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ANTONE HOLDINGS LIMITED 
看 通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9 

 

二零零八／二零零九年度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集團營業額六億六千三百萬港元 
 期內溢利一億二千萬港元 
 股本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一億二千二百萬港元 
 撇除減值之溢利一億六千一百萬港元 
 撇除減值之未計入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利三億一千五百萬港元 
 撇除減值之每股盈利 4.36 港仙 
 中期股息每股 0.25 港仙 
  集團財務狀況正面，維持淨現金狀況，並無進行任何有關投機性衍生工具或結構性產品之交易 

 
看通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看通」）之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

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回顧期」）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連同二零零七年同期（「去

年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數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62,693  786,816
銷售成本  (442,787)  (478,862)
毛利總額  219,906  307,954
其他收入  13,550  5,803
分銷成本  (20,746)  (25,244)
一般及行政支出  (50,618)  (53,448)
就可供出售投資所確認之減值虧損  -  (16,526)
就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所確認之減值虧損  (40,560)  -
可換股債券公平價值變動之虧損   -  (3,108)
財務成本  (1,117)  (2,286)
除稅前溢利  120,415  213,145
稅項 4 62  -
期內溢利  120,477  213,145

應佔溢利：    
本公司股本權益持有人  122,302  214,013
少數股東權益  (1,825)  (868)

  120,477  213,145

每股盈利 5   
－ 基本  3.27 港仙  6.62 港仙

－ 經攤薄 不適用  6.56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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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28,728 37,101
系統及網絡之開發成本  1,076,638 961,980
商譽  36,795 36,795
無形資產  4,130 5,310
可供出售投資  189,273 225,631
於聯營公司之權益  49,998 -
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  979,462 752,700

  2,365,024 2,019,517
流動資產   

存貨  22,517 24,351
應收貿易及其他賬款 8 467,675 395,670
可收回稅項  16 29
存款、銀行結餘及現金  121,158 105,896

  611,366 525,946
流動負債   

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 9 51,595 105,229
保養撥備  1,415 2,136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47
應付稅項  1,777 2,009
銀行借貸 － 於一年內到期  3,086 5,313
其他借貸 － 於一年內到期  147 489

  58,020 115,223
流動資產淨值  553,346 410,723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2,918,370 2,430,240
非流動負債   

銀行借貸 － 於一年後到期  34,398 48,952
其他借貸 － 於一年後到期  - 193
退休福利承擔  62,785 92,283
遞延稅項  149 157

  97,332 141,585
資產淨值  2,821,038 2,288,65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03,117 341,106
儲備  2,410,282 1,938,049

本公司股本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權益  2,813,399 2,279,155
少數股東權益  7,639 9,500
 2,821,038 2,28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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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本公司股本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股息

儲備

認購權

儲備 匯兌儲備 保留溢利 合計 
少數股東

權益

股本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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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零七年七月一日 319,993 414,083 79,998 4,639 (16,879) 1,322,690 2,124,524 14,889 2,139,413
因換算香港以外業務所

產生並直接於股本權

益內確認之匯兌差額 - - - - 2,199 - 2,199 358 2,557
期內溢利 - - - - - 214,013 214,013 (868) 213,145
期內已確認收支總額 - - - - 2,199 214,013 216,212 (510) 215,702
行使認購權時 500 1,726 - (304) - - 1,922 - 1,922
兌換可換股債券 4,659 32,692 - - - - 37,351 - 37,351
中期股息 - - 43,896 - - (43,896) - - -
 5,159 34,418 43,896 (304) - (43,896) 39,273 - 39,273
於二零零七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325,152 448,501 123,894 4,335 (14,680) 1,492,807 2,380,009 14,379 2,394,388
因換算香港以外業務所

產生並直接於股本權

益內確認之匯兌差額 - - - - 557 - 557 299 856
期內虧損 - - - - - (71,003) (71,003) (5,178) (76,181)
期內已確認收支總額 - - - - 557 (71,003) (70,446) (4,879) (75,325)
行使認購權時 3,044 10,662 - (2,006) - - 11,700 - 11,700
認購權失效 - - - (2,329) - 2,329 - - -
行使認股權證 28 202 - - - - 230 - 230
期內股息 
 - 撥備不足 - - 1,290 - - (1,290) - - -
  - 中期 - - 1,420 - - (1,420) - - -
  - 末期 - - 5,117 - - (5,117) - - -
已付股息 - - (42,338) - - - (42,338) - (42,338)
發行股份作為以股代息 12,882 71,384 (84,266) - - - - - -
 15,954 82,248 (118,777) (4,335) - (5,498) (30,408) - (30,408)
於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341,106 530,749 5,117 - (14,123) 1,416,306 2,279,155 9,500 2,288,655
因換算香港以外業務所

