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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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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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ong Group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www.e-kong.com

（股份代號：524）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

摘要

• 於二零一六年，本集團之營業額增加 12.6%至約78,900,000港元，並於本
年度錄得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79,300,000港元，而去年則為
溢利約3,9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有關多項收購以及試圖作投資及業務收
購之法律及專業費用大幅增加、辦公室租金上漲及按公平值透過損益
內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銳減所致。

•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收購Diamond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藉著收購，本集團透過其電子商務平台提供綜合金
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服務及分銷業務，得以擴展其核心業務。

• 本集團二零一六年總經營開支約為113,500,000港元，較去年約72,600,000
港元增加56.3%。該項大幅增加乃主要由於有關多項收購以及試圖作投
資及業務收購之法律及專業費用增加以及辦公室租金開支上漲所致。

• 二零一六年遞延稅項負債增加至約16,300,000港元，往期則約為200,000港
元。遞延稅項負債之增加主要來自收購Diamond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所購入之無形資產之適用公平值調整所致。

• 年內，本公司根據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之一般授權完成配售145,880,000股
股份。配售事項所得款項總額約為55,430,000港元，而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55,160,000港元。本公司擬將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用於增強本集團業
務營運之財務狀況及為進一步發展本集團業務提供額外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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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e-Kong Group Limited（「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
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78,917 70,115
銷售成本 (34,975) (34,096)  

毛利 43,942 36,019

其他收益及收入 3 12,634 1,271  

56,576 37,290

銷售及分銷開支 (4,806) (6,130)
業務宣傳及市場推廣開支 (2,610) (3,248)
經營及行政開支 (86,259) (57,411)
其他經營開支 (19,851) (5,860)  

經營虧損 (56,950) (35,359)

財務費用 4 (3) (135)
應佔一間聯營企業業績 7 –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25) –
出售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
財務資產之虧損淨額 (8,855) (5,245)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
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減少淨額 (14,512) (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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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收益 (42) 3,96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虧損） 15 821 (67)  

除稅前（虧損）╱溢利 4 (79,559) 1,110  

稅項（支出）╱撥回 5
現行稅項 (3,157) (5)
遞延稅項 1,702 98  

(1,455) 93  

年內（虧損）╱溢利 (81,014)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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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9,264) 3,882
非控股權益 (1,750) (2,679)  

年內（虧損）╱溢利 (81,014) 1,203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盈利 6
基本及攤薄 (10.6) 0.6  

綜合損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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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溢利 (81,014) 1,203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時之匯兌差額 (3,706) (915)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之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匯兌差額 (19) –  

年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84,739) 288  

應佔年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82,624) 2,967
非控股權益 (2,115) (2,679)  

年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84,739)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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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商譽 7 33,464 1,019
於一間聯營企業之權益 507 –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318 –
物業、機器及設備 14,358 12,084
無形資產 8 82,360 8,329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9 7,800 –
遞延稅項資產 13 45 45  

138,852 21,477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 10 63,199 51,05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57,389 58,038
已抵押銀行存款 1,407 1,427
由一名證券經紀持有之現金 3,221 26,817
現金及銀行結餘 45,239 94,116  

170,455 231,45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81,772 23,824
融資租賃承擔 72 –
應付稅項 4,271 –  

86,115 23,824  

流動資產淨值 84,340 207,62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3,192 22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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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557 787
遞延稅項負債 13 16,272 230
融資租賃承擔 110 –  

16,939 1,017  

資產淨值 206,253 228,08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8,753 7,294
儲備 202,365 231,12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211,118 238,419

非控股權益 (4,865) (10,331)  

權益總額 206,253 228,088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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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統稱包括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上巿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均為以千元為單位的近似值。

編製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基準與二零一五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一致。採納
與本集團相關並由本年度起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
年度及過往年度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於本年度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或
詮釋。本集團正在評估未來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可能產生之影響且未能合
理估計其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影響。

2.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管理層（主要經營決策者）釐定經營分部，以便進行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本集團
之業務分部包括電訊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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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及分銷業務以及其他業務（指提供保險相關產品分銷服務及顧問服務）。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賺取之除稅前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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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現金及銀行結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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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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年內按業務及地區分部劃分之本集團分部資料分析載列如下。

(a) 按業務分部劃分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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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業務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58,475 16,413 4,029 – 78,917
分部間銷售 733 – – (733) –     

