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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執行董事
楊俊偉（主席兼行政總裁）
陳志遠
王翔弘
楊俊昇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釗洪
馮燦文
陳方剛

公司秘書
劉曉汀

核數師
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法律顧問
李智聰律師事務所
康德明律師事務所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金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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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廣場二期34樓
3401–3413室
電話：+852 2807 8288

傳真：+852 2807 8299

股份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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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www.e-kong.com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MUFG Fund Services (Bermuda) Limited

The Belvedere Building

69 Pitts Bay Road

Pembroke HM08

Bermuda

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
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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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
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KONG GROUP LIMITED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e-Kong Group Limited（「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與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此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及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檢閱。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30,173 36,586
銷售成本 (15,039) (18,091)    

毛利 15,134 18,495
其他收益及收入 3 6,701 1,142    

21,835 19,637

銷售及分銷開支 (2,431) (3,332)
業務宣傳及市場推廣開支 (1,527) (1,960)
經營及行政開支 (42,989) (20,902)
其他經營開支 (6,640) (2,686)    

經營虧損 (31,752) (9,243)

財務費用 4 (1) (133)
出售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之收益淨額 393 –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減少淨額 (7,959) –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附屬公司之收益 – 44,808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4 3,79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虧損） 18 821 (67)    

除稅前（虧損）╱溢利 4 (38,494) 39,163
稅項支出 5 – (9)    

期內（虧損）╱溢利 (38,494) 39,154    

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6,952) 40,385
非控股權益 (1,542) (1,231)    

期內（虧損）╱溢利 (38,494) 39,154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及攤薄 (5.1) 7.5    



簡明綜合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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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溢利 (38,494) 39,15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之匯兌差額 628 (261)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37,866) 38,893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6,324) 40,124

非控股權益 (1,542) (1,231)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37,866) 3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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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
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e-KONG GROUP LIMITED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商譽 8 33,464 1,019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2,371 –
物業、機器及設備 9 17,760 12,084
無形資產 10 95,814 8,329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11 7,800 –
遞延稅項資產 15 45 45    

157,254 21,477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 66,832 51,05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36,912 58,038
已抵押銀行存款 13 1,487 1,427
由一名證券經紀持有之現金 11,611 26,817
現金及銀行結餘 33,338 94,116    

150,180 231,45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88,288 23,824
應付稅項 1,490 –
融資租賃承擔 42 –    

89,820 23,824    

流動資產淨值 60,360 207,62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7,614 229,105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596 787
遞延稅項負債 15 18,977 230
融資租賃承擔 73 –    

19,646 1,017    

資產淨值 197,968 228,08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7,294 7,294
儲備 194,966 231,12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202,260 238,419

非控股權益 (4,292) (10,331)    

權益總額 197,968 228,088    



簡明綜合
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06e-KONG GROUP LIMITED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股本

贖回儲備 資本儲備 實繳盈餘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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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7,294 187,630 2,717 25 2,077 83,489 (44,813) 238,419 (10,331) 228,088

期內虧損 – – – – – – (36,952) (36,952) (1,542) (38,49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及
一間合營企業之匯兌差額 – – 628 – – – – 628 – 62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628 – – – (36,952) (36,324) (1,542) (37,866)

與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交易
擁有權權益之變動：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股權（附註19） – – – – 165 – – 165 835 1,000
業務合併產生之非控股權益
（附註20） – – – – – – – – 6,746 6,746

與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交易總額 – – – – 165 – – 165 7,581 7,74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7,294 187,630 3,345 25 2,242 83,489 (81,765) 202,260 (4,292) 197,968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5,210 67,093 2,414 25 2,077 83,489 (48,695) 111,613 (7,652) 103,961

期內溢利 – – – – – – 40,385 40,385 (1,231) 39,154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匯兌差額 – – (261) – – – – (261) – (26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261) – – – 40,385 40,124 (1,231) 38,893

與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交易
供款及分派：
於配售時發行股份 1,042 68,900 – – – – – 69,942 – 69,942

擁有權權益之變動：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附屬公司 – – 1,218 – – – – 1,218 – 1,218

與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交易總額 1,042 68,900 1,218 – – – – 71,160 – 71,16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6,252 135,993 3,371 25 2,077 83,489 (8,310) 222,897 (8,883) 21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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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
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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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43,921) (7,715)

