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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itage Technologies Holding Limited
（ 萬 達 資 訊 科 技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 至 二 零 零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全 年 業 績 公 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尤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

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可因其新興性

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之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

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

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為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之市場。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主板買賣之

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

市場。

創業板發佈資料之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創業板網站刊登。創業板上

市公司一般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者應注意

他們能閱覽創業板網站，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
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萬達資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
全責）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
司之資料。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佈所載資
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佈
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公佈內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
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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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摘要

‧ 營業額達41,900,000港元，較上年度增加18%。

‧ 香港及中國之營業額分別上升14%及38%。

‧ 應用軟件銷售增加168%至9,700,000港元。

‧ 邊際毛利由上年度之47%增加至59%。

‧ 全年度股東應佔純利達1,300,000港元，扭轉上年度虧損12,200,000港元之情況，

有可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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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1,944 35,605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17,347) (18,901)

毛利 24,597 16,704

其他收入 3 949 701

其他投資之已變現及

未變現（虧損）／收益淨額 (3) 2

重估土地及樓宇虧絀 (21) (81)

出售物業及撇銷相關固定資產之虧損 － (1,164)

出售投資證券之虧損 － (1,000)

向一家聯營公司貸款之虧損撥備 － (200)

商譽減值 － (514)

經營開支 (23,932) (25,956)

經營溢利／（虧損） 1,590 (11,508)

財務費用 (199) (902)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之虧損 － (158)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1,391 (12,568)

稅項 5(a) (104) (46)

除稅後溢利／（虧損） 1,287 (12,614)

少數股東權益 33 443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1,320 (12,171)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基本 6 0.2 (1.99)

　－攤薄 6 0.2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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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4,524 4,523

　軟件 2,047 3,015

　商標 81 －

　綜合商譽 3,880 4,920

　開發成本 18,925 4,601

　會所債券，按成本 200 200

29,657 17,259

流動資產

　其他投資 351 1,230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7 9,554 15,702

　已抵押定期存款 10,500 10,500

　於一家銀行之定期存款 － 17,073

　現金及銀行結存 31,062 4,421

51,467 48,926
------------ ------------

減：

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透支 14,936 －

　無抵押銀行透支 － 2

　有抵押銀行貸款 3,000 －

　應付賬項、應計賬項及已收按金 8 9,588 4,480

　應付稅項 93 79

27,617 4,561
------------ ------------

流動資產淨值 23,850 44,365

53,507 6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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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組成部份：

股本 7,500 1,194

儲備 46,007 60,397

股東資金 53,507 61,591

少數股東權益 － 33

53,507 61,624

綜合現金流量報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虧損） 1,391 (12,568)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之虧損 － 158

　向一家聯營公司提供貸款之虧損撥備 － 200

　股息收入 (17) (28)

　利息收入 (357) (478)

　利息開支 269 826

　軟件攤銷 968 638

　商譽攤銷 1,040 284

　開發成本攤銷 168 －

　折舊 766 1,270

　商譽減值 － 514

　重估土地及樓宇之虧絀 21 81

　出售投資證券之虧損 － 1,000

　其他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5 12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26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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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扣除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溢利／（虧損） 4,380 (6,873)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之增加 (5,844) (8,597)

　已抵押定期存款之增加 － (4,000)

　應付賬項、應計賬項及已收按金之增加／（減少） 5,108 (784)

　業務所得／（動用）之現金 3,644 (20,254)

　已收股息 17 28

　已收利息 357 457

　已付利息 (269) (826)

　已繳付利得稅 (90) (109)

經營業務所得／（動用）之現金淨額 3,659 (20,704)
------------ ------------

來自投資業務之現金流量

　購買固定資產 (986) (2,229)

　出售固定資產之所得款項 72 7,198

　商標增加 (81) －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增加 － (5,499)

　向一家聯營公司提供之貸款減少 － 399

　開發成本增加 (14,492) (3,398)

　軟件增加 － (2,200)

