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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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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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
零零四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月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持續經營業務 381,158 263,882
終止經營業務 － 39,908

381,158 303,790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381,158 263,882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198,462) (106,623)

毛利 182,696 157,259
其他收入 4 1,457 17,625
行政開支 (122,929) (91,284)
折舊及攤銷 5 (9,391) (27,004)
其他經營開支 (5,622) (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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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溢利 5 46,211 51,692
融資成本 (4,553) (6,52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73 (196)

除稅前溢利 42,331 44,976
稅項 6 (627) (2,819)

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41,704 42,157

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 7 (129) 3,700

期內溢利 41,575 45,857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46,961 42,085
少數股東權益 (5,386) 3,772

41,575 45,857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由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8 0.236 0.215
　由持續經營業務 0.236 0.205

－攤薄
　由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8 不適用 0.212
　由持續經營業務 不適用 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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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0,203 41,196
租賃土地之預付租賃費 13,268 13,394
待發展及發展中物業 3,956,078 4,172,715
佔聯營公司權益 48,180 48,312
收購一間準聯營公司訂金 330,000 330,000
其他投資 － 34,162
其他可供出售投資 42,614 －
無形資產 619,436 341,126

非流動資產總額 5,049,779 4,980,905

流動資產
存貨 4,701 4,611
發展中物業 276,925 －
短期投資 － 208,558
在損益表內按公平價值計算之投資 4,184 －
應收貿易款項、其他應收款項
及按金 522,674 318,609

銀行結存及庫存現金 20,536 52,244

流動資產總額 829,020 584,022

資產總額 5,878,799 5,56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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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及負債

股本 1,991,450 1,991,450
股份溢價 472,736 472,736
其他儲備 1,329 (14,085)
保留溢利 1,287,462 1,021,719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3,752,977 3,471,820
少數股東權益 1,039,343 969,668

股東權益總額 4,792,320 4,441,488

非流動負債
已收按金 34,755 34,755
遞延稅項 790 790

非流動負債總額 35,545 35,54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其他應付款項
及應計費用 424,284 367,932

稅項撥備 19,793 23,864
應付地價 163,606 252,775
欠一名董事款項 16,186 10,885
欠股東款項 5,005 5,010
欠一名少數股東款項 12,000 12,000
欠可能投資公司款項 4,248 9,416
銀行及其他借貸 405,812 406,012

流動負債總額 1,050,934 1,087,894

負債總額 1,086,479 1,123,439

權益及負債總額 5,878,799 5,564,927

流動負債淨額 221,914 503,8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827,865 4,47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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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之適
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財務投資按公平價值列值
及若干於流動資產項下之發展中物業按成本值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中較低者列值除
外。

簡明財務報表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
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度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新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
間生效。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或財務報表之呈列方
式構成以下影響：

(i) 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導致少數股東權益之呈列方
式出現變動，現已在權益中列示。於綜合收益表中，少數股東權益呈列為本
期間溢利或虧損總額之分配。

(ii) 股份形式的付款

於本期間，本集團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股份形式的付款」，規定本
集團如以股份或涉及股份的權利作為購買貨物及取得服務的代價，須確認為
開支。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對本集團的主要影響，為須將本公司授出的購
股權按於授出日的公平價值在歸屬期內列作開支扣除。於採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2號前，本集團毋需確認此等購股權之財務影響，直至此等購股權獲行
使為止。根據有關之規定，本集團已對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出但於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仍未歸屬的購股權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追
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並無對上年度業績及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期初
保留溢利構成重大影響。

(iii)金融工具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規定追
溯應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會計期間生效之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一般不允許按追溯基準確認、終止確認或估量金融資產及負債。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所導致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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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對其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作出分類及計量。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資產分為「在損益
表內按公平價值計算之金融資產」、「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賬
款」或「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負債乃
列作「在損益表內按公平價值計算之金融負債」或「在損益表內按公平價值計
算之金融負債以外之其他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乃按
採用實質利率法計算之攤銷成本列賬。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持續持有具明確長期投資目標之股本投資應列作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並因未能可靠計算公平價值而維持按成本除去減值列
賬，倘有客觀證據顯示個別投資出現減值，該減值將於收益表確認。持有作
買賣為目標之上市股本證券應列作在損益表內按公平價值計算之金融資產，
並維持按收市價列賬，所有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或虧損將於收益表確認。長
期應收款項列作其他應收款項，最初以成本確認，其後以按實質利率法計算
之攤銷成本除去減值準備列值，賬面值變動於收益表中確認。

