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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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冰（委任自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張嘉恒（委任自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馮燦文
馮偉成
趙光明

公司秘書
陳艷

核數師
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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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鐘道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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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聯交所：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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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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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此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及外部核數師審閱。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37,545 30,173
銷售成本 (15,796) (15,039)    

毛利 21,749 15,134
其他收益及收入 3 5,228 6,701    

26,977 21,835

銷售及分銷開支 (2,374) (2,431)
業務宣傳及市場推廣開支 (1,201) (1,527)
經營及行政開支 (42,714) (42,989)
其他經營開支 (12,835) (6,640)    

經營虧損 (32,147) (31,752)

財務費用 4 (3) (1)
出售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之（虧損）╱收益淨額 (8,995) 393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增加╱（減少）淨額 21,403 (7,959)
應佔一間聯營企業業績 143 –
出售於一間聯營企業權益之虧損 8 (258)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4 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821    

除稅前虧損 4 (19,853) (38,494)
稅項支出 5 (526) –    

期內虧損 (20,379) (38,494)    

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9,304) (36,952)
非控股權益 (1,075) (1,542)    

期內虧損 (20,379) (38,494)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2.2) (5.1)    



簡明綜合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04e-Kong Group Limited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20,379) (38,49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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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2 628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之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匯兌差額 10 –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7,837) (37,866)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6,973) (36,324)

非控股權益 (864) (1,542)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7,837) (3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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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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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64 33,464
於一間聯營企業之權益 8 – 507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328 318
物業、機器及設備 9 6,571 14,358
無形資產 76,602 82,360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7,800 7,800
遞延稅項資產 13 45 45    

124,810 138,852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 46,705 63,19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65,452 57,389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 1,474 1,407
由一名證券經紀持有之現金 – 3,221
現金及銀行結餘 96,914 45,239    

210,545 170,45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24,350 81,772
融資租賃承擔 77 72
應付稅項 6,286 4,271    

130,713 86,115    

流動資產淨值 79,832 84,34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4,642 223,192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1,063 557
遞延稅項負債 13 15,075 16,272
融資租賃承擔 88 110    

16,226 16,939    

資產淨值 188,416 206,25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8,753 8,753
儲備 185,392 202,36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194,145 211,118
非控股權益 (5,729) (4,865)    

權益總額 188,416 206,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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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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8,753 241,329 (643) 25 2,242 83,489 (124,077) 211,118 (4,865) 206,253

期內虧損 – – – – – – (19,304) (19,304) (1,075) (20,37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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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322 – – – – 2,322 210 2,532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之
其他全面收入－換算匯兌差額 – – 9 – – – – 9 1 10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2,331 – – – (19,304) (16,973) (864) (17,837)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8,753 241,329 1,688 25 2,242 83,489 (143,381) 194,145 (5,729) 18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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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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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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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65 – – 165 835 1,000

業務合併產生之非控股權益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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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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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44,034 (43,921)

投資業務
收購附屬公司 – (47,59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並無導致失去控制權）之所得款項 – 500

購買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 (7,800)

出售一間聯營企業投資之所得款項 392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3,887 46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142) (8,747)

退還已繳交之收購投資按金 – 31,250   

投資業務所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4,137 (32,349)   

融資業務
償還融資租賃承擔 (27) (11)   

融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27) (1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48,144 (76,281)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8,460 120,93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匯兌收益 310 297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6,914 44,94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96,914 33,338

由一名證券經紀持有之現金 – 11,611   

96,914 4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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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e-Kong Group Limited（「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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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惟經本公司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
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此等中期財務
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採納下
述與本集團營運有關且於其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
增╱經修訂準則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採納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會計政策及所呈報金額造成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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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正在評估將來採納
此等新增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可能造成之影響。

2.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管理層（即主要經營決策者）釐定之經營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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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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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間銷售按當時市場價格計算列賬。

(A) 按業務分部劃分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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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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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對外銷售 25,606 10,071 1,868 – 37,545

分部間銷售 45 – – (45) –      

25,651 10,071 1,868 (45) 37,545      

業績
分部業績 (5,918) 2,103 (1,957) – (5,772)

財務費用 (3) – – – (3)      

(5,921) 2,103 (1,957) – (5,775)     

其他經營收入及開支 (14,078) 

除稅前虧損 (1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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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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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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01 140,254 8,238 171,193    

未予分配資產 164,162 

335,355 

負債
須予呈報之分部 (14,293) (34,872) (16,133) (65,298)    

未予分配負債 (81,641) 

(146,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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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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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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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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他收益及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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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4,272

收回代客戶支付開支 3,086 1,950

其他 134 340   

5,228 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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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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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其他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 (8,489) (956)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943) (3,285)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1,153) –