　其他投資之減少 874 429

　一家關連公司之欠款減少 － 1,662

　一名董事之結欠減少 － 2,275

　一名股東之結欠減少 － 36

　向一名高級職員之貸款減少 － 600

投資業務所動用之現金淨額 (14,613) (7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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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業務所得之現金流量

　銀行貸款增加／（減少） 3,000 (3,487)

　一名董事之貸款減少 － (1,575)

　一名股東之貸款減少 － (1,644)

　購回優先股份 (28,580) －

　發行新股 31,168 56,878

融資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 5,588 50,172
------------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5,366) 28,741

於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492 (7,249)

於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6,126 21,49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分析

　定期存款 － 17,073

　現金及銀行結存 31,062 4,421

　銀行透支 (14,936) (2)

16,126 2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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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本變動報表

股本 保留溢利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資本儲備 外㶅儲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977 12,395 3,343 － 174 (5) 16,884

本年度虧損 － (12,171) － － － － (12,171)

發行萬達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萬達資訊科技」）股本中之

　股份之股份溢價 － － 458 － － － 458

發行本公司之股份之股份溢價 － － 56,203 － － － 56,203

本公司與萬達資訊科技

　股東交換股份後轉撥至

　特別儲備 － － (3,801) 3,801 － － －

發行股份 217 － － － － － 217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1,194 224 56,203 3,801 174 (5) 61,591

本年度溢利 － 1,320 － － － － 1,320

股份配售 891 － － － － － 891

股份配售之股份溢價 － － 30,277 － － － 30,277

資本化發行 5,507 － (5,507) － － － －

股份配售之開支 － － (11,992) － － － (11,992)

購回優先股 (92) － (28,488) － － － (28,58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7,500 1,544 40,493 3,801 174 (5) 53,507

附註：

1. 集團重組及綜合財務報表呈列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3法例（經綜合及

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根據為籌備本集團之股份在聯交所創業

板上市，以精簡本集團之架構而進行之重組計劃（「重組」），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

成為現時組成集團之各公司之控股公司。這是透過收購Armitage Technologies Holding (BVI)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作為換取本公司配發及發行普通股及作為代價之方式完成。

本公司之股份已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八日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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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乃被當作使用合併會計法之基準進行，由所呈列之最早期間開始，本公司已被視為本集

團之控股公司。

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而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會計實務準則

之規定，此外，亦根據重估土地及樓宇及其他投資而修訂之歷史成本法而編製。

2. 營業額

本集團從事提供資訊科技解決方案，以及設計、開發及銷售應用軟件。營業額指就提供資訊

科技解決方案及所售出應用軟件而確認並減去折扣及營業稅之已確認收入。年內營業額之分

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提供資訊科技解決方案

　系統開發及整合 27,454 24,633

　保養及改良收入 4,788 7,347

應用軟件之銷售額 9,702 3,625

41,944 35,605

3. 其他收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 111

利息收入 357 478

股息收入 17 28

撥回應付租金款項 454 －

管理費收入 42 48

其他 79 36

949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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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虧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乃在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釐訂：－

　開發成本攤銷 168 －

　綜合商譽攤銷 1,040 284

　軟件攤銷 968 638

　折舊 766 1,270

　減：列作開發成本之資本化金額 287 －

479 1,270

　核數師酬金 379 143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

　　透支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269 826

　物業經營租約租金 2,248 1,487

　減：列作開發成本之資本化金額 701 83

1,547 1,404

　壞賬撇銷 85 75

　董事酬金 3,630 3,386

　減：列作開發成本之資本化金額 552 －

3,078 3,386

　其他員工薪金及福利 35,673 32,800

　退休福利成本 1,150 1,105

36,823 33,905

　減：列作開發成本之資本化金額 11,073 3,217

　其他員工成本 25,750 30,688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26 54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7) (28)

　租金收入 － (111)

　減：支出 － 19

－ (92)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7) (28)

　前期開支 － 69

　㶅兌虧損 9 21



－11－

5. 稅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香港利得稅為

　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作出撥備 104 12

對上年度撥備不足 － 2

104 14

一家聯營公司應佔稅項 － 32

104 46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之本公司附屬公司自彼等成立之日期以來，並無產生任何

