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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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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

關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佈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

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DIGITALHONGKONG.COM 
數 碼 香 港  

（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  
股 份 代 號 ： 8 0 0 7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全年業績公佈  

 
 
數碼香港（「數碼香港」或「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連同二零零九年之

比較數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058 3,510
其他收入  9 91
一般及行政支出  (2,153) (2,214)
市場推廣支出  (384) (241)
僱員成本  (3,008) (2,953)
除稅前虧損  (2,478) (1,807)
稅項 (3) - -
本年度虧損及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全面支出總額 (4) (2,478) (1,807)

每股虧損－基本 (5) (1.65)港仙 (1.2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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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 8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 -

  3  8
流動資產   
應收貿易及其他款項 (6) 3,946 2,623
應收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  27 24
銀行結餘及現金  10,694 14,536

  14,667 17,183
流動負債   
應付其他款項  1,018 1,056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  6 11

  1,024 1,067
流動資產淨額  13,643 16,116
資產淨額  13,646 16,12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000 15,000
儲備  (1,354) 1,12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646 16,124
 
 
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資本儲備 股份溢價 累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零零八年七月一日  15,000 7,540 8,461 (13,070)  17,931
本年度虧損及全面支出總額  - - - (1,807)  (1,807)
於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  15,000 7,540 8,461 (14,877)  16,124
本年度虧損及全面支出總額  - - - (2,478)  (2,478)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15,000 7,540 8,461 (17,355)  (1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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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1. 編製基準及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採納 

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歷史成本基準及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告亦載入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例所規定之適用披露資料。 

於本年度，本集團已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若干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了以下闡述者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

計期間之綜合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僅影響呈列及披露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二零零七年經修訂）「財務報告之呈列」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二零零七年經修訂）引入多項詞彙變動（包括修訂財務報告內之標題），

並對綜合財務報告之呈列方式及內容作出變動。 

2. 營業額及分類資料 

營業額乃指成立及提供安全電子付款程序平台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 

本集團的經營活動主要為開發及經營有助促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及澳門）

網上交易之付款基礎設施的單一經營分類。該經營分類乃基於遵循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會計政

策而編製之内部管理報告予以識別，由本公司主席定期審閲。本公司主席定期整體審閲本集團

的營業額及本集團的整體業績以就資源配置作出決策。因此，並無呈列該單一經營分類之分

析。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4 號釐定的主要可報告分類比較，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

並無導致本集團之可報告分類須予重新指定，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也並無改變分類界

定基準。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來自一名客戶之收入為 2,948,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

3,454,000 港元），佔本集團收益總額逾 10% 。 

本集團之非流動資產均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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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稅項 

本集團於兩個年度內均無應課稅溢利，因此並無作出任何香港利得稅撥備。 

本年度之稅項支出與載於綜合全面收益表之虧損對賬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2,478) (1,807)

按香港利得稅率 16.5%（二零零九年：16.5%）計算之稅項抵免 (409) (298)
不獲稅項減免支出之稅務影響 8 24
免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41) (83)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442 357
本年度之稅項 - -

 

4. 本年度虧損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年度虧損已扣除：  
核樓師酬金 459 51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 9
按照經營租賃之物業租賃支出 66 -
研究及開發成本，包括員工成本 906,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

899,000 港元） 961 977
 

5.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乃根據本年度虧損及全面支出總額 2,478,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1,807,000 港元）及

年內已發行股份 150,000,000（二零零九年：150,000,000）股而計算。 

6. 應收貿易及其他款項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易款項 3,819 2,492
應收其他款項 127 131
 3,946 2,623

本集團根據其貿易客戶之借貸商譽、服務性質及市場情況而給予平均為180日之信貸期。於報

告日根據發票日期之應收貿易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60 日 726 804
61 至 120 日 771 849
121 至 180 日 - 839
181 至 365 日 2,322 -
 3,819 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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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不建議派發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末期股息（二零零九年：並無派

發股息）。 
 
 
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回顧年度之大部分時間仍然受到全球性金融危機帶來不明朗的市場氣氛所影響。隨著經