物業之經營租賃費用 (11,408) (12,788)   

5. 稅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現行稅項
海外所得稅 2,233 –

遞延稅項
折舊免稅額 (1,707) –   

稅項支出 526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出現稅項虧損，因此並無對香港利得稅計
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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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股息（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無）。

7.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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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虧損約為19,304,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為36,952,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875,280,000股普通股（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729,400,000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目計算。

本公司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具攤薄潛力之已發行普通股，因此於呈報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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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於一間聯營企業之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本集團按代價約為392,000港元出售其於AD MediLink Limited之全部股本權益。出售事項
之虧損約為258,000港元。

9. 購買及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成本約為14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9,295,000

港元），而出售若干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成本約為5,73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
290,000港元）。

計及減值虧損後，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賬面淨值包括融資租賃項下持有之資產為零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為200,000港元）。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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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74 28,982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7,378 28,407   

65,452 5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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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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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7 13,678

一至三個月 2,224 9,177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11,333 6,127   

28,074 28,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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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已抵押銀行存款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銀行存款為數約為1,47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1,407,000

港元），用於向供應商開立約為1,47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1,407,000港元）之銀行擔保，以滿足
營運需要。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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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3 9,443

其他應付款項
遞延收益 3,175 2,675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應付之現金代價 37,172 37,17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0,997 32,482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附註15） 41,553 –   

112,897 72,329   

124,350 81,772   

應付貿易款項包括貿易應付款項，有關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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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5 5,284

一至三個月 1,166 1,737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7,362 2,422   

11,453 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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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遞延稅項

本集團期╱年內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之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年初 (16,227) (185)

收購附屬公司 – (18,735)

計入損益表 1,707 1,702

匯兌調整 (510) 991   

(15,030) (16,227)   

於期╱年末，已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資產 負債 總計 資產 負債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虧損 41 – 41 41 – 41

折舊免稅額 4 (15,075) (15,071) 4 (16,272) (16,268)       

45 (15,075) (15,030) 45 (16,272) (16,227)       

14.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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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280,000 729,400,000 8,753 7,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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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末╱年未 875,280,000 875,280,000 8,753 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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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連方交易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本集團按價格每股4.65港元（「協定出售價格」）向本公司董事楊俊偉先生（「楊先生」）出售星亞
控股有限公司5,700,000股普通股（「星亞股份」），總代價為26,505,000港元（「出售事項」）。儘管出售事項之協定出售價
格為每股星亞股份4.65 港元，惟楊先生透過按當時市價向本公司分三批買入市場上之星亞股份，執行出售事項，因此
以總金額約為41,553,000港元買入合共5,700,000股星亞股份之平均價格為7.316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根據上市規則及其所載規定，本公司決定召開股東大會，以就出售事項取得其獨立股東之批准。
本公司將安排就出售事項刊發通函，並將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委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就出售事項提供意見。本公司
預期，通函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前寄發。

於呈報期末及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日期，出售事項仍須待其獨立股東批准結果後方告完成。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由於出售事項尚未完成，故楊先生收取之總金額約為41,553,000港元入賬列為應付一名董事款項，而於星亞
股份5,700,000股之投資則分類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內列賬之財務資產。

此外，於期內，本集團來自一間關連公司之管理費用收入約為1,88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零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尚未支付結餘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41,553 –

應付一間聯營企業款項 – 80   

16. 訴訟
本公司涉及一項有關去年出售一間附屬公司若干所得款項之爭議。管理層相信索償並無理據且爭議造成重大損失之可
能性渺茫，因此認為毋須作出索償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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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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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報告期末公平值計量之金融
工具，而公平值計量乃按最低級別輸入資料（對整體計量有重大影響）作整體分類。各級別輸入資料定義如下：

• 第1級別（最高級別）：本集團在計量日於活躍市場可獲得相同資產或負債之報價（未經調整）；

• 第2級別：除第1級別所包括之報價以外，可直接或間接觀察得出之資產或負債輸入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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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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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上市之股權投資 46,705 63,199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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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按公平值列賬之本集團財務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與
其公平值之間並無重大差異。

18. 呈報期後事項
(a)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長城影視文化企業集團有限公司（「長城影視文化企業集團」，其透過其

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為25.46%，並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關連人士）訂立一
份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本集團可能投資由長城影視文化企業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自治區烏蘇市註冊成
立並擁有之一家公司。

(b)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Relevant Marketing Group Limited（「RMGL」）向本身其中一
名股東配發及發行額外股份。因此，本集團於RMGL之股權由50.10%攤薄至約為37.59%，並導致失去對RMGL