59,208 16,413 4,029 (733) 78,917     

業績
分部業績 (5,236) 5,915 (3,305) – (2,626)
財務費用 (3) – – – (3)
應佔一間聯營企業業績 – – 7 – 7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 (25) – – (25)     

(5,239) 5,890 (3,298) – (2,647)    

其他經營收入及開支 (76,912) 

除稅前虧損 (7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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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a) 按業務分部劃分（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訊服務 其他業務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68,508 1,607 – 70,115

分部間銷售 409 – (409) –    

68,917 1,607 (409) 70,115    

業績
分部業績 44,031 (4,092) – 39,939

財務費用 (135) – – (135)    

43,896 (4,092) – 39,804   

其他經營收入及開支 (38,694) 

除稅前溢利 1,110 

分部間銷售按當時市場價格計算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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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a) 按業務分部劃分（續）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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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須予呈報之分部 25,375 137,185 4,820 167,380   

未予分配資產 141,927 

309,307 

負債
須予呈報之分部 (11,567) (35,512) (10,653) (57,732)   

未予分配負債 (45,322) 

(103,05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電訊服務 其他業務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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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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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b) 按地區資料劃分

本集團之收益來自亞太地區。其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位於亞太地區。

(c)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客戶
個別佔本集團收益總額之10%。

3. 其他收益及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1 31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142 –

管理費用收入 6,277 –

收回代客戶支付開支 5,432 505

其他 772 735  

12,634 1,271  

4.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費用
銀行貸款之利息 – (31)

一間關連公司其他貸款之利息 – (104)

融資租賃承擔之利息 (3) –  

(3) (135)

無形資產攤銷 (9,282) (1,904)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6,972) (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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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支出）╱撥回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行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海外所得稅 (3,157) (5)  

(3,157) (5)  

遞延稅項
折舊免稅額 1,702 98  

1,702 98  

稅項（支出）╱撥回 (1,455) 93  

年內，由於本集團出現稅項虧損，因此並無對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於二零一五年，由於
本集團於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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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稅項指若干附屬公司根據其經營所在國家現行稅率計算之所得稅撥備。

6.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
虧損約79,26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綜合溢利約3,882,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
均股份數目746,937,486股（二零一五年：607,500,274股）計算。

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並無已發行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因此於呈報年度之每股攤
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7. 商譽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成本 1,019 –

增添（附註17） 33,464 1,019

出售（附註15） (1,019) –  

33,464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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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譽（續）

透過業務合併所獲得之商譽已分配至本集團之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進行減
值檢測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產生單位

借貸業務 (i) – 1,019

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業務 (ii) 7,945 –

分銷業務 (ii) 25,519 –  

成本 33,464 1,019  

(i) 借貸業務

於本公告附註15詳述出售金營財務有限公司，賬面值約為1,019,000港元之商譽已終
止確認並計入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之釐定金額。

(ii) 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業務及分銷業務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集團按代價人民幣（「人民幣」）80,000,000元（相當於約
94,172,000港元）收購Diamond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Diamond Frontier」）之100%股本
權益。Diamond Frontier透過其附屬公司杭州蘇頌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蘇頌」）從事金融
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及分銷業務。所轉撥代價及非控股權益金額超
出所購入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之收購日公平值間之差額約為33,464,000港元。約
7,945,000港元已分配至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業務，而約25,519,000

港元已分配至分銷業務，並已確認為商譽。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參考現金流量預測之使用價值計算，評估
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業務現金產生單位及分銷業務現金產生單
位之可收回金額。



– 14 –

7. 商譽（續）

(ii) 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業務及分銷業務（續）

該計算方法使用根據董事所批准涵蓋四年期之財政預算得出之現金流量預測。超
過四年期之現金流量乃使用3%長期增長率推算。此增長率基於相關增長預測且不
高於相關行業之平均長期增長率計算所得。

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業務現金產生單位及分銷業務現金產生單
位兩者之可收回金額基於使用價值計算高於其賬面值。因此，商譽並無減值。

使用價值計算使用之主要假設如下：

金融支付
處理解決
方案及

軟件開發
服務業務 分銷業務

% %

四年預算期之平均增長率（每年） 23 24
長期增長率（每年） 3 3
折現率（每年） 20 30

管理層根據過往業績及其市場發展預測釐定預算毛利率。所用之折現率為稅前折
現率，並反映有關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業務現金產生單位及分
銷業務現金產生單位之特定風險。

