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國 數 碼 信 息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50）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謹此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間

由二零零四年 由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六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期間 期間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03,790 312,019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130,707) (137,419)

溢利總額 173,083 174,600

其他收入 3 17,625 38,255
行政開支 (94,858) (88,372)
折舊及攤銷 4 (30,129) (34,323)
其他經營開支 (8,285) (7,208)

經營溢利 4 57,436 82,952
融資成本 (7,463) (24,73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96) (80)

除稅前溢利 49,777 58,134
稅項 5 (3,920) (4,105)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45,857 54,029
少數股東權益 (3,772) (13,206)

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42,085 40,823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6
－  基本 0.215 0.272

－  攤薄 0.212 不適用

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25號
「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 16之要求而編製。

編製此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2. 分部資料

(a)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按業務劃分之營業
額及溢利／（虧損）呈列如下：

營業額 溢利／（虧損）
由二零零四年 由二零零三年 由二零零四年 由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六月三十日期間 九月三十日期間 六月三十日期間 九月三十日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之業務：
資訊科技業務 194,949 193,923 58,426 50,785
提供財經資訊及
有關服務 44,623 50,274 15,011 16,757

銷售消費包裝
電子製品 883 1,379 (326) (1,368)

物業發展 － － (4,746) (1,422)
銷售證券 11,938 383 (573) (345)
經營酒店 39,908 40,410 5,746 114
物業投資 950 399 (1,272) (3,305)
網上教育與
應用軟件服務 10,507 18,907 3,262 8,024

其他分部 32 － 3 －

已終止之業務：
電子製造服務 － 6,344 － (1,596)
電訊產品 － － － (3)

對銷 － － － 15,000

303,790 312,019 75,531 82,641

利息收入 5,010 6,83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7. 更改財政年結日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三年將財政年結日由三月三十一日改為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期之中期業績為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之業績。比較同期數字則為二零零三年四
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之業績（如本公司二零
零三年中期業績公佈所載）。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資訊科技業務、提供財經及有
關資訊、酒店業務、網上教育及應用軟件服務、物業投資及
發展、及透過其上市附屬公司South Sea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南海」）從事物業發展、消費包裝電子製品之設計及推廣。
期內營業額約為 303,8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312,000,000港元），而溢利淨額為42,100,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0,800,000港元）。本集團
資產淨值約為 3,408,000,000港元，相當於每股 0.17港元。

溢利之增加，乃主要由於其資訊科技業務利潤增加及消費包
裝電子製品業務虧損減少所致，而其他業務為本集團帶來穩
定收入。

資訊科技業務

此業務部門向公司客戶（尤其是向中小企業）提供互聯網應用
服務，期內業績續有優異表現。此部門錄得收入約194,900,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3,900,000港元），
而分部溢利則約為58,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50,800,000港元）。

錄得可觀業績之主因在於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中企動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銷售增長，相信該公司可佔據中國域名註冊及虛
擬主機服務市場逾 60％之份額。

提供財經資訊

於回顧期內，此業務部門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及溢利貢獻。
期內營業額約為44,6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50,300,000港元），而分部溢利則錄得約15,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800,000港元）。

穩定之業績源自本集團附屬公司北京世華國際金融信息有限
公司（「世華」）為其客戶提供之服務。世華在中國期貨資訊市
場的佔有率達85%，在銀行個人外匯資訊市場的佔有率達65%。

網上教育及應用軟件服務

於回顧期內，此部門之營業額約為10,5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
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900,000港元），分部溢利則錄得
約3,3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000,000
港元）。雖然營業額及分部溢利減少，但此業務部門仍然取得
滿意成績。管理層將繼續改善其經營效率。

物業發展

於回顧期內，此業務部門並無錄得營業額（截至二零零三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而分部虧損則約為4,700,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 1,400,000港元）。

有關位於深圳主要發展項目之進度，打樁及基層挖土工程已
於本年早前展開，此等工程預計將於二零零四年年底前完成。
同時，上蓋建築工程預計將於打樁及基層挖土工程完成後隨
即展開。此項目將分五期發展。一間經公開招標方式入選之
法國知名設計公司，已完成首期建築設計，涉及建築面積約
170,000平方米之八幢住宅大廈。此項目預計可於未來幾年為
本集團帶來龐大現金收益。

此外，廣州項目之建築面積合共約1,080,000平方米，詳盡總體
規劃設計已獲得批准，而首期建築工程可望於二零零四年第
四季施工。

消費包裝電子製品

於期內，此部門營業額約為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400,000港元），分部虧損減少至約 300,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 1,400,000港
元）。

鑒於經營環境持續艱難 本集團管理層經過審慎考慮後已於



電子製造服務 － 6,344 － (1,596)
電訊產品 － － － (3)

對銷 － － － 15,000

303,790 312,019 75,531 82,641

利息收入 5,010 6,83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部份權益之收益 － 3,71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之收益 2,480 －

一間銀行豁免
應付貸款利息 － 6,185

未分配企業開支 (25,585) (16,425)

經營溢利 57,436 82,952
融資成本 (7,463) (24,73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96) (80)

