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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訊（控股）有限公司
（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0）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

董事會欣然提呈佳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及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16,477,256 16,766,631
物業、機器及設備 5 4,235,278 2,552,065
投資物業  19,500,000 19,500,000
可出售財務資產  180,661,347 197,677,575
長期已抵押存款  52,968,960 52,511,340
長期存款  1,844,288 2,634,581
   

非流動資產總額  275,687,129 291,642,192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 6 15,532,535 13,831,572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9,459,765 7,596,316
已抵押存款  51,265,280 50,174,040
短期存款  34,036,156 –
銀行存款及現金  27,431,156 57,028,051
   

流動資產總額  137,724,892 128,629,979
   

資產總額  413,412,021 420,27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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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7 46,688,600 46,688,600

儲備  257,414,321 271,464,998
   

權益總額  304,102,921 318,153,598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有抵押 8 50,746,339 50,190,764

遞延所得稅負債  1,039,826 1,030,872
   

  51,786,165 51,221,636
   

流動負債

預收服務費及已收牌照費  3,173,195 2,564,310

客戶按金  487,500 508,500

銀行借貸，有抵押 8 39,247,087 38,817,407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 14,615,153 9,006,720
   

流動負債總額  57,522,935 50,896,937
   

負債總額  109,309,100 102,118,573
   
   

權益及負債總額  413,412,021 420,272,171
   

流動資產淨值  80,201,957 77,733,04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55,889,086 369,37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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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重列）
   （附註 10）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4 70,896,073 29,620,120

銷售成本  (63,518,929) (23,435,863)
   

毛利  7,377,144 6,184,257

其他收入  7,756,829 6,464,753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10 (1,146,408) 787,660

經營開支  (10,167,194) (8,959,744)
   

經營溢利 4, 10 3,820,371 4,476,926

財務費用  (553,367) (436,501)
   

除所得稅前溢利  3,267,004 4,040,425

所得稅開支 11 (8,954) –
   

六個月之溢利   3,258,050 4,040,425
   

下列人士應佔：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258,050 4,040,425

– 少數股東權益  – –
   

  3,258,050 4,040,42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 基本 12 0.70仙 0.87仙
   

– 攤薄  0.70仙 0.87仙
   

股息 13 9,337,720 4,66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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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佳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提供金融資訊服務、無
線應用發展、證券交易系統特許使用權、物業及投資控股。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a 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H.C.B.C. Enterprises (BVI) Limited（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
之公司）。

除非另有指明，未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呈列。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經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簡明中
期財務報告應與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述該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並
加入下列與本集團業務有關及本集團須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強制執行之新準則、對現有
準則之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 財務報表呈列 －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之範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9號 重新評估內含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採納上述新準則、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不會令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發出但仍未適用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新準則或對現有準則
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2號 服務專營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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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新準則或對現有準則之詮釋之影響，惟尚未能指出所有此等新準則或對現有準則之詮釋對
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4 分部資料

主要申報形式－業務分部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將全球業務劃分為下列三類主要業務分部：

• 金融報價及證券交易系統特許使用權
• 無線應用
• 企業活動及投資控股－持有企業資產及負債

營業額包括金融報價認購費、證券交易系統特許使用權及無線應用之銷售額。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金融報價及
 證券交易系統  企業活動及
業務分部 特許使用權 無線應用 投資控股 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70,706,609 189,464 – 70,896,073
    

經營溢利╱（虧損） 2,113,767 (751,800) 2,458,404 3,820,371
   

財務費用    (553,367)
    

除所得稅前溢利    3,267,004

所得稅開支    (8,954)
    

本期間溢利    3,25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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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金融報價及
 證券交易系統  企業活動及
業務分部 特許使用權 無線應用 投資控股 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9,476,826 143,294 – 29,620,120
    

經營溢利╱（虧損），如前所述 1,066,116 (838,093) 5,367,821 5,595,844

已計入儲備之可出售財務資產
 之滙兌差額調整（附註 10） – – (1,118,918) (1,118,918)
    

經營溢利╱（虧損），重列 1,066,116 (838,093) 4,248,903 4,476,926
    

財務費用    (436,501)
    