投資業務
收購附屬公司 (47,593)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5) (18)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附屬公司 – 103,40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擁有權且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之權益所得款項 500 –

購買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7,800)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46 22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8,747) (945)

退還收購投資所付按金 31,250 –   

投資業務（所用）╱所產生現金淨額 (32,349) 102,464   

融資業務
於配售時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 69,942

償還銀行貸款 – (1,390)

償還融資租賃承擔 (11) –   

融資業務（所用）╱所產生現金淨額 (11) 68,55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76,281) 163,301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0,933 42,68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匯兌盈利╱（虧損） 297 (144)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4,949 205,8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33,338 205,841

由一名證券經紀持有之現金 11,611 –   

44,949 205,841   



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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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
及編製基準與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所採納者一致。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而於本期間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本集團正在評估該等新增
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於將來採納後可能造成之影響。

2.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管理層（主要營運決策者）確定經營分部，以便進行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本集團之業務分部包括透過電子商
務平台提供電訊服務、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及分銷業務及其他業務（指提供保險相關產品分銷服務）。

分部業績乃指各分部所賺取之除稅前業績（並未計入中央經營與行政開支）。所有資產均分配至須予呈報之分部內，惟
未予分配資產（主要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由一名證券經紀持有之現金及現金以及銀行結餘）則除
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須予呈報之分部內，惟企業負債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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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KONG GROUP LIMITED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期內按業務及地區分部劃分之本集團分部資料分析如下。

(A) 按業務分部劃分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訊服務 其他業務 抵銷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29,175 998 – 30,173

分部間銷售 145 – (145) –     

29,320 998 (145) 30,173     

業績
分部業績 (2,519) (2,524) – (5,043)

財務費用 (1) – – (1)     

(2,520) (2,524) – (5,044)    

其他經營收入及開支 (33,450) 

除稅前虧損 (38,494)     

分部間銷售乃按當時市場價格計算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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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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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A) 按業務分部劃分（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訊服務 其他業務 抵銷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35,844 742 – 36,586
分部間銷售 145 – (145) –     

35,989 742 (145) 36,586     

業績
分部業績 43,516 (2,161) – 41,355
財務費用 (133) – – (133)     

43,383 (2,161) – 41,222    

其他經營收入及開支 (2,059) 

除稅前溢利 39,16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電訊服務

金融支付
處理解決
方案及軟件
開發服務以
及分銷業務 其他業務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須予呈報之分部 30,267 143,558 5,014 178,839    

未予分配資產 128,595 

307,434 

負債
須予呈報之分部 (12,910) (42,639) (10,235) (65,784)    

未予分配負債 (43,682) 

(109,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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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KONG GROUP LIMITED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A) 按業務分部劃分（續）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電訊服務 其他業務 綜合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須予呈報之分部 32,030 2,285 34,315   

未予分配資產 218,614 

252,929 

負債
須予呈報之分部 (12,254) (6,027) (18,281)   

未予分配負債 (6,560) 

(24,841)    

 

(B) 按地區資料劃分
本集團之收益來自亞太地區。其物業、機器及設備和無形資產處於亞太地區。

3. 其他收益及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2 28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137 –

管理費用收入 4,272 –

其他 2,290 1,114   

6,701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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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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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費用
融資租賃承擔之利息 (1) –

銀行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銀行貸款 – (29)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之其他貸款 – (104)   

(1) (133)   

其他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 (956) (971)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285) (1,250)

物業之經營租賃費用 (12,788) (1,828)   

5. 稅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現行稅項
海外所得稅 – (9)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產生稅項虧損，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期內之應課稅溢利已全數被往年積存之承前稅項虧損抵銷，因此並
無對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海外稅項乃指若干附屬公司根據其經營所在國家適用之稅率計算之所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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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股息（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無）。

7.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36,952,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溢利40,38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729,400,000股（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541,149,171股）
加權平均股份數目計算。

本公司於本期間及以往期間並無已發行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因此於呈報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
損）╱盈利相同。 

8. 商譽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初╱年初 1,019 –

增添（附註20） 33,464 1,019

出售（附註18） (1,019) –   

於期末╱年末 33,464 1,019   

代表：
成本 33,464 1,019

累計減值虧損 – –   

33,464 1,019   

9. 購買及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購買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成本為8,87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0,784,000

