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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orce Holdings Limited
（意科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943）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意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58,330 47,152
銷售／服務成本 (45,418) (37,542)

12,912 9,610

其他收益 592 621
其他收入淨額 2,581 267
分銷成本 (3,652) (1,847)
行政開支 (21,152) (22,632)
其他經營開支 (111) (2,484)

經營虧損 (8,830) (16,465)
融資成本 (691) (1,32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5,122) (423)

除稅前正常業務虧損 4 (14,643) (18,216)
稅項 5 – –

除稅後正常業務虧損 (14,643) (18,216)
少數股東權益 – 1,731

股東應佔虧損 (14,643) (16,485)

每股虧損 6
基本－港仙 (0.76)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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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集團於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告所
採用之會計政策相同。

2. 持續經營基準
儘管本集團持續錄得虧損並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出現流動負債淨額（包括為數6,500,000港元之無抵押
其他貸款，該等貸款經已逾期，截至本中期財務報告授權刊發日仍未償還），惟本中期財務報告仍按持續
經營基準編製，因本公司董事在考慮下列因素後認為，本集團仍可持續經營，並可依期償還到期債務：

(i) 本公司獲金融機構提供共50,000,000港元之貸款融資；及

(ii)獲得最終控股公司提供持續之財政支援。

董事相信，本集團將具備充足現金資源滿足日後對營運資金及其他融資方面之需求。因此，本中期財務
報告宜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及不加入任何本集團無法繼續經營時所需作出之調整。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投資控股。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製造及銷售保健及家庭用品以及提供資訊科技相關
服務。

營業額為向客戶供應貨品之銷售價值（減退貨、貿易折扣及營業稅項）及提供資訊科技相關服務所得收益
（減營業稅項）的總和。以下為本期間營業額中各項重要收入類別之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製造及銷售保健及家庭用品 58,330 45,650
提供資訊科技相關服務 – 1,502

58,330 47,152

分部資料是按本集團的業務和地區分部作出呈述。由於業務分部資料對本集團的內部財務匯報工作意義
較大，故已選為報告分部資料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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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
本集團由兩個業務分部組成：

保健及家庭用品 ： 製造及銷售保健及家庭用品

資訊科技業務 ： 提供資訊科技相關服務

保健及家庭用品 資訊科技業務 未分配數額 綜合數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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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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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30 45,650 – 1,502 – – 58,330 47,152
來自外界客戶
之其他收益 348 164 – – – – 348 164

總額 58,678 45,814 – 1,502 – – 58,678 47,316

分部業績 (557) 1,464 (385) (7,450) – – (942) (5,986)

未能分配經營收支 (7,888) (10,479)

經營虧損 (8,830) (16,465)
融資成本 (691) (1,32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 (4,893) – (229) (423) (5,122) (423)

除稅前正常業務虧損 (14,643) (18,216)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分部資料已經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地域分部
地域分部本集團之業務遍及全球，惟以四個主要經濟領域為重點。北美洲及歐洲為保健及家庭用品之主
要銷售市場，中國則為其他業務分部之主要市場。

在呈述地域分部的資料時，分部收益乃根據客戶所在地理位置劃分。

集團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所在地區
北美 33,531 16,772
歐洲 14,719 21,938
亞洲 8,343 7,664
其他 1,737 778

58,330 4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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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正常業務虧損
除稅前正常業務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融資成本：
借貸利息 691 1,328

(b)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45,418 35,771
員工成本 15,590 15,048
折舊 2,311 4,522
正商譽攤銷 111 2,475
出售固定資產之（溢利）／虧損淨額 (764) 13
出售附屬公司之溢利（附註 (i)） (1,569) –
利息收入 (165) –

附註：
(i) 根據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之買賣協議，本公司以股份面值出售其於附屬公司Super Standard Limited
之投資之全部權益。此交易帶來1,569,000港元溢利並已計入綜合損益賬內「其他收入淨額」。於截至二
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出售之附屬公司對本集團之現金流量或經營業績並無重大貢獻。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三年：17.5%）計算撥備。香港
以外地區附屬公司之稅項乃按附屬公司經營所在之有關國家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就稅務而言錄得虧損，故此並無就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作出撥備。

由於不可能於未來產生溢利用作對銷由累積虧損所產生之遞延稅項資產，故此並無確認該等資產。

6. 每股虧損
(a)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之股東應佔虧損14,643,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6,485,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數1,937,043,932股（二零零三年：1,918,679,165股）計算。

(b)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計入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對本期間及上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產生反攤薄影響，故此並無呈
列每股攤薄虧損。