應課稅溢利。

(b) 未撥備遞延稅項（資產）／負債之組成部分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加速折舊撥備 283 211

未利用稅項虧損 (3,127) (2,610)

遞延稅項資產淨額 (2,844) (2,399)

(i) 由於本集團之未來經營業績尚未明朗，故此，概無任何遞延稅項資產於該等財務報表

內確認。

(ii)於中國附屬公司累積之未動用稅務虧損約達2,94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878,000港

元）將於各個虧損年度起計之五年屆滿。

6.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並假設

合共665,341,507股股份（包括110,202,390股股份，即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註冊成

立時之 10股股份、 102,012,990股股份作為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收購 Armitage

Technologies Holding (BVI)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代價、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日已發

行之4,000,000股股份及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已轉換為普通股之4,189,390股優先股，並

就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刊發之招股章程所述資本化發行550,747,610股股份作出

調整，以及4,391,507股股份（即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四日向承配人發行89,050,000股之加權平

均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內已發行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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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及假設

670,484,364股股份於年內已發行而計算。於計算中，所用之股份數目包括緊接上文所述之

665,341,507股股份，加上5,142,857股股份乃假設已於被視作行使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下之購股權按發行價0.35港元以零代價發行。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集團應佔股東虧損，並假設

合共612,622,030股股份（包括102,144,507股股份，即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註冊成

立時之 10股股份、 102,012,990股股份作為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收購 Armitage

Technologies Holding (BVI)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代價、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日已發

行之4,000,000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及就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刊發之招股章程附

錄四「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其他資料」一節中「集團重組」及「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

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所述之資本化發行510,477,523股股份作出調整

（即就是項計算而言，資本化發行之有關應佔數目））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

度內已發行而計算。

由於因行使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後授出之尚未行使購股權而將予發行之普通股潛

在反攤薄影響，故此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7.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8,158 9,691

租金及公共服務按金 404 292

預付款項 414 780

其他應收賬項 578 207

預付上市開支 － 4,732

9,554 15,702

本集團視乎客戶之信譽授出為期30天至60天之信貸期。以下為應收貿易賬款在扣除呆壞賬撥

備後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天 6,577 5,600

31至60天 606 1,938

61至90天 151 1,872

91至180天 478 141

180天以上 346 140

8,158 9,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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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賬項、應計賬項及已收按金

應付賬項、應計賬項及已收按金包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934 442

遞延改良及保養收入－附註 1,660 949

已收按金 50 98

應計賬項及撥備 6,585 2,407

其他應付賬項 359 584

9,588 4,480

附註： 遞延保養收入指有關系統開發及整合項目以及銷售應用軟件等業務之售後保養服務收

入。在完成系統開發項目或銷售應用軟件後，本集團會向客戶預先收取保養服務費。

以下為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天 762 71

31至60天 59 129

61至90天 44 242

90天以上 69 －

934 442

9.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按本集團之地區分類呈列。採納按客戶所屬地區分類之地區分類資料作為呈報形式，

是由於管理層認為較適合本集團以此作出經營及財務決定。

(a) 按客戶所屬地區及資產所屬地區分類之地區分類資料

本集團業務可按香港市場及中國內地市場細分。

本集團根據客戶所屬地點而將地區劃分。由於本集團按客戶所屬地點或按資產所屬地點作

出之地區分類並無重大差異，是以並無獨立披露本集團根據資產所屬地點劃分之地區分類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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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中國內地 分類間對銷 綜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4,911 30,536 7,302 5,301 (269) (232) 41,944 35,605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15,002) (17,535) (2,345) (1,366) － － (17,347) (18,901)

毛利 19,909 13,001 4,957 3,935 (269) (232) 24,597 16,704

其他收入 1,182 2,762 519 11 (752) (2,072) 949 701

其他投資之已變現及

　未變現（虧損）／

　收益淨額 (3) 2 － － － － (3) 2

重估土地及樓宇虧絀 (21) (81) － － － － (21) (81)