(iv) 業主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自用的土地及樓宇在租賃分類下須分為土
地及樓宇部分作考慮，除非所付租賃費無法可靠地分為土地及樓宇部份，在
這情況下，整項租賃一般會被視為融資租賃處理。倘租賃費能夠可靠地分為
土地及樓宇部分，租賃土地之權益將列作為經營租賃方式下之預付租賃費，
並按成本列值及於租賃年期內以直線法攤銷。相反地，租賃費倘不能可靠地
在土地及樓宇部分作分配，租賃土地權益將繼續列於物業、廠房及設備內。
本集團已對原列於物業、廠房及設備內之在建工程項目追溯應用香港會計準
則 17號。追溯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並無對上年度業績及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期初保留溢利構成重大影響。

(v) 商譽及負商譽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業務合併」導致對正商譽及負商譽之會計政策
產生變動，且須於往後應用。直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 正商譽乃按直線法於其可使用年期內攤銷，惟出現減值跡象時須進行減
值測試；及

－ 負商譽乃於 20年期間內確認為收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之規定：

－ 本集團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停止攤銷正商譽；

－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累積攤銷已從正商譽成本中扣除；

－ 自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將按年評估正商譽是否有
所減值，此外並於出現減值跡象時進行評估；及

－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之過渡性條文，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所有
負商譽被終止確認，並在當日之保留溢利中作相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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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待發展及發展中物業

於以往年度，待發展土地或物業按成本值除去減值列賬，而發展中物業則按
估計公開市值列賬。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改變所有待發展及／
或發展中物業的會計政策，使所有發展後作銷售用途之待發展及／或發展中
物業（如預期該等銷售將於結算日後超過十二個月才實現）均按成本除去減值
列賬。如預期發展中物業的銷售於十二個月內實現，該等發展中物業將按成
本值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中較低者在流動資產下列賬。

統一及更改發展後作銷售用途之待發展及／或發展中物業的會計政策，為本
集團之發展物業提供更為統一的政策，而新的政策為物業發展公司普遍採用。
因此，採用此一新政策在財務報表內提供更適切資料。

本集團已就之前列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下的若干發展中物業採用新政策，
並因此而將該等物業重新於本期間及上個期間分別分類為發展中物業（於流
動資產項下）及待發展及發展中物業。除重新分類之外，待發展及發展中物
業的會計政策變動對本期間及上一個年度之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會計政策變動影響概要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如下：

(i) 對綜合業績的影響：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正商譽不再攤銷 20,485 －
並無負商譽確認為收入 (9,079) －
已授出的購股權報酬確認為開支 (6,692) －
攤銷租賃土地之預付租賃費 (126) －

本期間溢利增加淨額 4,588 －

對受影響之綜合收益表項目而言：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其他收入減少 (9,079) －
行政開支增加 (6,692) －
折舊及攤銷減少 20,359 －

期內溢利增加淨額 4,5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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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增加分配：
本公司股東 6,424 －
少數股東權益 (1,836) －

4,588 －

(ii) 對綜合資產負債表項目的影響：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一月一日 於二零零五年

三十一日 調整 三十一日 調整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原列值） （重列） （重列）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3,590 (292,394 ) 41,196 － 41,196
租賃土地之預付租賃費 － 13,394 13,394 － 13,394
待發展及發展中物業 3,893,715 279,000 4,172,715 － 4,172,715
其他投資 34,162 － 34,162 (34,162 ) －
其他可供出售的投資 － － － 34,162 －
無形資產 341,126 － 341,126 302,651 643,777
短期投資 208,558 － 208,558 (208,558 ) －
在損益表內按公平值
計算的投資 － － － 208,558 208,558

權益及負債
保留溢利 1,021,719 － 1,021,719 227,590 1,249,309
少數股東權益 969,668 － 969,668 75,061 1,044,729

除因修改會計政策需重列上年度比較數值外，若干比較數據亦重新分類以配
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3. 分部資料－持續經營業務

(a)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按業務劃分之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及溢利／（虧損）呈列如下：

營業額 溢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業務分類：
企業 IT應用服務業務 260,911 194,949 62,382 58,426
提供財經資訊及有關
服務 31,078 44,623 14,968 15,011