7.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無）。

8. 儲備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認股權證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1,391,021 (1,840) 24,498 (1,494,183) (80,504)
行使認股權證 948 – – – 948
因行使認股權證而由其他儲備轉撥至股份溢價 273 – (273) – –
換算香港以外地區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 34 – – 34
本期間虧損 – – – (14,643) (14,643)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1,392,242 (1,806) 24,225 (1,508,826) (9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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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業務跟隨全球經濟環境持續改善而逐步恢復增長。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之營業額
為58,000,000港元，較二零零三年度上半年之47,000,000港元增加11,000,000港元，升幅為23%。本
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錄得15,000,000港元之虧損淨額，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淨額16,000,000港
元。

本集團之主要投資為附屬公司之投資，附屬公司於回顧期間之表現已按照各自之分部分類並於下
文討論。

製造業務
製造業務為本集團之核心業務，自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以來一直保持穩健增長，營業額由二零零三
年度上半年之46,000,000港元增長至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之58,000,000港元，增加26%。此單位之營業
額增加，主要由於管理層不斷致力提高品質控制並向客戶取得新訂單。雖然原材料價格於回顧期
內飆升，集團仍成功將毛利保持在去年同期水平。競爭加劇亦引致平均售價下跌。為維持毛利，
管理層著力於生產精簡化工作並實施多項控制成本措施。惟因開發新產品需要投入額外資源，製
造業務單位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錄得經營虧損6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錄得經營溢利1,500,000港
元。

資訊科技業務
為收窄虧損，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起開始減持其蒙虧之資訊科技業務，重組工作亦已於回顧期內
完成。因此，此業務單位於回顧期內並無錄得營業額，而去年同期則有營業額1,500,000港元。二
零零四年上半年之經營虧損為400,000港元，而二零零三年上半年則為7,500,000港元。

然而，本集團攤佔聯營公司之虧損中包括攤佔聯營公司Chinese 2 Linux (Holdings) Limited (「C2L」)
之虧損5,000,000港元，而當中包括攤銷於二零零三年收購C2L時所產生之商譽900,000港元。本集
團所持C2L之權益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18,200,000港元，董事留意到C2L蒙虧對有
關賬面值之影響。董事將繼續注視C2L之表現，並會於能夠確實定出有關權益之減值虧損時在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賬目內作出所需調整。

前景
管理層預計下半年之營商環境將繼續充滿挑戰，因此對集團之短期業務發展持審慎的態度，然而，
管理層卻對擁有規模及競爭優勢之製造業務之發展較為樂觀。憑藉研發工作之成果，集團將可以
為客戶帶來更多種類的優質產品。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將一款新的口腔護理產品向客戶付
運，而以季度計，製造業務亦已轉虧為盈，與此同時，集團將會落實一貫之成本控制及精簡生產
之措施。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及流動比率分別為51,559,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5,390,000港元）及0.52（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35）。於二零零四年六月
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963,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5,000港元），負債比率（即
借貸淨額除以股東資金）則為7.67（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5）。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借貸為21,87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931,000港元），
全部均於一年內到期。有抵押借貸為8,6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56,000港元），
乃以本集團位於中國賬面值約為17,3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800,000港元）之
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作出之法定押記抵押。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其他資產以取得於二零零四年六
月三十日結欠之借貸。

本集團可動用之金融機構信貸總額為50,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000,000港
元）。管理層相信，本集團擁有充足財務資源應付業務需要。

匯率及利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安排
本集團之借貸與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結算。由於管理層並不預期匯率波
動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重大影響，故本集團並無對沖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借貸以定息及浮息計息。由於管理層並不預期利率波動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故本集團並無對沖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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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與第三方共同及個別地就支付聯營公司約11,800,000港元（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800,000港元）之應付服務費提供擔保。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僱用約41名（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名）僱員及
於中國內地僱用約1,900名（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60名）僱員。

管理層定期檢討酬金政策，並透過公平薪津組合及公積金供款與醫療保險計劃等其他額外福利獎
勵員工。此外，本集團亦可根據本集團之業績及個別員工表現酌情向合資格僱員發放花紅。

本集團亦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日授予本集團若干僱員購股權，彼等可據此認購本公司股份。惟自
二零零一年九月一日起，本公司不得再根據現行計劃授出購股權，除非本公司更改計劃之條款使
之符合上市規則第17章之規定。

於回顧期間，合共5,400,000份購股權乃因僱員辭任而註銷。於回顧期間，概無購股權獲授出或行
使。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磋商財務申報事宜，
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最佳應用守則，惟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之規定以指定
任期委任。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須輪流告退，而彼等之任期將於任
期屆滿重選時作出檢討。本公司認為，上述政策符合最佳應用守則之宗旨。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1)至第46(6)段所規定之全部資料將
於稍後刊登於聯交所之網站 (www.hkex.com.hk)。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執行董事

梁松山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三位執行董事梁松山先生、譚立維先生及趙永強先生，以及兩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鄒小岳先生及丁良輝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