出售物業及撇銷

　相關固定資產之虧損 － (1,164) － － － － － (1,164)

出售投資證券之虧損 － (1,000) － － － － － (1,000)

向一家聯營公司

　貸款之虧損撥備 － (200) － － － － － (200)

商譽減值 － (514) － － － － － (514)

經營開支 (17,821) (18,814) (6,962) (9,391) 851 2,249 (23,932) (25,956)

經營溢利／（虧損） 3,246 (6,008) (1,486) (5,445) (170) (55) 1,590 (11,508)

財務費用 (178) (847) (173) (110) 152 55 (199) (902)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 (158) － － － － － (158)

除稅前溢利／（虧損） 3,068 (7,013) (1,659) (5,555) (18) － 1,391 (12,568)

稅項 (104) (46) － － － － (104) (46)

除稅後溢利／（虧損） 2,964 (7,059) (1,659) (5,555) (18) － 1,287 (12,614)

少數股東權益 － － 33 443 － － 33 443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2,964 (7,059) (1,626) (5,112) (18) － 1,320 (12,171)

折舊及攤銷 1,826 1,169 1,097 1,023 19 － 2,942 2,192

年內產生之資本開支 10,828 6,707 5,038 1,120 (307) － 15,559 7,827

分類資產及總資產 124,759 67,398 10,144 4,059 (53,779) (5,272) 81,124 66,185

分類負債及總負債 (59,262) (2,508) (22,116) (7,325) 53,761 5,272 (27,617) (4,561)

少數股東權益 － － － (33) － － － (33)

(b) 業務分類資料

由於本集團僅從事一項業務分類環節之業務，即提供資訊解決方案，以及設計、開發及銷

售應用軟件，是以並無披露本集團業務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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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概覽

中國之應用軟件市場

中國之經濟增長可觀，加上國家政策大力支持行業發展，為中國軟件行業帶來蓬

勃發展。根據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之資料顯示，預測由二零零一

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間，中國之資訊科技服務行業（不包括系統整合）及應用軟件開

支，分別會按67%及42%之複式年增長率增長。為迎頭趕上全球各地之競爭對手，預

計於未來數年內，中國之各類型企業將會大幅增加資訊科技方面之開支。預期到了

二零零六年，中國將會成為亞太區內資訊科技開支最高之市場。

企業資源規劃應用軟件於中國市場上之潛力龐大，二零零一年之增長率約達

35%，並預測直至二零零六年為止會按相若步伐增長。目前，企業資源規劃應用軟件

之最大買家為中國之製造行業。於二零零零年前，中國市場是外國企業資源規劃應

用軟件商之天下。憑藉累積所得之經驗與知識，許多當地軟件供應商於這幾年內之

發展日趨成熟，加上對當地企業之業務需要與管理手法有更深入之了解，使當地軟

件供應商較外國競爭對手擁有更大之競爭優勢。本地公司現於企業資源規劃應用軟

件市場擁有重大佔有率。

於酒店管理優勢方面，隨著中國加入世貿及中國人民日益富裕，在中國境內旅遊

之本土及外國旅客數字將會大大提升。然而，現時大部份酒店，尤其是那些被評級

為三星級以下之酒店面對虧損，主要是由於那些酒店管理不善及經營缺乏效率所

致。為把握旅遊業蓬勃發展之良機，酒店極有需要精簡業務經營及改善服務水平，

因而將會刺激酒店對酒店管理應用軟件之需求。

香港之資訊科技行業

根據IDC之預測，由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間，預期香港之資訊科技行業將

會以複式年增長率7.6%增長，預測到了二零零六年底會達到約300億港元。香港特區

政府採納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令各個政府部門大力推行電腦化，使政府部門外判

資訊科技項目之數目激增。此外，香港特區政府於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內曾提及，

外判資訊科技委託合約時將會優先考慮本地資訊解決方案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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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於二零零二年刊發之IDC報告之資料顯示，由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六年期