濟放緩，全球企業均對其資信科技的開支採取謹慎的態度。此舉影響本集團之財務表

現，營業額因而進一步下調，股東應佔虧損亦擴大。 

 
業務及財務回顧 
 
回顧年度仍處於後金融危機時期。儘管新近發表的經濟數據已顯示復甦跡象，唯這些數

字並不等同持續的改善。相對於大企業能受惠於政府的刺激經濟計劃，全球小型企業仍

遠遠未能從調整結構中作出實質的復原。 
 
隨著經濟衰退，電子商貿亦顯得更為重要，尤其是小型企業會更加積極採用電子商貿於

其市場推廣及採購活動。一個綜合的電子商貿生態鏈的環境有助於客戶繼續營運。 
 
年內，集團主要從事提供予客戶特別定制互聯網商貿解決方案及相關之業務，範圍包括

為整合各項有關網上交易的服務及不同環節提供意見。集團之主要收入來自為客戶就電

子商貿特設應用提供組成方案及技術顧問服務。 
 
符合本集團一貫審慎的財務管理，於添置新系統網絡及提升集團基礎設備時，亦已嚴格

控制開支，按照業務規模及狀況作出配合，從而令集團之資源運用達至最佳效益。 
 
於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本集團錄得營業額 3,058,000 港元，虧損 2,478,000
港元，去年之比較數字分別為營業額 3,510,000 港元及虧損 1,807,000 港元。本年度之每

股虧損為 1.65 港仙。營業額有所下降主要基於客戶減少預算及開支，以及競爭激烈的

市場。 
 
回顧年度之整體經營成本由去年之 5,408,000 港元輕微上升至 5,545,000 港元，主要由於

市場推廣費用為探索及擴大客戶群而上升至 384,000 港元，去年之比較數字為 241,000
港元；以及僱員成本因應經濟復甦而有所增加。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集團之財務狀況維持正面，週轉流暢，並無任何銀行借貸。

日常運作主要透過營運所得資金支持。 
 
董事會建議本年度不派發任何股息，從而保留現金，以支援集團持續開發業務及投資於

有前景之項目。 
 



- 6 - 

現金流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之流動資產約為 14,667,000 港元，當中主要約有

10,694,000 港元為銀行結餘及現金。本集團並無非流動負債，而流動負債則約為

1,024,000 港元，主要為日常營運之應付款項。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行借貸。本集團主要透過營運所得資金支

援日常營運。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資產抵押。在

回顧年度完結時，本集團擁有淨流動資產 13,643,000 港元，財政週轉流暢。按本集團零

總貸款額及約為 13,646,000 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本集團之貸款權益比率為

零。 
 
按照現行之業務計劃，本公司董事認為集團現有之財務資源足夠應付日常營運需求。假

若市況有利及出現合適商機，董事會將考慮在有需要時透過舉債及╱或發行新股之融資

方式拓展業務。 
 
在本年度內，本集團並無購入或出售任何附屬公司或關連公司。 
 
資本承擔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授權但仍未簽署合約之資本承擔為 500,000 港元 
（二零零九年：500,000 港元）。該等資本承擔乃預留作購入物業、廠房與設備、以及開

發系統及網絡之用。 
 
外匯兌換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之交易、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及美元為主，因此外匯風險有限。 
 
展望 
 
儘管經濟復甦前景不明朗，電子商貿在經濟發展方面卻漸趨重要，並已迅速發展成為做

生意的主流渠道。尤其對於小型企業，電子商貿更被視為抵禦不利經濟環境所不可缺少

的工具。 
 
數碼香港現正經歷轉型期，通過改革集團的業務以接觸更廣濶的客戶群，吸取他們使用

集團的基礎設備及特許解決方案。為了達到此目標，集團將會更積極地參與市場推廣活

動，並尋找合作夥伴以提供更多嶄新的商貿解決方案。 
 
與此同時，數碼香港將繼續尋找合適投資機會，以提高本公司股東之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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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年度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本年度內，本公司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錄 15《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

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聯同本集團管理層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準則及慣例、其內部監

控及財務申報事宜、以及上述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經審核全年業

績。 
 
 
 

承董事會命 
董事 

夏淑玲 
 

香港，二零一零年九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簡文樂先生、夏淑玲女士及黃玉龍先生；非執行董

事為簡堅良先生及黎日光先生；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為 Francis Gilbert Knight 先生、何

逸雲先生及邵向明女士。 
 

本公佈將由刊登日期起計一連七天刊載於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 內之“最新公司公告”

一欄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