股本重組，其中包括股份合併、削減股本、拆細股份、增加法定股本、註銷
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抵銷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累計虧損以及將註
銷股份溢價賬之金額結餘轉撥繳入盈餘賬。於本中期報告中所用之詞彙與本公司
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刊發之通函中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完成股本重組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由46,372,160港元（分為463,721,600股每
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減少至1,159,304港元（分為115,930,4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股份）。總額45,212,856港元從已發行股本賬轉撥至累計虧損賬，以抵銷本公司
部份累計虧損。產生自註銷股份溢價賬之進賬額110,631,927港元，當中一部份已
轉撥至累計虧損賬，以抵銷本公司之累計虧損之結餘63,722,800港元，而餘額
46,909,127港元已轉撥至本公司之繳入盈餘賬。

13.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b. 經營租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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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未來最低租賃款
項總額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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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 734
第二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1,225 64

2,265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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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4.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概述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向建業建築有限公司（「建業建築」）收取樓宇保養
　工程及樓宇設施服務安裝工程費用（附註a） 60,400 132,873

向建聯工程有限公司採購貨品（附註b） 613 506

向持有順榮建築工程有限公司（「順榮」，一間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49.9%權益之少數股東支付
　作為提供管理一項樓宇保養合約之管理費用 － 3,256

向持有順榮49.9%權益之少數股東支付完成根據
　一項樓宇保養合約發出之工程指令之承判費用 11,140 37,554

附註：

a. 王世榮及陳遠強為建業建築之董事，並間接擁有其實益權益。

b. 建聯工程有限公司為建聯集團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後者為一間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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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榮及余錫祺亦同為建聯集團有限公司之董事。

王世榮已辭任本公司董事，並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七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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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中期財務報告之批准

本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
刊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