港元），而出售若干物業、機器及設備成本為28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5,924,000港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賬面淨值包括財務租賃資產11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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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無形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初╱年初成本 18,404 19,432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附註20） 88,032 –

匯兌調整 757 (1,028)   

107,193 18,404

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 (11,379) (10,075)   

95,814 8,329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形資產乃與域名註冊、網頁╱數據托管及其他服務之開發成本及客戶合約有關。

由於購買一間附屬公司（載列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0），本集團分別獲得包括17,579,000港元之技術知識、
57,363,000港元之客戶關係及13,090,000港元之軟件之無形資產，並已於購買日按其暫定公平值予以確認。

技術知識指經營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業務之知識，包括但不限於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服務開發之成熟電子商務支
付平台之技能。技術知識具有有限可使用年期，並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7年以直線法攤銷。

客戶關係指由本集團維持與電子商務平台用戶之現有業務關係。客戶關係具有有限可使用年期，並按其估計可使用年
期5年以直線法攤銷。

軟件指專門用作提供所收購之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用途之電子商務平台。軟件具有有限可使用年
期，並於9年以直線法攤銷。

11.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九日，本集團完成第一筆投資，以100萬美元（相當於7,800,000港元）認購昶洧香港有限公司（「昶
洧香港」）（主要從事電動汽車開發業務）之新普通股本，本集團佔有昶洧香港經擴大已發行股本之0.20%，並以本集團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入賬。

該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沒有在活躍市場中報價，且其公平值不能可靠計量。因此，該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乃按成本減
減值虧損列賬。

根據條款清單，本公司及╱或其指定人士將有權選擇於第二筆投資中投資5,000萬美元至5,500萬美元，亦有權於第三
筆投資中投資4,500萬美元。有關詳情請參閱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五日及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公告。本公司
及╱或其指定人士不一定會進行第二筆投資及第三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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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16,381 8,053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0,531 18,735

收購投資之已付可退還按金 – 31,250   

20,531 49,985   

36,912 58,038   

本集團銷售之信貸期主要介乎30至90日不等。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貿易款項（已扣除呆賬撥備），有關賬齡分
析（按發票日期）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一個月 13,137 4,661

一至三個月 1,879 2,462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1,365 930   

16,381 8,053   

13. 已抵押銀行存款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銀行存款為數1,48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27,000港元）予
銀行，用於向供應商開立1,48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27,000港元）之銀行擔保，以滿足營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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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8,291 2,855

其他應付款項
遞延收益 3,397 3,38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6,600 17,585   

88,288 23,824   

貿易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貿易款項，有關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一個月 3,302 2,681

一至三個月 1,295 56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3,694 118   

8,291 2,855   

15. 遞延稅項
本集團期╱年內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之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呈報期初 (185) (306)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20） (18,735) –

於損益扣除 – 98

匯兌調整 (12) 23   

(18,93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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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遞延稅項（續）
於呈報期末，已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虧損 41 41

折舊免稅額 (238) (226)

公平值調整 (18,735) –   

(18,932) (185)   

已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已作出適當抵銷後）之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資產將予收回：
十二個月內 41 41

十二個月後 4 4   

45 45   

遞延稅項負債將予清償：
十二個月內 (3,691) (186)

十二個月後 (15,286) (44)   

(18,977) (230)   

(18,932) (185)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遞延稅項負債主要來自因收購附屬公司而產生之無形資產重估而作出之公平值
調整及加速稅項折舊之遞延稅項（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加速稅項折舊之遞延稅項）。



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8e-KONG GROUP LIMITED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16.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期初╱年初及期末╱年末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120,000 12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期初╱年初 729,400,000 521,000,000 7,294 5,210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配售時發行股份 – 104,200,000 – 1,042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配售時發行股份 – 104,200,000 – 1,042     

於期末╱年末 729,400,000 729,400,000 7,294 7,294     

17. 關連方交易
除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所詳述之交易外，本集團於期內與一名關連方進行之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交易性質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貸款之利息開支（附註） – 104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償還結餘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2,009 –   

附註： 上述關連公司均指有共同董事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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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現金代價1,700,000港元將其持有金營財務有限公司（「金營」）之100%股本權益出
售予一間與本公司擁有共同董事之公司（「金營出售事項」）。金營出售事項詳情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已出售負債淨額：
其他應收款項 15