除稅前溢利 49,777 58,134
稅項 (3,920) (4,105)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45,857 54,029
少數股東權益 (3,772) (13,206)

股東應佔溢利 42,085 40,823

(b) 本集團之營業額按地區市場分析如下：

營業額
由二零零四年 由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六月三十日期間 九月三十日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歐洲 59 601
香港 13,712 81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50,436 271,517
菲律賓 39,583 39,083

303,790 312,019

3. 其他收入

由二零零四年 由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六月三十日期間 九月三十日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一間銀行豁免應付貸款利息 － 6,185
利息收入 5,010 6,83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 3,71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2,480 －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 2,609
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9,079 9,079
雜項收入 1,056 9,831

17,625 38,255

4.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由二零零四年 由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六月三十日期間 九月三十日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商譽攤銷 22,950 23,004
折舊 7,179 11,319
投資物業減值撥備 － 3,500

5. 稅項

簡明綜合損益表之稅項包括：

由二零零四年 由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六月三十日期間 九月三十日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作出之稅項撥備：

海外 (3,920) (4,105)

期內稅項 (3,920) (4,105)

基於期內本集團在香港並未獲得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未有為香
港的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海外附屬公司的溢利已按照此等附屬公司經營國家的稅務法例作
出海外稅項撥備。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股東應佔溢利淨額42,085,000港元（截至二零
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0,823,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數 19,551,867,515股（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 14,985,543,128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照期內經調整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42,185,000港元
及期內經調整所有潛在具攤薄作用股份之影響後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股數 19,914,504,877股計算。

經調整股東應佔溢利淨額乃按照期內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42,085,000
港元與業績因應付可換股票據利息而攤薄之 100,000港元兩者之總
和計算。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乃按照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19,551,867,515股與假設本公司所有可換股票
據獲轉換而視為無代價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 362,637,362股兩者
之總和計算。

由於行使購股權及可換股票據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截至二
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

消費包裝電子製品

於期內，此部門營業額約為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400,000港元），分部虧損減少至約 300,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 1,400,000港
元）。

鑒於經營環境持續艱難，本集團管理層經過審慎考慮後已於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出售其製造設施，但決定保留消費包裝電
子製品之設計及銷售業務。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之資金及財務政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 3,408,000,000港元，包括現金
及銀行結餘約 39,500,000港元（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為單位）。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借貸減少至509,400,000
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80,900,000港元），包
括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20,000,000港元（年息 1%，將於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期內， 380,000,000港元之可
換股票據獲轉換為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3,800,000,000
股股份。借貸減少乃由於上述票據轉換、償還109,000,000港元
之借貸及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所致。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
三十日之借貸其中約 236,600,000港元按固定利率計息，約
272,800,000港元按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總
借貸佔股東資金總額百分比計算，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39.5%減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14.9%。下降因為上
述票據轉換及借貸減少所致。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
日之或有負債為230,700,000港元乃就信貸融資提供擔保所致。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約為332,000,000港元之物
業、廠房及設備、本集團轉讓來自若干出租投資物業所得租
金之承諾、出售若干投資物業之所得款項、市值約272,000,000
港元之上市證券、位於中國廣東省花都市廣花公路之待發展
物業之土地若干部份，以及一幅位於中國蛇口六灣土地編號
K708-5之待發展物業之土地連同其全部銷售所得款項均已質押
作為信貸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之借貸及交易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
為單位，本集團所承受之匯率波動風險相對較低。整體而言，
於期內，本集團主要以所賺得之人民幣收入支付中國業務之
營運支出，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對沖人民幣銀行借貸，至
於該等借貸主要用於中國業務之人民幣資金需求。

員工

本集團之員工聘用及薪酬乃以員工之學歷、經驗及表現為基
礎。除基本薪金外，其他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團體
醫療保險、團體個人意外保險、外間培訓資助及考試休假。
本集團之員工可按董事會酌情決定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獲
授予購股權。一般而言，每年均會就薪金進行檢討。於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6,252名員工（二零零三年九月
三十日：5,495名）。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員工
之薪金及津貼共約96,6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88,200,000港元）。

展望

本公司及南海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聯合公佈一項
重組計劃（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之
通函）。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六日，該計劃獲得本公司之獨立
股東批准。作為重組計劃之一部分，南海根據日期為二零零
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之認購協議，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
向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Robina Profits Limited發行 200,000,000
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年息為 1%及將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日
到期）。於完成重組計劃後，本公司將成為南海擁有 62.8%之
附屬公司。管理層相信，本公司及南海將按其合理價值於市
場上交易並應自該項重組中獲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
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
並討論審核工作、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於聯交所網頁刊登中期業績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頁上刊登上市規則附錄十六
第46(1)至第46(6)段（在過渡性安排下，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
一日前有效之該等規定，仍然適用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前
開始之會計期間之業績公佈）規定之所有資料。

承董事會命
董事
張宏任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之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于品海先生
及張宏任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李士林先生、羅寧先生及
林秉軍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京京小姐及Francisco
P. ACOSTA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