產生並直接於股本權

益內確認之匯兌差額 - - - - 21,251 - 21,251 (36) 21,215
期內溢利 - - - - - 122,302 122,302 (1,825) 120,477
期內已確認收支總額 - - - - 21,251 122,302 143,553 (1,861) 141,692
行使認股權證 11 80 - - - - 91 - 91
發行股份作為收購附屬

公司之代價 62,000 328,600 - - - - 390,600 - 390,600
中期股息 - - 10,078 - - (10,078) - - -
 62,011 328,680 10,078 - - (10,078) 390,691 - 390,691
於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403,117 859,429 15,195 - 7,128 1,528,530 2,813,399 7,639 2,82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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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金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金淨額  170,143  306,027
投資活動所耗之現金淨額  (144,202)  (286,797)
融資活動（所耗）所得之現金淨額  (3,037)  88
現金及現金等額之增加淨值  22,904  19,318
期初現金及現金等額  105,896  100,099
匯率變動之影響  (7,642)  (110)
期末現金及現金等額  121,158  119,307

包括：    
存款、銀行結餘及現金  121,158  127,694
銀行透支  -  (8,387)

  121,158  119,307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錄十六所載之適用披露規定，並

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

告」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歷史成本慣例而編製，惟若干金融工具乃按公平價值計算。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年度財務報告所遵循者

一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會計期間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用的最新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修訂及詮釋。本集團已採用於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財政年度須予執行之修訂及詮釋。

採用此等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狀況並無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類資料 

 
為方便管理，本集團之業務現分為五項主要經營業務－銷售一般系統產品、提供服務（包括軟件訂製及提供

電子彩票服務）及軟件特許權、租賃系統產品、電子商貿項目之投資，以及於高科技產品開發公司持有策略

性投資。此等業務乃本集團主要分類資料之報告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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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一般

系統產品

提供服務及

軟件特許權

租賃

系統產品

電子商貿 
項目之投資  策略性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及總收入 386,708 256,614 10,890 521  7,960  662,693

業績     
分類業績 18,245 96,080 3,443 495  7,562  125,825
利息收入     3,242
財務成本     (1,117)
未分配公司開支淨額     (7,535)
除稅前溢利     120,415
稅項     62
期內溢利     120,477

     
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及總收入 379,277 389,743 5,264 1,664  10,868  786,816

業績     
分類業績 52,380 170,163 2,099 1,595  (6,110)  220,127
利息收入     4,600
可換股債券公平價值變動之虧損     (3,108)
財務成本     (2,286)
未分配公司開支淨額     (6,188)
除稅前溢利     213,145
稅項     -
期內溢利     213,145

 
3. 折舊及攤銷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   
系統及網絡之開發成本（計入銷售成本內） 148,194  132,892
無形資產（計入一般及行政支出內） 1,180  1,18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計入一般及行政支出內）  3,923  5,431
折舊及攤銷總額 153,297  139,503

 
4. 稅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其他司法地區之稅項    

－ 本年度 -  -
－ 過往年度超額撥備 62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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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利得稅乃以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利按 16.5%（二零零七年：17.5%）之稅率計算。由於本集團之收

入既非於香港賺取，亦非源自香港，故並無作出利得稅撥備。其他司法地區之稅項乃按個別司法地區各自採

用之稅率計算。 
 
實際稅率偏低之原因為本集團大部分溢利既非於香港賺取，亦非源自香港，故無須繳納香港利得稅，而此等

溢利於其他司法地區已獲豁免或無須繳納任何稅項。 
 

5. 每股盈利 
 
基本及經攤薄每股盈利乃按下列數據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以計算基本及經攤薄每股盈利之本公司股本權益持有人應佔盈利 122,302  214,013