現金及銀行結餘 5

其他應付款項 (160)  

出售時負債淨額 (140)  

終止確認商譽（附註8） 1,019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821  

以現金支付之代價 1,700  

就金營出售事項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流出淨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現金代價 –

已出售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流出淨額 (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尚未支付並計入其他應收款項之金營出售事項現金代價1,700,000港元為無抵押及免息，並
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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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並無導致失去控制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本集團完成出售本集團於Cyber Insurance Brokers Limited（「Cyber Insurance」，本集團之非
全資附屬公司）之24.99%股本權益，總代價為1,000,000港元（「Cyber Insurance出售事項」）。於Cyber Insurance出售事
項完成後，Cyber Insurance仍為本集團之非全資附屬公司，其財務狀況及業績將繼續由本集團綜合入賬。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已收╱應收非控股權益之代價 1,000

所出售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 (835)   

直接於資本儲備確認之差額 165   

根據已簽訂之買賣協議，代價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以現金500,000港元償付。餘額500,000港元買方可選擇於二零
一六年九月底之前向本集團出讓及轉讓於AD MedLink Limited（由買方之實益擁有人控制）之25%已發行股本償付。有
關投資將作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入賬。

20.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Stage Charm Limited（「Stage Charm」）與獨立第三方Summer 

Beach International Limited訂立買賣協議。根據該協議，Stage Charm同意購買Diamond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

（「Diamond Frontier」）及其附屬公司（統稱「Diamond Frontier 集團」）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人民幣80,000,000元（相
當於94,172,000港元）（「Diamond Frontier收購事項」）。

Diamond Frontier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擁有杭州蘇頌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蘇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
之公司）之90%股本權益。杭州蘇頌主要從事透過電子商務平台提供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以及分銷
業務。杭州蘇頌持有杭州芙蘇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芙蘇」，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從事信息科技研發業務，並已於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中入賬列為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註冊資本之50%股本權益。

由於進行Diamond Frontier收購事項，本集團預期將擴展其核心業務至透過電子商務平台提供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
軟件開發服務以及分銷業務。

下文概述已付╱應付代價以及於收購日所購入資產之價值及所承擔負債之金額：

暫定公平值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代價：
已付╱應付現金 9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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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收購附屬公司（續）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所購入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之已確認金額：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2,371

無形資產（附註10） 88,03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384

銀行及現金結餘 9,407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2,515)

應付稅項 (1,490)

遞延稅項負債 (18,735)  

可識別淨資產總額 67,454

已確認之非控股權益 (6,746)

收購事項產生之商譽（附註8） 33,464  

94,172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流量淨額：
收購附屬公司獲得之現金淨額 9,407

已付現金代價 (57,000)  

(47,59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計入其他應付款項之Diamond Frontier收購事項尚未支付現金代價部份37,172,000港元為無
抵押、免息及須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償還。

就已收購附屬公司而言，所得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公平值包括公平值為8,649,000港元之貿易應收款項。貿易應收款
項之總合約金額為8,649,000港元，其中並無餘額預計將無法收回。

收購產生之商譽源於對透過其電子商務平台提供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以及分銷業務之需求殷切所帶
來之增長及溢利潛力。概無已確認之商譽預期可用作扣除所得稅。

自收購以來，所收購業務並無對本集團貢獻任何收益或溢利。倘期內所進行之業務合併於期初作實，則本集團之綜合
收益及虧損將分別約為39,285,000港元及33,805,000港元。該備考資料僅供說明用途，不一定表示本集團於二零一六
年一月一日收購完成後實際達到之收益及經營業績，亦無意作為未來業績之預測。

本集團已選擇按其於被收購方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之權益比例計量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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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收購附屬公司（續）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由於收購完成後時間尚短，本集團尚未完成對被收購方於收購日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評
估。上述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之適用公平值及自收購產生之商譽屬暫估性，當獨立估值師於未來期間完成估值，
有關公平值或會出現變動。

21. 公平值計量
以下乃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所界定之三級公平值等級制度呈列本集團於呈告期末以公平值計量之
金融工具，而公平值計量乃按最低級別所輸入之數據（對其整體計量有重大影響）作整體分類。各級別輸入數據定義如
下：