除所得稅前溢利，重列    4,040,425

所得稅開支    –
    

本期間溢利，重列    4,040,425
    

計入綜合收益表之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金融    金融
 報價及    報價及
 證券交易  企業  證券交易  企業
 系統特許  活動及  系統特許  活動及
 使用權 無線應用 投資控股 合計 使用權 無線應用 投資控股 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折舊 428,612 7,848 29,508 465,968 347,957 9,471 32,532 389,960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 – 289,375 289,375 – – 84,333 8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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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及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資本開支如下：

 金融報價及
 證券交易系統  企業活動及
 特許使用權 無線應用 投資控股 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資產（未經審核） 21,854,430 295,134 391,262,457 413,412,021
    

負債（未經審核） 16,839,046 245,227 92,224,827 109,309,100
    

資本開支（未經審核） 2,132,331 – 16,850 2,149,181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以及負債及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資本開支如下：

 金融報價及
 證券交易系統  企業活動及
 特許使用權 無線應用 投資控股 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資產  15,196,174 504,113 404,571,884 420,272,171
    

負債  12,271,633 125,290 89,721,650 102,118,573
    

資本開支  363,554 23,741 6,239 393,534
    

分部資產包括物業、機器及設備、投資物業、土地使用權、可出售財務資產、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其他非財務資產及經營現金。

分部負債包括經營負債（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以及其他非流動負債）。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設備。

次要申報形式－地區分部

雖然本集團之三個業務分部乃按全球性方式管理，但劃分為三個主要經營地區：

香港 ： 金融報價、證券交易系統特許使用權、無線應用，以及企業活動和投資控股

亞洲 ： 投資控股

加拿大及美國 ： 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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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營業額根據客戶所在地點╱國家分配。本集團之所有營業額均來自香港。

資產總額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233,483,178 223,279,980

亞洲
 －日本 151,855,947 168,919,295

 －其他 896 896

加拿大及美國 28,072,000 28,072,000
  

 413,412,021 420,272,171
  

資產總額根據資產所在地分配。

資本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2,149,181 393,534
  

資本開支根據資產所在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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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本開支

於本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購入部分新電腦設備。

 物業、機器及設備
 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2,603,471

添置 393,534

折舊 (389,960)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 2,607,045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2,552,065

添置 2,149,181

折舊 (465,968)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 4,235,278
 

6 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及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個月 14,816,819 13,285,234

4-6個月 715,716 546,338
  

 15,532,535 13,83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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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本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6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1港元之普通股 60,000,000 6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466,886,000股（二零零七年：466,886,000股）每股面值 0.1港元之普通股 46,688,600 46,688,600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授出、行使、註銷任何購股權或任何購股權失效。於二零零七年九
月三十日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數目為 2,500,000份（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2,500,000份），行使價為每股 1.41港
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每股 1.41港元）。詳情披露於中期報告董事之權益部分。

8 銀行借貸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即期
 銀行借貸（附註 (a)） 50,746,339 50,190,764

即期
 銀行借貸 39,247,087 38,817,407
  

 89,993,426 89,008,171
  

(a) 銀行借貸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及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到期。

銀行借貸以存放於銀行之定期存款作抵押。該等銀行借貸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該等借款之賬面值以日圓
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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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借貸之變動分析如下：

 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之期初金額 71,178,983

  添置 17,480,361

  匯兌差額 201,374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金額 88,860,718
 

 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之期初金額 89,008,171

  匯兌差額 985,255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金額 89,993,426
 

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12,022,005 7,453,100

其他應付賬款 2,593,148 1,553,620
  

 14,615,153 9,006,720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及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3 個月 12,022,005 7,438,100

4 – 6 個月 – 15,000
  

 12,022,005 7,45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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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營溢利

本中期期間之經營溢利已計入（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重列）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500 –

可出售財務資產之未變現匯兌收益╱（虧損）（附註） – –

匯兌差額 (1,855,530) 313,144

附屬公司取消註冊之收益╱（虧損） 292,500 (1,630)

利息收入 4,064,811 4,267,244

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756,111 690,000

來自可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2,941,435 1,507,509
  

附註：

本集團若干以外幣計值之可出售財務資產於過往年度被歸類為貨幣性證券，其換算差額按照本集團之會計政策
在收益表內確認。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參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重新評估以
外幣計值之可出售財務資產，並認為可出售財務資產應作為股本證券（即非貨幣性財務資產）列賬。因此，未變
現換算差額應計入權益之投資重估儲備內。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已經重列，以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
動及誤差」反映此項重新評估，重列對該等財務報表之影響概述如下：