除釐定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業務現金產生單位及分銷業務現金
產生單位兩者之可收回金額時之上述考慮情況外，本公司管理層並不知悉將有必
要使主要假設出現變動的任何其他可能變動。

8. 無形資產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成本 18,404 19,432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附註17） 88,032 –
匯兌調整 (5,004) (1,028)  

101,432 18,404
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 (19,072) (10,075)  

82,360 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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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無形資產（續）

由於進行本公告附註17所載之Diamond Frontier收購事項，本集團確認包括約17,579,000港元
之技術知識、約57,363,000港元之客戶關係及約13,090,000港元之軟件之無形資產，並按其
收購日公平值進行確認。

技術知識指經營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業務之知識，包括但不限於為金融支付處理解決
方案服務開發成熟電子商務支付平台之技能。技術知識具有限可使用年期，並按其七年
估計可使用經濟年期以直線法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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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關係具有限可使用
期，並按其五年估計可使用經濟年期以直線法攤銷。

軟件指專門用作提供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之電子商務平台。軟件具有
限可使用年期，並按九年以直線法攤銷。

無形資產與域名註冊、網頁╱數據托管及其他服務之開發成本及客戶合約有關。開發成
本及客戶合約具有限可使用年期，並按八年估計可使用經濟年期以直線法攤銷。

所有無形資產於出現減值跡象時進行減值檢測。

9.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九日，本集團完成以1,000,000美元（相當於7,800,000港元）認購昶洧香
港有限公司（「昶洧香港」）之新普通股本，並擁有昶洧香港 0.20%已發行股份之權益，而該
非上市投資以本集團一項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入賬。

由於董事認為，公平值估計範圍太大且無法合理評估多項估計之可能性，以致不能可靠
地計量公平值，故資產於各呈報期末以成本減減值虧損計量。

10.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交易
香港上市之股權投資 63,199 51,054  

上市投資之公平值按呈報期末所報市場價格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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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31,351 10,059

呆賬撥備 (2,369) (2,006)  

28,982 8,053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8,407 18,735

收購投資之已付可退還按金 – 31,250  

5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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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一個月 13,678 4,661

一至三個月 9,177 2,462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6,127 930  

28,982 8,053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9,443 2,855

其他應付款項
遞延收益 2,675 3,384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應付之現金代價（附註17） 37,172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2,482 17,585  

81,772 23,824  



– 17 –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貿易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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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一個月 5,284 2,681
一至三個月 1,737 56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2,422 118  

9,443 2,855  

13. 遞延稅項

已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於年內之變動如下：

稅項虧損 折舊免稅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41 (347) (306)
計入收益表 – 98 98
匯兌調整 – 23 23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1 (226) (185)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17） – (18,735) (18,735)
計入收益表 – 1,702 1,702
匯兌調整 – 991 991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1 (16,268) (16,227)   

已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作出適當抵銷後釐定）之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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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8) (186)
十二個月後 (12,874) (44)  

(16,272) (23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6,227)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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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遞延稅項（續）

未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虧損 37,414 28,777

可扣減之暫時性差異 3,050 849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40,464 29,626  

根據現行稅法，未確認稅項虧損約為226,74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174,389,000港元）及可
扣減之暫時性差異約為 18,49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 5,143,000港元）均無屆滿日期（二零
一五年：根據現行稅法並無屆滿日期）。

14. 股本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 12,000,000,000 120,000 12,000,000,000 12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 729,400,000 7,294 52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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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配售時
發行股份（附註） 145,880,000 1,459 –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875,280,000 8,753 729,400,000 7,294    

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本公司根據股東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舉行之本
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授出之一般授權，向不少於六名獨立投資者配發及發行合共
145,880,000股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配售價約為每股現金 0.38港元。所得款項淨
額約55,158,000港元已用於加強本集團業務營運之財務狀況，並提供額外資金以進
一步發展本集團業務。每股已發行股份所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為每股0.378港元。
本公司股份於發行日之收市價為0.48港元。根據配售發行之所有股份於所有方面
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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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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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將其於金營財務有限公司之
100%股本權益出售予一間與本公司擁有一名共同董事之公司。詳情如下：

千港元

已出售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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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19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821 

以現金支付之代價 1,700 

就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流入淨額分析如下：

千港元

現金代價 1,700
已出售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流入淨額 1,69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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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財務狀況及業績繼續由本集團綜合入賬。

千港元

已收非控股權益之代價 1,000
所出售非控股權益賬面值 (835) 