• 第1級別（最高級別）：本集團在計量日獲得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

• 第2級別：除第1級別所包括之報價以外，資產或負債可直接或間接觀察得出之輸入資料；及

•  第3級別（最低級別）：無法觀察之資產或負債輸入資料。

(i) 按公平值計量之資產

第1級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
香港上市股本投資 66,832 51,054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第1級別及第2級別公平值計量之間並無轉撥，且第3級
別公平值計量亦無撥入或撥出。

(ii) 不按公平值計量之財務資產及負債
不按公平值入賬之本集團財務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與其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公平值之間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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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e-Kong Group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審核委員會

引言
本核數師已檢閱載於第3頁至第22頁之中期財務報表，包括e-Kong Group Limited（「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於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
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說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中期財務報表之
報告必須遵照其相關條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編製。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此等中期財務報表。

本核數師之責任是根據我們的檢閱對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作出結論，並按照雙方所協定之委聘書條款僅向 閣下匯報而不作其他
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書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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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KONG GROUP LIMITED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檢閱範圍
本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檢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檢閱」進行檢閱工
作。中期財務報表之檢閱包括向主要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之人員作出查詢，及進行分析和其他檢閱程序。由於檢閱之範圍遠較
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為小，故此檢閱未能確保我們可以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
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本核數師之檢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致使我們相信中期財務報表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進行
編製。

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韋大象
執業證書號碼：P0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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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收益由往期36,600,000港元減少17.5%至30,200,000港元。期內本集團整體毛利率（即其收益百分比）為
50.2%，而往期為50.6%。

經營業務
由本集團位於香港及新加坡之電訊業務組成之ZONE亞洲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總收益29,300,000港元，佔本集團於同期綜合收
益之97.0%。與ZONE亞洲往年同期之收益35,900,000港元比較下，所錄得減幅為18.4%。香港及新加坡之傳統話音業務分部
之收益及利潤均錄得進一步跌幅，主要由於流失部份主要客戶，加上來自其他傳統服務供應商帶來之競爭亦有所加劇，再者客
戶已轉往使用其他以數據為核心之通訊程式及工具。新加坡之數據連接業務分部亦正面對市場上其他寬帶服務供應商日益加劇
之競爭狀況。

務求減低對話音及數據業務分部之困難，ZONE依然集中於香港擴大其項目相關收益基礎，包括成功取得若干來自中國大陸及
澳門之巨額合約。在新加坡，ZONE繼續實行加快雲端業務之策略，以借助區內不斷澎漲之市場來受惠。期內，ZONE推出其電
子商務平台，以扶助雲端服務之網上採購，並開闢門路進軍地區市場。ZONE新加坡亦開展針對渠道夥伴之合作項目，以進一
步擴大其分銷渠道以接觸新加坡內各中小型企業。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保險分銷業務RMI繼續執行其擴充計劃，以在亞洲營銷及分銷保險相關產品。除了集中火力推出其大眾
市場分銷策略之外，RMI正與一名具領導地位之醫療保險及保健顧問締結夥伴聯盟，並已將其服務擴充至日益增長之醫療保險
行業，以香港之中小型企業及外籍人士為目標對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集團收購Diamond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擁有杭州蘇頌科技有限
公司（「蘇頌」）之90%股本權益。蘇頌主要透過提供基礎技術基建向中國多間商家（包括中國聯通）提供綜合金融支付處理解決
方案、廣告及軟件開發服務）。憑藉長期業務合作，蘇頌已建立強大之客戶關係，亦已累積多年電子商務支付解決方案之經驗
及大量有關客戶行為和完成交易之數據，可為發展其本身之商對商線上及線下商務平台及分銷業務提供穩固根基及寶貴意見。
透過商對商之連接，蘇頌通過線上支付解決方案服務賺取收益、交易佣金及增值服務之費用。

展望
放眼未來，董事會相信，市場競爭加劇及全球經濟之不明朗因素短期內很可能對本集團之現有電訊及保險業務構成不利影響。
然而，透過新收購之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供應商及其電子商務平台，本集團將能透過提供全面及綜合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
以及創新之產品及服務，擴充其客戶基礎、提升其商對商電子商務平台及擴闊其收益來源。