之控制權。該項交易被視為視作出售附屬公司。視作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完成後，RMGL及其
附屬公司隨即成為本集團之聯營企業。

由於視作出售RMGL之初步會計處理尚未完成，故實際上無法可靠估計其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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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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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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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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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閱範圍
本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工
作。中期財務報表之審閱包括向主要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之人員作出查詢，及進行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之範圍遠較
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為小，故此審閱未能確保我們可以知悉在審核中可能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
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本核數師之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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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陳志偉
執業證書編號：P0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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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鑒於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繼續重整其電訊業務，加上於二零一六年六月新收購之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及軟件開發服務及分銷業
務所帶來之影響，本集團之收益增加約為24.4%至約為37,500,000港元，而往期約為30,200,000港元。期內本集團整體毛利率
（按其收益百分比計算）約為57.9%，而往期約為50.2%。

經營業務
由本集團位於香港及新加坡之電訊相關服務業務組成之ZONE亞洲業務於期內錄得收益約為25,700,000港元，較往期約為
29,300,000港元減少約為12.5%。市場環境仍然困難重重，惟ZONE亞洲之收益及利潤跌幅受控，全因本集團採取多項措施，
集中投入精力及資源於較高利潤服務，例如可突顯ZONE亞洲高服務水平之香港項目類服務。本集團亦正尋找合作機會，利用
其他與ZONE亞洲相近之電訊及╱或技術服務供應商，結合其能力及規模，透過共同合作享受更有利之經濟效益。

杭州蘇頌業務主要於中國從事提供綜合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軟件開發服務及分銷業務，其於回顧期內錄得總收益約為
10,100,000港元，佔本集團同期綜合收益約為26.8%。

展望
放眼未來，在推動ZONE亞洲業務於競爭激烈之市場中不斷發展及繼續佔一席位，同時建立新業務及投資，本集團就分配資源
予上述兩者時將繼續尋求微妙平衡。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本公司與長城影視文化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訂立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可能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烏蘇市共同開發特色小鎮項目。長城影視文化企業集團有限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為
25.46%，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關連人士。

透過優化金融支付處理解決方案、軟件開發及分銷業務，同時積極尋找其他投資機會以改善其業務表現、提升經營效率及達致
業務協同效應，從而促成可持續及穩定之業務增長，並為本集團及其股東整體帶來更可觀之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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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及業績
期內本集團之收益約為37,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為24.4%。

期內本集團之整體毛利率約為57.9%，而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則約為50.2%。期內毛利增加約為43.7%至約為21,700,000港元，
而去年同期則約為15,100,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之總經營開支約為59,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為10.3%。該升幅乃主要由於在二零一六年六月收購
Diamond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該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從事金融處理解決方案、軟件開發服務及分銷業務）之全部已發
行股本時所得的無形資產引致攤銷費用增加及員工成本上漲所致。

期內本集團之經營虧損約為32,1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約為31,8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出售其於AD MediLink Limited之全部股本權益。本集團就是項交易錄得一次過虧損約為
260,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就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投資錄得未變現公平值收益及已變現出售虧損，分別約為
21,400,000港元及約為9,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未變現公平值虧損約為8,000,000港元及已變現出
售收益約為400,000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綜合虧損約為19,300,000港元，而往期則為虧損約為37,000,000港元。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融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淨值約為188,4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206,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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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為96,900,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48,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一筆為數約為1,500,000港元之款項（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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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為1,5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1,400,000港元）之銀行
擔保已就營運需要開立予供應商。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銀行借款。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融資租賃
承擔總額約為2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2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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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0.1%（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為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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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之資產及負債以港元計值，故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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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及人民幣各自之匯率，並將於適當時候採取適宜之行動，以減低上述外匯風
險。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相關貨幣對沖。

或然負債及承擔
於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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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年報所披露資料有任何其他重大變動。

所持重大投資及表現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香港證券投資（統稱為「該等投資」），市值約為46,7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為63,200,000港元），即包含兩個（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七個）香港上市證券之投資組合。於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就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投資錄得未變現公平值收益及已變現出售虧損，分別約為21,400,000

港元及約為9,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未變現公平值虧損約為8,000,000港元及已變現出售收益約為
400,000港元）。

該等投資於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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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股權
投資之

持股百分比
期內

已變現虧損

期內公平值
變動未變現
收益╱
（虧損） 收購成本

自收購起之
公平值
未變現

收益╱（虧損）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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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1 百靈達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02326 1,000,000 0.01% – (200) 650 (400) 25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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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物流服務及生產
及銷售公用產品。

2 星亞控股
有限公司

08293 5,700,000 2.28% – 21,603 19,562 26,893 46,455 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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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已出售之其他股權

中國寶力科技
控股有限公司

00164 (951)

Sincere Watch 

(Hong Kong) 

Ltd.