直接於資本儲備確認之差額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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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一日以向本集團轉讓於AD MediLink Limited（由買方實益擁有人控制）之25%已發行
股本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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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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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買賣協議，Stage Charm同
意購買Diamond Frontier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人民幣80,000,000元（相當於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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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業務。
杭州蘇頌持有杭州芙蘇科技有限公司（從事科技資訊研發業務）註冊資本之50%股本權益，
此項目已於綜合財務報表列為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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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代價：
已付╱應付現金 94,172 

千港元

所購入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之已確認金額：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2,371
無形資產（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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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3） (18,735) 

可識別資產淨值總額 67,454
已確認之非控股權益 (6,746)
收購事項產生之商譽（附註7） 33,464 

9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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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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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收購附屬公司（續）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入其他應付款項之Diamond Frontier收購事項尚未支付
現金代價部份為人民幣約31,578,000元（相當於約37,172,000港元），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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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8,649,000港元
之應收貿易款項。應收貿易款項之總合約金額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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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購業務對本集團貢獻收益約 16,413,000港元及溢利約 4,387,000港元。倘
年內所進行之業務合併於年初作實，則本集團之綜合收益及虧損分別約為88,029,000港元
及76,325,000港元。

本集團已選擇按其於被收購方可識別資產及負債之權益比例計量非控股權益。

18. 呈報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向Flash Hope Holdings Limited（「Flash 

Hope」，於本年度重組後持有昶洧香港）收購38,532,110股普通股，佔Flash Hope全部已發行
股本約 17.70%，代價為 42,000,000美元（相當於約 325,794,000港元）（「Flash Hope投資」）。Flash 

Hope投資以現金支付。

由於Flash Hope投資協議條件未能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或之前完成，故買賣協議已告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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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股息（二零一五
年：無）。

業務回顧

概覽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較去年之70,100,000港元增加12.6%至約78,900,000
港元。於二零一六年，由本集團於新加坡（「ZONE新加坡」）及香港（「ZONE香港」）
電訊業務組成之本集團於亞洲之電訊業務（「ZONE亞洲」）仍然是主要收益貢獻
來源。自二零一六年七月起，由中國內地之財務解決方案、廣告及軟件開發業
務組成之杭州蘇頌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蘇頌」）成為第二大收益貢獻者。本集團
整體毛利率（即收益百分比）較去年之 51.4%增加至 55.7%。年內錄得本公司股權
持有人應佔虧損為79,300,000港元，而去年則為溢利約3,900,000港元，主要由於
有關多項收購以及試圖作投資及業務收購之法律及專業費用大幅增加、辦公
室租金上漲及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銳減所致。本集
團之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28,1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06,300,000港元。

ZONE亞洲

由本集團於香港及新加坡之電訊相關服務業務組成之ZONE亞洲之總收益約為
58,500,000港元，較去年約68,500,000港元減少14.6%。兩地之傳統話音業務分部
之收益及利潤均錄得進一步跌幅，於香港之情況更為嚴峻，主要由於流失部分
主要客戶。ZONE香港繼續致力適應現今艱巨市況，包括探索各種渠道分散有
關傳統話音業務之基建及營運成本，並加強項目相關業務之銷售渠道及創意。

二零一六年亦為ZONE新加坡困難重重之一年。新加坡電信業面對競爭飆升之
情況（尤其是企業市場）。儘管傳統話音業務之貢獻持續減少，隨大型網絡服務
供應商增加彼等之市場份額，數據連接業務之競爭壓力愈見激烈。特別是該等
具有成熟基建及大數量容量之市場參與者正通過減低認購費用水平及提供較
大帶寬服務爭取更高市場份額。ZONE新加坡通過針對營銷及銷售工作致力捍
衛其市場定位，但倘ZONE亞洲要保持其競爭力，其將須於基建上作出巨額投
資，以達致所需容量及帶寬，從而可以相近價格水平提供可資比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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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ZONE亞洲（續）

ZONE新加坡成員公司之一Cybersite Services Pte Ltd進一步提升其雲端服務，以抓
緊雲端行業之增長機遇。然而，收益增長率未如預期抵銷傳統話音業務及數據
連接業務分部之下跌，原因為新加坡雲端行業並未如一般所預期獲廣泛支持。
國際及區域雲端服務供應商湧入新加坡市場令情況進一步惡化，導致競爭情
況較過往幾年更為激烈。