間，香港之企業資源規劃應用軟件市場，預期將會按複式年增長率5.1%增長，於二

零零六年底約達500,000,000港元。為於日趨困難之業務環境中保持一定之競爭力，

各公司將物色可幫助提高經營效率與削減成本之解決方案，例如企業資源規劃應用

軟件。

業務回顧

現有業務

本集團作為一名本地資訊解決方案供應商及應用軟件開發商，其目標客戶為香港

之商業與政府部門及中國之商業企業。本集團之主要產品及服務可分類如下：

‧ 提供資訊解決方案，包括按照客戶之規格開發及執行系統，並可能涉及項目管

理、支援、維修與升級服務、系統整合、諮詢及按客戶之特定要求訂製專利及第

三方應用軟件；及

‧ 銷售本集團之專利及第三方應用軟件。

千里馬－得獎酒店管理軟件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之旗艦產品千里馬酒店管理軟件於中國錄得高銷量。本集

團於二零零二年十月推出千里馬之最新版本V7.0非常成功。該新版本廣受客戶歡

迎，並獲中國酒店行業視為一個極先進之酒店管理軟件解決方案。千里馬廣受客戶

歡迎，亦使其在中國三大酒店管理軟件產品之中佔一席位。隨著中國旅遊及酒店業

迅速增長及本集團具策略競爭性地位，預期千里馬在未來數年將會是主要之集團之

增長推動力。於整個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年財政年度，集團一共售出123套千里馬酒

店管理軟件予新客戶。與上個財政年度比較，營業總額增加約53%。

www.dongyee.com－中國酒店業最享負盛名之資訊平台

作為中國互動市場推廣策略之一部分，本集團已開發一個整合酒店管理網址

www.dongyee.com，藉以擴大其潛在客戶網絡。此互聯網平台提供由最新酒店管理

小組檔案、酒店存貨供應商數據庫、招聘情報與查詢，以至酒店相關軟件支援等等

範圍廣泛之資訊。此資訊平台不僅讓本集團可有效地回應其客戶需求，同時亦為本

集團提供連接至酒店行業潛在客戶之廣闊基礎之即時連接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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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企業管理解決方案－專利企業資源規劃應用軟件

此公司內部開發之產品迎合中國及香港兩地之電子、玩具及鐘錶製造業之中小企

業所需。AIMS新版本乃根據中國最有關連之廠房營運環境及廠房之物流管理開發。

該產品專為減低員工需要、計算失誤率及精簡生產程序而設計。AIMS為其用戶配備

一個強勁之管理工具，控制整個生產過程各方面，包括銷售訂單、採購、存貨控

制、品質控制及船務。用最新版AIMS，集團將可提供升級及有關服務予原有之超過

400家客戶。

新資訊解決方案項目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成功獲得香港特區政府政府物料供應處授予開發一套人力

資源策略管理資訊系統之合約。

本集團亦已與知名機構建立新業務關係，其中計有OnePort Limited、電訊盈科、

Siemens Building Technologies、Gateway Apartment、Yantian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Terminals Limited等等。本集團為多個行業，包括運輸與物流，大廈管理及智能卡

等，提供定價或時間與物料資訊解決方案。

合併與收購機會

本集團現正積極物色策略夥伴及開拓合併與收購機會。本集團現時與本地及跨國

公司積極商討，藉以進一步加快本集團之業務及溢利增長。

銷售及市場推廣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參與五個展覽會及座談會，以在香港及中國兩地推廣本集

團之產品。

由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間，本集團已分別於廣州、北京及武漢舉辦一連

串之產品展覽會及研討會，以宣傳本集團之得獎酒店管理應用軟件千里馬之最新版

本V7.0。這些活動吸引了代表超過300間酒店逾500名高層管理專業人士出席。是次

密集式之市場推廣計劃大大提高千里馬之銷售量。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其位於香港、廣州及深圳之地區辦事處及

其位於北京、上海、成都及武漢之銷售辦事處，合共聘用了41名銷售及市場推廣員

工。本集團計劃透過廣告宣傳及參與研討會與展覽會等渠道，更有效地宣傳本集團

之產品與服務，藉此加強其銷售及市場推廣隊伍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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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開發