 港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其他收益淨額減少 1,118,918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投資重估儲備增加 1,11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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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所得稅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提撥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零六年：無）。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

遞延稅項 8,945 –
  

 8,945 –
  

12 每股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由營運產生之每股盈利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每股港仙列示）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以每股港仙列示）

－基本 0.70 0.87

－攤薄 0.70 0.87

13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2港仙
 （二零零六年：1港仙） 9,337,720  4,668,860
  

(a)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
息每股普通股 2港仙。於此等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中宣佈派發之股息並未列作應付股息，但將會列作截至二零
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盈利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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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宣佈向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2港仙（二零零六年：1港仙）。股息單將於二零

零八年一月十五日郵寄予股東。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星期一）至二零零八年一月十日（星期四）（首尾兩日包括在內），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期間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如欲獲派中期股息，必須填妥隨付於有關股票之

所有過戶表格，並必須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8樓。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回顧

於本財政年度首六個月期間，受到股市表現暢旺所推動，提供財經報價服務之主要營運附屬公司

報價王之收益錄得可觀增長。因此，本集團之營業額攀升至 70,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39.35%。

然而，本六個月期間之純利受未變現之匯兌差額 1,860,000港元及今年較早時候本集團私有化告吹

產生之一次性支出1,250,000港元拖累，因此，本集團本財政年度首六個月期間之純利為3,260,000

港元，較上年同期之經重列溢利 4,040,000港元下降 19.36％。

展望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持有 1.897％權益之Wireless Internet Fund於出售一項投資錄得盈利後，向本

集團作出 1,780,000港元之少額現金分派。從該基金旗下投資項目近期之發展看來，本集團將可於

未來數年從該投資獲得輕微回報。

本集團持有1.28％股權之日本寬頻營運商 eAccess繼續在招攬客戶方面有穩步進展，而其財務業績

亦繼續勝於預算。但由於日本股市表現欠佳，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集團於 eAcces s之股權

之市值較上一財政年度年底時下降約 17,000,000港元。該影響已反映於本集團之資產負債表，導

致每股資產凈值由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0.68港元微降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0.65港元。儘

管目前股價低迷，但吾等相信eAccess之業務計劃仍然正確，吾等對此項投資之前景抱審慎樂觀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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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有 0.47%權益之日本流動通訊公司 eMobile，於本年三月底推出其流動數據服務。截至八

月底，該公司已招攬100,000名用戶，標誌著較預期早一個月達標之發展里程。雖然該公司目前仍

處於虧損狀態，eMobile正朝著其業務發展軌跡前進，吾等對其日後前景十分樂觀。

流動資金、資本架構及財資管理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存 167,550,000港元，其中 104,230,000港元已

予抵押以獲取日圓貸款，於回顧期間完結時該項貸款數額相當於約 89,990,000港元（按當日之現行

匯率換算）。所有銀行貸款均以日圓作為幣值、須於指定期限內償還及按當時市場息率計息。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  港元 %

銀行貸款 89,993,426 23 89,008,171 22

權益總額 304,102,921 77 318,153,598 78
    

已動用資本總額 394,096,347 100 407,161,769 100
    

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為數約 104,230,000港元之定期存款已予抵押，以獲取授予本集團之一

般銀行信貸。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向一家無線互聯網基金作出最高達 1,760,000港元之未履行融

資承諾。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重大之或然負債。

僱員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 40名僱員。於回顧期間，薪金及有關成本總額約為

6,370,000港元。本集團之酬金政策乃配合現行市場慣例並根據個別僱員之表現及經驗而釐訂。除

基本薪金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公積金及醫療計劃。本公司亦可向合資格僱員授予購股權。



16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證券，本公司亦無於期內贖回任何證

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均無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第A.4.1條之規定按指定任期予以委任。但是，本公司每名董事均須根據本公司之細則在其當選後

不超過第三屆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除上述者外，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

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

顧期間已充分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刊發詳盡業績之公佈

一份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37(1)至 44(4)段規定之所有資料之詳盡中期報告將盡快於適當時候在

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刊登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董事經理
楊淑君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何驥先生、范玖賢先生及楊淑君女士及非執行董事
謝志雄先生、何佐芝先生及梁國傑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傅厚澤先生、李國星先生及郭志桁
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