   
 股份數目（以千股計） 

以計算基本每股盈利之加權平均股份數目 3,737,977  3,231,063

以下對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可換股債券所附之認購權   31,121

以計算經攤薄每股盈利之加權平均股份數目   3,262,184
 
由於相對之行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因此期內並無就認股權證呈列經攤薄公司之每股盈利。 
 

6.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以股代息方式派發相等於每股 0.25 港仙之擬派中期股息

（二零零七年：1.35 港仙），可選擇現金 10,078  43,896

 
  擬派中期股息乃按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行股份 4,031,171,853 股計算。 
 
7. 物業、廠房及設備 

 
  總額

  千港元

於二零零八年七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37,101
匯兌調整  (8,439)
添置  4,020
出售  (31)
折舊  (3,923)
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  28,728

 
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為 9,286,000 港元（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12,636,000 港

元）之若干土地及樓宇已抵押予銀行，作為本集團獲得銀行融資之擔保。本集團回顧期內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所產生之虧損為 23,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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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易及其他賬款 
 

  
於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易賬款  296,275  248,302
應收保證分派  44,838  43,672
預繳供應商款項及應收其他賬款  126,562  103,696
  467,675  395,670

 
本集團就其貿易客戶實行明確之信貸政策。根據彼等之信用、服務及貨品之性質、行內規範及市場情況而給

予客戶介乎 30 至 180 日之信貸期。應收貿易賬款於報告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 日  97,861  200,344
61-90 日  75,224  38,392
91-120 日  108,247  -
121-180 日  11,972  7,535
> 180 日  2,971  2,031
  296,275  248,302

9. 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 
 
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之結餘包括 19,587,000 港元（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

28,748,000 港元）之應付貿易賬款。應付貿易賬款於報告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 日  16,290  5,591
61-90 日  234  9,422
91-180 日  -  10,794
> 180 日  3,063  2,941
  19,587  28,748

 
10. 經營租賃安排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結算日，本集團多項有關租用物業與汽車之不可註銷經營租賃之日後最低應付租賃款額之到期情況如下： 
 

 
於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土地及樓宇 汽車  土地及樓宇  汽車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一年內 885 2,457  979  3,432
第二至第四年（首尾兩年包括在內） 3,280 3,016  4,141  3,592
 4,165 5,473 5,120  7,024

 
經協商後之租賃年期為一至四年，而租金乃按一至三年之年期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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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於結算日，本集團與租戶訂立有關租賃廠房與機器及電信網絡之合約之到期情況如下： 
 

 
於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年內 717  1,960
第二至第五年（首尾兩年包括在內） 19,740  29,842
於五年後 3,920  7,211
 24,377  39,013

 
 
中期股息及以股代息計劃 
 
董事會決議向於二零零九年四月十六日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回顧期之中期股息每股

0.25 港仙（二零零七年：每股 1.35 港仙）。該等中期股息將會根據以股代息之方法，以入賬列

作繳足股款之本公司新股向股東配發；股東亦可選擇收取現金作為全部或部分股息以代替上述

獲配發之股份（「以股代息計劃」）。 
 
以股代息計劃須獲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批准按該計劃而發行的股份上市並准予

買賣後，方可作實。載有以股代息計劃詳情之通函及選擇表格將在實際可行情況下盡快寄予本

公司股東。  
  
按照以股代息計劃發行之股票及股息權證預計將於二零零九年六月十二日或之前送達合資格股

東。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於二零零九年四月十五日起至二零零九年四月十六日（包括首尾兩

日）止期間暫停辦理本公司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為符合獲派上述中期股息及以股代息計劃之

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須於二零零九年四月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

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 號金鐘

匯中心 26 樓。 
 
 
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回顧期內全球經濟持續疲弱，當金融危機於最後三個月蔓延至其他大型工業界別，市場氣氛更

迅速惡化。集團前期三個月的表現理想，唯後期受到經濟急劇下滑，引致商業活動放緩而帶來

不利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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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回顧期內集團錄得營業額六億六千三百萬港元，較去年同期之七億八千七百萬港元下降百分之

十六。溢利為一億二千萬港元，較去年同期減少百分之四十四；股本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為一

億二千二百萬港元，去年同期為二億一千四百萬港元。每股盈利為 3.27 港仙，去年同期為 6.62
港仙。溢利下降乃由於項目進度延誤，營業額及邊際利潤相應受到影響而下調。另外，就系統