本集團非常着重研究與開發，以追上其客戶不斷增加及瞬息萬變之需要，藉此加

強其產品之競爭性地位。現時，本集團擁有三間分別位於香港、深圳及廣州之研究

與開發中心。

財務回顧

綜合經營業績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總額約41,900,000港元，

較上年度增加約18%。該增長主要由於成功增加其應用軟件之銷量。應用軟件之銷售

額約達 9,700,000港元，較上年度增加 168%。提供資訊解決方案之營業額約達

32,242,000港元，相當於營業總額約77%（二零零二年︰90%）。本集團繼續提供資訊

解決方案予其最大客戶，該名最大客戶為全球最大貨櫃碼頭經營商，而該客戶產生

之相關營業額約為21,05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0,037,000港元）。

毛利

本年度之邊際毛利約為59%，而上年度則約為47%。提供資訊解決方案錄得邊際

毛利約54%，相當於約12%之增加。該增加乃因為員工生產力獲改善、採用成本縮減

措施及銷售成本降低，以及為完成固定價格資訊解決方案項目而提供服務之實際時

間及工作時數減低。毛利率較高之專利應用軟件銷售增加，亦使邊際毛利整體上有

改善。

其他收入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其他收入約949,000港元，其中主要部份為撥回本集團之廣州

辦事處之應付租金撥備約454,000港元。

開支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本集團宣佈一項公司重組計

劃，以削減成本及加強業務之財務表現。該項重組計劃包括一項全公司方案，利用

本集團之新「跨境隊伍」策略調整本集團員工之人數，從而使本集團之香港員工人數

削減21%，而中國員工人數則增加45%。

本集團亦集中於在各個職務範圍上削減開支。本集團最近合併兩個辦事處，以節

省經營開支及提高效率。由於進行該項重組計劃及本集團於本年度不遺餘力控制成

本所致，總經營開支較去年減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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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若干銀行信貸額於本年度首九個月內並無動用，故財務費用減少。

本集團之本年度業績轉虧為盈，並錄得股東應佔溢利約1,320,000港元（二零零二

年︰虧損12,171,000港元）。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約達53,507,000港元（二零零二

年：61,591,000港元）。流動資產約達51,46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8,926,000港

元），其中約41,56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1,994,000港元）為現金及銀行存款，約

9,55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5,702,000港元）為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賬款。本集團

之流動負債約達27,61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561,000港元），包括約17,936,000港

元（二零零二年：2,000港元）之銀行貸款及透支。

流動比率為1.86（二零零二年：10.73）。以銀行借款總額與股東資金之比率表達之

資本負債比率為0.34（二零零二年：0.00）。流動及資本負債比率之波動主要是由於二

零零三年二月購回優先股所致。

㶅兌

本集團從中國之銷售收取人民幣收入。人民幣兌外幣之㶅率波動可能影響本集團

之經營業績。

重大投資及收購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

營公司。

於上年度，本集團有下列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a)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四日，萬達資訊科技在計及董事按下述相同估值方法對萬

達電腦系統（中國）有限公司（「萬達中國」）於廣州萬迅電腦軟件有限公司（「廣州

萬迅」）之投資之估值金額後，透過以現金代價1,399,050港元（參照萬達中國於

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之估計資產淨值而釐訂）收購萬達中國之47.1%權益，

額外收購廣州萬迅應佔權益之12.4%。

(b)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萬達控股有限公司（「萬達控股」）以現金代價人民幣

4,356,000元（由廣州市萬騏科技有限公司（「廣州萬騏」）與萬達控股按公平原則

磋商後釐訂），從廣州萬騏額外收購廣州萬迅之36.1%權益。

萬達控股完成上述收購事宜後，本集團於廣州萬迅之權益由53.9%增加至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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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四日，萬達資訊科技出售於Supercom Investments Limited

（前稱Armitage Computer International Limited）之全部權益，作價現金6港元。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定期存款10,5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10,500,000港元）已抵押予一間銀行，以取得批予本集團之一般銀行信貸額。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

擔。

或然負債

(a)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因一家銀行為客戶發出為數約516,000港元（二零零