雖然本集團將繼續服務其客戶、擴充其現有業務及實現有機增長，但其亦將積極尋求其他投資機遇（尤其是以技術為核心之項
目），以審慎地重新部署其業務組成，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從而提高業務績效、提升營運效益及達致業務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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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及業績
期內本集團之收益為30,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7.5%。

期內本集團之整體毛利率為50.2%，而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則為50.6%。期內毛利減少18.2%至15,1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
為18,500,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之總經營開支為53,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85.6%。該項大幅增加乃主要由於有關多項投資以及試圖作投資
及業務收購之法律及專業費用增加以及辦公室租金上漲所致。

期內本集團之經營虧損為31,8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9,2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完成出售金營財務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權。本集團就是項交易錄得一次過收益約8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本集團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附屬公司錄得收益44,800,000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綜合虧損為37,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溢利40,400,000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股息（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無）。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融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淨值為198,0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28,100,000港元。

期內資本開支為8,900,000港元，主要用於提升位於新加坡與香港之網絡及一般辦公室設備。

現金及銀行結餘連同由一名證券經紀持有之現金（不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為44,900,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0,9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一筆為數1,500,000港元之款項（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400,000港元）已作為銀行存款抵押，以作為就授予一間附屬公司之一筆銀行融資而向一間銀行開立信用證之擔
保。此外，1,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00,000港元）之銀行擔保已就營運需要開立予供應商。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銀行借款。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融資租賃
承擔總額為1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資產比率（按借款總額佔資產淨值之百分比計算）為0.1%（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0%）。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港元」）及人民幣（「人民幣」）計值，而本集團大部份收支以新加坡元（「新加坡元」）計值。
本集團持續密切監察新加坡元、港元及人民幣之匯率，並將於適當時候採取適宜行動，以減低上述外匯風險。就此而言，本集
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進行任何相關貨幣對沖。

或然負債及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或承擔，且董事概不知悉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度報告所披露資料有任何其他重大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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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重大投資及表現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香港證券投資（統稱為「該等投資」），市值為66,8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51,100,000港元），即包含九個（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七個）香港上市證券之投資組合。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就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投資錄得未變現公平值虧損及已變現出售收益，分別為8,000,000港元及400,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變現公平值虧損6,900,000港元及已變現出售虧損5,200,000港元）。該重大虧損乃由於
中國股市大幅波動以及中國及全球經濟放緩所帶來之壓力所致。該等投資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詳情載列如下：

公司名稱 股份代號 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投資之
持股百分比

期內已變現
（虧損）收益

期內公平值
變動未變現
收益（虧損） 收購成本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之公平值

資產淨值
百分比 主要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 當代置業（中國）
有限公司

01107 1,362,000 0.07% (467) (114) 2,542 2,152 1.09% 於中國及美國從事房地產發展、
物業投資、酒店營運、項目管
理、房地產經紀服務及移民服
務。

2 中國寶力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
（前稱御濠娛樂
控股有限公司）

00164 33,150,000 0.10% 581 37 8,019 7,558 3.82% 娛樂及郵輪業務、物業業務、伽
瑪射線照射服務、資源業務及
證券買賣及投資。

3 Sincere Watch 
(Hong Kong) Ltd.

00444 30,450,000 0.73% – (12,332) 27,913 12,637 6.38% 於香港、澳門、台灣及中國從事
華貴品牌手錶、時計與配件之
分銷。

4 金山能源集團
有限公司

00663 545,000 0.01% – 20 138 135 0.07% 開採及銷售煤炭與白銀、開採及
生產石油與天然氣、石油開採
技術研發及提供融資租貸。

5 仁瑞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02322 2,064,000 0.28% – 2,491 6,240 10,526 5.32% 船舶租賃業務

6 百靈達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02326 4,400,000 0.02% – (968) 7,919 1,892 0.96% 銷售家庭電器、電子產品及相關
注塑元件、分銷與銷售電子消
費產品及採購與銷售電腦與相
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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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股份代號 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投資之
持股百分比

期內已變現
（虧損）收益

期內公平值
變動未變現
收益（虧損） 收購成本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之公平值

資產淨值
百分比 主要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7 德普科技發展
有限公司

03823 4,790,000 0.07% 461 3,455 8,690 12,023 6.07% 製造及銷售LED照明產品與配
件、能源效益項目及提供物業
分租與管理服務。