及網絡之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所確認之減值虧損四千一百萬港元，亦為盈利帶來不利影響。這

些撥備反映當前的市場情況及對該等投資與資產作審慎及穩健之評估。撇除相關減值撥備，回

顧期之經調整後溢利為一億六千一百萬港元，而經調整後股本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為一億六千

三百萬港元，去年同期之比較數字分別為二億三千萬港元及二億三千一百萬港元。 
 
由於集團不斷檢討及執行控制成本的措施，經營支出整體維持穩定，分銷成本減至二千零七拾

萬港元（二零零七年：二千五百二拾萬港元），與營業額情況相符。一般及行政支出減至五千零

六拾萬港元（二零零七年：五千三百四拾萬港元）；而折舊及攤銷支出則上升至一億五千三百萬

港元（二零零七年：一億四千萬港元），此乃由於期內持續推出若干新項目所致。 
 
回顧期之財務成本減至一百一拾萬港元，去年同期之比較數字為二百三拾萬港元，此乃由於總

貸款由去年同期之五千五百萬港元減少至三千八百萬港元。 
 
集團財務狀況正面，維持淨現金狀況，並無進行任何有關投機性衍生工具或結構性產品之交易。 
 
業務回顧 
 
集團的中國業務，受惠於中央政府的支持，把資信科技及電信界別列入國家刺激經濟計劃的重

點項目以刺激增長及抵禦全球不景氣，看通之特設解決方案及產品的營銷及市場推廣活動繼續

進行。於公營機構、教育及電信行業等關鍵市場，資信科技開支依然保持穩定。鑑於對新一代

無線網絡的開放以及公營及商業機構對資信科技及通信方案需求龐大，尤其是新的方案和多元

化的應用，故集團亦抓緊商機，擴展其應用解決方案及產品系列，尤其應用於遙控管理及保安

範籌之綜合無線電方案和在線監察系統。於回顧期，中國市場之銷售額下降百分之十四至四億

二千三百萬港元，去年同期則為四億九千萬港元，反映環球市場的整體商業活動有普遍放緩的

現象。 
 
集團於歐洲的業務，包括消防、緊急通信服務、以及英國國家健康服務處（National Health 
Services）的項目，繼續進行銷售及推廣活動。期內集團取得新合約，供應個人保安及員工獨處

保安系統予英國的醫院。除了德國市場顯得較為疲弱外，環球金融危機於回顧期內並無對本集

團於歐洲之銷售表現產生重大影響。然而，主要供應商延遲付運及安裝而引致集團的政府合約

持續受到延誤，導致歐洲的表現未能符合預算。儘管面對種種困難，看通仍處於有利位置以取

得新的長期合約，尤其於消防服務、個人保安及海岸巡邏保安方面。來自歐洲業務的營業額下

降百分之十四至一億八千九百萬港元，去年同期則為二億二千萬港元，部分乃由於疲軟的歐羅

和英鎊所影響。 
 
於電子博彩及網上娛樂方面，看通繼續投資於加強整合博彩技術解決方案、電子付款渠道及銷

售網絡，集團會定期檢討其投資項目，以決定是否符合原定計劃發展，同時能否達到預期效益。

如有需要，集團亦會於有需要時作出適當之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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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鑑於經濟及市場前景遇到空前的不明朗因素，並將會持續一段時間，現今很難預計本財政年度

下半年之情況。集團將保持警覺，而在制定業務目標時，將會採取審慎態度。與此同時，控制

成本的措施亦會繼續執行。 
 
管理層對中國長遠的經濟前景仍然樂觀，特別是中央政府公佈之刺激經濟計劃對基建項目的強

烈支持，包括資信科技及電信界別。以集團之正面財務狀況及專門技術，希望於現今全球性經

濟危機中有助集團安之若素，如遇到合適機遇，更可尋求前景可觀的新投資項目。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在回顧期內，本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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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在回顧期內之任何時間，本公司董事概不知悉任何資料可合理顯示本公司不遵守聯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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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述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簡文樂 
 

香港，二零零九年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簡文樂先生及黎日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簡堅良先生、夏淑玲女士
及 Paul Michael James Kirby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雄健教授、Frank Bleackley 先生、崔玖教授
及何慕嫻女士。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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