二年：451,000港元）之履約保證以確保本集團妥善履行合約工程之責任，而令本

集團產生或然負債。

(b)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已讓售應收賬項約達2,263,000港元（二

零零二年︰零港元）。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273名僱員（二零零二年：231名）。酬金乃

經參考市場待遇，以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資歷及經驗而釐訂。根據個人表現之酌情

花紅將支付予僱員，以表揚彼等之貢獻。其他福利包括購股權（詳情載於年報附註

23）、為其香港僱員作出法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醫療計劃，以及為其中國僱員作出

國家規定之社會保險供款計劃之供款。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任何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

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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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本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

規定本公司保存之董事權益登記冊，所載錄董事及其聯繫人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如

下︰－

董事 權益種類 股份數目

李信漢博士 個人 331,301,790

家族 17,907,651

（附註1）

區一佳 個人 14,472,212

秦漢澄 個人 11,503,399

廖約克博士 公司 29,988,007

（附註2）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李信漢博士之妻子梁美珍女士持有，因此，李信漢博士被視為於梁美珍女士擁

有權益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該等股份由Winbridge Company Limited（「Winbridge」）持有，Winbridge由廖約克博士擁有

99%權益，因此廖約克博士被視為於Winbridge擁有權益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董事於本公司之購股權擁有之權益乃分開於下文「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一

節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或其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披露權益條例之定義）之任何證券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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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擁有有關根據本公司首次公開招股

前購股權計劃（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授出之購股權之個人股權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根據本公司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

如下︰
於年內及於

二零零三年三月

承授人 行使期 行使價 三十一日授出

李信漢博士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八日 0.35港元 493,334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八日 0.35港元 493,333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 0.35港元 493,333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

區一佳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八日 0.35港元 366,666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八日 0.35港元 366,667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 0.35港元 366,667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

秦漢澄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八日 0.35港元 600,000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八日 0.35港元 600,000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 0.35港元 600,000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

廖約克博士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八日 0.10港元 2,400,000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八日 0.10港元 2,400,000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 0.10港元 2,400,000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

11,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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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者外，於年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安排，使

本公司董事、其各自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可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之

股份或債券而取得利益。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規定須予保存之登記

冊，下列人士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

股東名稱 持有之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李信漢博士 349,209,441（附註1） 46.56%

京士卓投資有限公司 114,578,176（附註2） 15.28%

附註︰

1. 持有之349,209,441股中，李信漢博士個人持有331,301,790股及李信漢博士之妻子梁美珍女

士持有17,907,651股。根據披露權益條例，李信漢博士被視為於其妻子之股份中擁有權

益。

2. 京士卓投資有限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由李信漢博士實益擁有30%、李信廣先生實益擁有

30%及李信雄博士實益擁有30%（兩人均為李信漢博士之胞兄）及蘇李杏蓮女士實益擁有

10%（李信漢博士之胞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獲通知有任何相當於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其他權益。

競爭權益

董事、主要股東或管理層股東（按創業板上市規則定義）並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

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保薦人之權益

誠如本公司保薦人英高財務顧問有限公司（「英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更

新及通知，英高或其任何董事、僱員或聯繫人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

之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任何權利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

公司之股份。

根據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與本公司簽訂之保薦人協議，英高就由二零零三

年三月十八日（本公司股份於創業板上市之日）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繼

續擔任本公司保薦人並收取有關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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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3至5.25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形式列明

其職權責任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務為審閱本公司年報及賬目、半年度報告及

季度報告，並向董事會就此提供意見及評語。審核委員會亦將負責審閱及監控本集

團之財務㶅報程序及內部控制程序。審核委員會有三名成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Anthony Francis Martin Conway先生及曾憲博教授）及一名執行董事（區一佳先

生）。

直至批准該等財務報表之日為止，審核委員會已舉行一次會議，並已於建議董事

會批准該等賬目前審閱年報及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

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整段期間遵照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28至5.39條有關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信漢博士

香港，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八日

本公佈將由刊登日期起一連七天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告」
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