杭州蘇頌

年內，本集團已收購一間投資控股公司Diamond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Diamond 
Frontier」）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而Diamond Frontier持有杭州蘇頌之90%股本權益。
杭州蘇頌從事透過採用電子商貿平台提供財務解決方案、廣告及軟件開發服務
以促進業務發展。杭州蘇頌為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及中國銀聯之綜合付款支援
營運業務夥伴，專注於提供綜合財務付款處理解決方案。杭州蘇頌擁有杭州芙
蘇（於二零一五年成立，從事信息科技研發業務）註冊資本之50%股本權益。財務
付款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及分銷業務錄得之收益總額約為16,400,000
港元。

展望

本集團發現，類似美國等其他已發展國家之情況，香港及新加坡之電訊市場已
發展成熟，容量及規模成為僅有之關鍵因素。專注於優質服務水平並與客戶保
持緊密聯繫之業務，一直為ZONE亞洲所引以自豪，但此並不保證可充分留住
客戶。於二零一七年，ZONE亞洲將繼續其成本合理化工作，以重整其業務利
潤。ZONE新加坡亦將通過推廣簡易操作服務及海外營銷工作，專注擴大其雲
端業務。就Diamond Frontier旗下財務解決方案、廣告及軟件開發服務而言，本公
司亦正積極發掘潛在收購機遇以收購業內業務或公司，從而擴展市場份額並
提高本公司之盈利能力。本集團用心配置資源，致力在競爭激烈之市場中維持
ZONE亞洲業務之持續發展及相關性與建立新業務及投資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為本集團及其股東整體爭取更佳回報。

財務回顧

營業額及業績

本集團本年度之營業額約為78,900,000港元，較去年上升12.6%，主要是由於杭
州蘇頌業務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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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營業額及業績（續）

本集團之整體毛利率為55.7%，而去年則為51.4%。本年度毛利增加22.0%至約
43,900,000港元，而去年則約為 36,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總經營開支約為 113,500,000港元，而去年約為72,600,000港元。

本集團之經營虧損約為 57,000,000港元，而去年則約為虧損35,400,000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約為79,300,000港元，而去年則為溢利約3,900,000
港元。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融資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淨值約為 206,300,000港元，而於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228,100,000港元，相當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每股資產淨值約為 0.236港元（二零一五年：約0.313港元）。

本年度之資本開支約為9,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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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股本數目由729,400,000股增加至875,280,000
股。於年內發行的所有股份於所有方面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於二零一六
年十一月十八日，本公司根據股東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舉行之本公司股
東週年大會授出的一般授權，向六名獨立投資者配發及發行合共 145,880,000
股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配售價約為每股現金 0.38港元。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55,160,000港元。

本公司擬將配售事項所得款項用於增強本集團業務營運之財務狀況及為進一
步發展本集團業務提供額外資金。

現金及銀行結餘及證券經紀持有現金（不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48,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120,900,000港元）。同日，已
抵押銀行存款總額約為 1,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 1,400,000港元）。此外，約
1,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1,400,000港元）之銀行擔保乃就營運需要開立予供
應商。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或其他借款（二零一五年：無）。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融資租賃承擔總額約為200,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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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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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計值，本集團認為並無重大外匯
波動風險。同時，本集團若干收支以新加坡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繼續密切
監察新加坡元兌港元及人民幣兌港元之匯率，此外，本集團將於適當時採取適
宜之行動，減低上述外匯風險。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進
行任何相關貨幣對沖。

或然負債及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本公告另有披露者外，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或
承擔。

所持重大投資及表現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持作買賣之香港證券投資（統稱為「該
等投資」），其市值約為63,2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1,100,000
港元），即包含於香港上市之七個（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七個）股權之投
資組合。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分別就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投
資錄得未變現公平值虧損及出售之已變現虧損約14,500,000港元及約8,900,000港
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變現公平值虧損約6,900,000港元及出售之已
變現虧損約 5,200,000港元）。該重大虧損乃由於本集團之證券交易及投資表現
受該等證券於香港股票市況之持續不利環境影響所致。該等投資於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詳情載列如下：

公司名稱
股份
代號

所持
股份數目

%佔股權
投資之

持股百分比

年內
已變現

收益（虧損）

年內
公平值

變動未變現
收益（虧損） 收購成本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之公平值

佔
資產淨值
百分比 主要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 中國寶力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

00164 73,150,000 0.22% 581 23 16,802 16,825 8.16% 主要從事娛樂及郵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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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incere Watch 
(Hong Kong) Ltd.