00444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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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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

已變現虧損

期內公平值
變動未變現
收益╱
（虧損） 收購成本

自收購起之
公平值
未變現

收益╱（虧損）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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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期內已出售之其他股權（續）

仁瑞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02322 (4,967)

卡撒天嬌集團
有限公司

02223 (168)

北京燃氣藍天
控股有限公司

06828 (2,363)

      

(8,799) 21,403 20,212 26,493 46,705    

其他費用及
佣金開支

(196)

  

(8,99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本集團按總代價26,505,000港元向楊俊偉先生出售5,700,000股星亞控股有限公司的普通股（「出售事
項」）。楊先生為本公司之董事，故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該項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於呈報
期末及本中期報告日期，出售事項仍須待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結果後方告完成。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
月十六日及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之公告。倘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以總代價26,505,000港元完成，則出售事項之
收益應約為1,65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就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投資之未變現公平值虧損及已變現出售
虧損應分別約為200,000港元及約為7,342,000港元；而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應約為39,254,000港元。

董事會知悉，股權表現或會受香港股市波幅及環球經濟影響，並對可能影響其價值之其他外部因素較為敏感。因此，董事會減
少短期持有之投資組合比例，以減少有關股權之潛在財務風險。董事會將繼續密切監察環球經濟市況表現，並不時尋找新投資
機會。

所持重大投資及表現（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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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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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所獲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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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載
列如下。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持股概約百分比    

楊俊昇 實益擁有人 520,000 0.04%

配偶權益 80,000

（附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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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0,000股股份由楊俊昇先生之配偶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楊俊昇先生被視為於彼之配偶所持有之80,000股股份中擁
有權益。

上文披露之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之好倉，而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概無持有任何相關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七及八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該等證券
及期貨條例條文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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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所獲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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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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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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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本公司另行所獲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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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概約百分比    

香港長城一帶一路有限公司
（「香港長城」）

實益擁有人 222,820,000 25.46%

長城影視文化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長城影視文化企業集團」）
（附註1）

受控制法團權益 222,820,000 25.46%

趙銳勇（「趙先生」）（附註1） 受控制法團權益 222,820,000 25.46%

趙非凡（附註1） 受控制法團權益 222,820,000 25.46%

# 「股份」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附註：

1. 該等222,820,000股本公司股份由長城影視文化企業集團全資擁有之香港長城持有。長城影視文化企業集團由趙先生及趙非凡先生分別
擁有66.67%及33.33%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長城影視文化企業集團、趙先生及趙非凡先生各自被視為於香港長城持有
之222,82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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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本公司另行所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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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或同意授出購股權。

企業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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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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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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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續）
由同一人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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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行政總裁之各自責任，成為其書面企業政策之一部份，當中訂明主席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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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負責監督由董事會制定之預算及目標之實施情況。

期內，楊俊偉先生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之職務。

董事會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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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董事
會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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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正在考慮委任新主席及╱或行政總裁以確
保權力及授權之平衡。

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不足
根據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第3.10A條，董事會必須包括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而所委任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須佔董事會成
員至少三分之一。至少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

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審核委員會必須由最少三名成員組成，而其過半數成員須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至少一
名成員須為具備上市規則第3.10(2)條所規定之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須由
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

根據上市規則第3.25條，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必須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且過半數成員須由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5.1，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之過半數成員必須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於緊隨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七日之股東週年大會後，陳釗洪先生（「陳釗洪先生」）及陳方剛先生（「陳方剛先生」）各自不再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同時，陳方剛先生不再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陳釗洪先生亦不再擔任審
核委員會成員。因此，本公司並未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3.10(2)、3.10A、3.21及3.25條以及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5.1

之規定。

然而，本公司已盡力物色適當候選人增補獨立非執行董事，以遵守上市規則及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六日，馮偉
成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之成員，彼擁有上市規則第3.10(2)條所規定之
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趙光明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委員會成員；而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馮
燦文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於有關委任後，本公司已全面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3.10(2)、3.10A、3.21及3.25條以
及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5.1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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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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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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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資料披露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於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報日期後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資料變動載列如下：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楊俊昇（「楊俊昇先生」）
馮燦文（「馮燦文先生」）
李冰（「李女士」）
張嘉恒（「張先生」）

變動詳情
楊俊昇先生現為星亞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293，其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之執行董事。

馮燦文先生現為安悅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245，其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張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及外部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告。本公司外部核數師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
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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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香港及新加坡聘用107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8名）僱員，其於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員工成本約為23,7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為21,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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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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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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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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