8 卡撒天嬌集團
有限公司

02223 1,700,000 0.66% – (1,683) 5,576 3,893 1.97% 製造及買賣家紡產品與配件。

9 藍天威力控股
有限公司

06828 26,256,000 0.31% – 1,135 14,881 16,016 8.09% 銷售及分銷天然氣與其他相關產
品；銷售書籍產品；及銷售專
用產品。    

575 (7,959) 81,918 66,832   

其他費用及佣金
開支

(182)
 

393 

於本年度，本集團自所持證券收取股息1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由於中國股市大幅波動以及中國及全球經濟放緩所帶來之壓力等諸多因素，恒生指數由二零一六年一月
四日之21,327.12點下跌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20,794.37點。於期內，多個行業之波動亦有加劇。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就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投資錄得未變現公平值虧損8,000,000港元。

董事會知悉，股權表現或會受香港股市波幅影響，並對可能影響其價值之其他外部因素較敏感。因此，為緩和與股權相關之潛
在財務風險，董事會於多個市場分部維持多元化之投資組合，並密切監察其投資組合之表現。

所持重大投資及表現（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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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本公司或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上巿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所獲知會，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
權益及淡倉載列如下。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持股概約百分比    

楊俊偉 實益擁有人 45,410,000 6.23%

配偶權益 170,900,000

（附註）
23.43%

楊俊昇 實益擁有人 270,000 0.04%

配偶權益 80,000 0.01%

* 「股份」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附註：

170,900,000股股份由楊俊偉先生之配偶呂麗欣女士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楊俊偉先生被視為擁有呂麗欣女
士所持有之170,900,000 股股份。

上文披露之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之好倉，而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概無持有任何相關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本公司及聯交所根
據標準守則所獲知會，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包括彼等之配偶及未滿18歲之子女）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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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可收購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任何時間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
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而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於期內亦概無擁有或獲授予任
何可認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或債券之權利，亦並未於期內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本公司所獲知會，下列人士（不包括本
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載列如下。

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呂麗欣女士 實益擁有人 170,900,000 23.43%

配偶權益 45,410,000

（附註）
6.23%

薛煒森先生 實益擁有人 51,250,000 7.03%

* 「股份」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附註：

45,410,000股股份由楊俊偉先生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楊俊偉先生之配偶呂麗欣女士被視為於楊俊偉先生所持有之
45,410,000股股份擁有權益。

上文披露之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本公司所獲知會，
本公司未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以激勵及╱或獎勵合資格人士對提升本集團利益所作之貢獻及持續作出之努力。於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或同意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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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克盡己任，以股東之最大利益及提高股東長遠價值為優先。除下文所闡述之偏離事項
外，本公司董事概無知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之任何時間，未有或未曾遵守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使責任不集中於任何一位人
士。作為其書面企業政策指引一部份，本公司已確立並以書面記錄有關本公司主席（「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各自之責
任，當中明確表示主席負責領導工作，確保董事會有效運作，而本公司行政總裁則獲授權，負責監督由董事會制定之預算及目
標之實施情況。

自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起，楊俊偉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行政總裁。董事會不時重新評估本公司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A.2.1可能產生之影響，且相信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授予同一人士使企業規劃及指導執行業務計劃與發展策略更有效率。
此外，董事會相信，有效率之董事會可充分確保權力及授權之平衡，該董事會應由經驗豐富之優秀人才組成且七分三之董事為
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證券守則。全體董事經本公司
特定查詢後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需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管理層與外聘核數師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告。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檢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
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檢閱」進行審閱。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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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香港及新加坡合共聘用121名（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2名）僱員，其於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員工成本為21,9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17,3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薪酬政策按個別僱員之表現及經驗制訂，並與本集團經營所在地之市場慣例相符。本集團已設立獎勵花紅計劃，推動
及獎勵各職級之僱員努力工作，以實現其目標。除薪金及花紅外，本集團亦向僱員提供其他附帶福利，包括公積金及醫療津
貼。

環保意識
過去多年，本集團盡力減少在其業務過程中產生之廢物。自二零零八年起，本公司參與由環境保護署及環境運動委員會等組織
舉辦之認可計劃－香港環保卓越計劃「減廢標誌」。該計劃目的旨在鼓勵香港工商機構採取妥善措施，減少企業在運作、製造產
品及提供服務時產生之廢物。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楊俊偉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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