00444 30,450,000 0.61% – (18,879) 24,969 6,090 2.95%. 主要於香港、澳門、台灣
及中國從事華貴品牌手
錶、時計及配件之分銷業
務、飲食業務及物業投
資。

3 仁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02322 10,320,000 0.28% – 1,253 8,035 9,288 4.50% 主要從事船舶租賃、貿
易、借貸及融資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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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股份
代號

所持
股份數目

%佔股權
投資之

持股百分比

年內
已變現

收益（虧損）

年內
公平值

變動未變現
收益（虧損） 收購成本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之公平值

佔
資產淨值
百分比 主要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4 百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02326 1,000,000 0.00% (196) (200) 650 450 0.22% 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及
相關工業原料、生產及銷
售工業用產品、銷售電器
及電子消費產品、提供物
流服務及生產及銷售公
用產品。

5 卡撒天嬌集團有限公司 02223 1,544,000 0.60% (302) (3,134) 5,064 1,930 0.94% 製造及貿易家用紡織品
及家居用品。

6 北京燃氣藍天控股
有限公司

06828 26,256,000 0.27% – 1,135 14,881 16,016 7.77% 銷售及分銷天然氣及其
他相關產品；銷售書籍類
產品；銷售專用產品。

7 星亞控股有限公司 08293 3,000,000 1.20% – 5,290 7,310 12,600 6.11% 以新加坡為基地，提供人
力外判服務、人力招聘服
務及人力培訓服務。

年內已出售之其他股權
北控清潔能源集團
有限公司

01250 9

當代置業（中國）有限公司 01107 (1,335)
德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03823 (7,205)
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00663 (7)

其他費用及佣金開支 (400) 

(8,938)    

(8,855) (14,512) 77,711 63,199    

所持重大投資及表現（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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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重大投資及表現（續）

於本年度，本集團收到來自所持證券之股息約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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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因素較為敏感。因此，董事會於多個市場分部維持多元化的投資組合，並
密切監察其投資組合之表現，藉以緩和與股權相關之潛在財務風險。

僱員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香港及新加坡聘用118名（二零
一五年：82名）僱員，其於二零一六年之總員工成本約為47,100,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約32,6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薪酬政策按個別僱員之表現及經驗製訂，並與本集團經營所在地之
當地市場慣例相符。本集團已設立獎勵花紅計劃，以推動及獎勵各職級之僱員
努力工作，實現其目標。除薪金及花紅付款外，本集團亦向僱員提供其他額外
福利，包括公積金及醫療福利。

企業管治

董事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克盡己任，以本公司股東之最大利益為先，
並提高股東長遠之價值。除下文所闡述之偏離事項外，就董事所知，概無任何
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本公司目前或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
任何時間未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
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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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續）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
一人同時兼任，使責任不會集中於任何一位人士。本公司已確立及以書面記錄
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各自責任，成為其書面企業政策指引之一部份，當中
明確說明主席負責領導工作，確保董事會有效運作，而行政總裁（由本公司董
事總經理出任）則獲授權並負責監督由董事會制定之預算及目標之實施情況。

年內，楊俊偉先生（「楊先生」）同時擔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董事會
不時重新評估本公司偏離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A.2.1可能產生之負面影響，
並相信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授予同一人士，可使企業規劃以及指導實施業
務計劃及發展策略更有效率。此外，董事會相信由經驗豐富之優秀人才組成，
且獨立非執行董事共有三位，具效率之董事會可充分確保權力及授權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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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身之證券守則。全體董事經本公司特定查詢後確認，於截
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需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以及外聘及內部核數師檢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
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評估各主要審核、風險管理、內部監控以及財務申報
事宜（包括檢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綜合財務報
表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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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其他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度報告，稍後將
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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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事宜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楊先生持有222,82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全部已
發行股本之25.46%，其中50,800,000股股份由楊先生本人持有，而172,020,000股股
份則由楊先生之配偶持有。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期（「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董
事所全悉及確信，除上文披露之權益外，70,950,000股股份由曾昭幸先生持有。

致謝

董事會謹此衷心感謝所有客戶、股東、業務夥伴及專業顧問一直以來支持本集
團，並感謝全體董事及僱員於期內為本集團作出寶貴努力、辛勞、貢獻及承擔。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

楊俊偉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楊俊偉先生、陳志遠先生、王翔
弘先生與楊俊昇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釗洪先生、馮燦文先生與陳方
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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