銷售消費包裝電子
製品 480 883 (196) (326)

物業發展 － － (9,955) (4,746)
銷售證券 72,312 11,938 (992)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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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 950 (16) (1,272)
網上教育與應用軟件
服務 15,852 10,507 7,255 3,262

其他分部 525 32 (318) 5

381,158 263,882 73,128 69,787

利息收入 987 5,01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之收益 － 2,480

未分配企業開支 (27,904) (25,585)

經營溢利 46,211 51,692
融資成本 (4,553) (6,52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73 (196)

除稅前溢利 42,331 44,976
稅項 (627) (2,819)

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41,704 42,157

(b)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按地區市場分析如下：

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經營地區分類：
亞洲 480 －
歐洲 － 59
香港 72,312 13,71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308,366 250,111

381,158 263,882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987 5,01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2,480
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 9,079
雜項收入 470 1,056

1,457 1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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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攤銷 2,643 －
商譽攤銷 － 19,825
折舊 6,748 7,179

6. 稅項

簡明綜合收益表之稅項包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作出之稅項撥備：

海外 (627) (2,819)

期內稅項支出 (627) (2,819)

基於期內本集團並無在香港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未有為香港的利得稅作出
撥備（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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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

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包括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39,908
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 － (24,084)

毛利 － 15,824
商譽攤銷 － (3,125)
行政開支 (129) (3,574)
其他經營開支 － (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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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虧損）／溢利 (129) 5,744
融資成本－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之銀行貸款 － (943)

除稅前（虧損）／溢利 (129) 4,801
稅項－海外 － (1,101)

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 (129) 3,700

以下呈列終止經營業務之分部資料分析：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業務分類：

營業額
酒店業務 － 39,908
電訊產品 － －

－ 39,908

分部業績
酒店業務 － 5,746
電訊產品 (129) (2)

經營（虧損）／溢利 (129) 5,744

已終止之酒店業務過往在菲律賓經營。因此並無按地區市場分部呈列營業額分析。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46,96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42,08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9,914,504,877
股（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9,551,867,515股）計算。

由於行使購股權有反攤薄作用，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按照本公司經調整股東應
佔溢利42,185,000港元及該期間就所有潛在具攤薄作用股份之影響作調整後之已發
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19,914,504,877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調整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乃按照上個期間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42,085,000港元，加上業績因應付可換股票據利息而攤薄100,000
港元之影響計算。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
數乃按照該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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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換股票據轉換而發行股份加權平均股數 362,637,362股兩者之總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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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結算日後，本公司及Nan Hai Corporation Limited
（「南海」）已完成股權重組計劃（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之
通函內），其中包括以下：

(i) 於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法院指令
及載有公司條例 61條規定之細節之會議記錄後，削減股本已於二零零五
年七月二十六日生效，其中包括註銷已發行股份繳足股本每股0.09港元及
將所有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之面值由 0.10港元減至 0.01港元，以調整股份
之面值；及本公司之股份溢價賬之進賬結餘減少 433,541,062.55港元。

因此，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由每股 0.10港元減至每股 0.01港元。本公司
之法定股本為300,000,000港元，分為3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其
中 19,914,504,877股股份屬已發行及列為繳足入賬。

(ii)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公司附屬公司Robina Profits Limited已將
為數200,000,000港元年息1%之可換股票據，按每股轉換價0.018港元轉換為
南海股本中 11,111,111,111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

(iii)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已將全資附屬公司持有之31,377,831,111
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南海普通股分派予本公司股東，惟其於二零零五年
七月二十六日（就確定分派上述股份權益而訂立之日期）名列本公司之股
東名冊內但其地址為香港以外之地方之股東則不獲分派，分派基準按於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持有每 10,000股本公司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獲
發 15,756股南海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計算。

分派完成後，本公司已不再為南海之控股公司。

(iv)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日，南海於完成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南海作為買方及  (1) First Best Assets Limited, (2) Rosewood Assets Limited,
(3) Pippen Limited, (4) Staverley Assets Limited, (5) 中信信息科技投資有限公
司， (6) Macro Resources Limited 及  (7) Empire Gate Industrial Limited 作為賣
方而訂立有關南海向賣方購入 12,515,795,316股本公司股份（佔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總額約62.85%)的買賣協議後，南海配發及發行為數27,120,395,500股
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用作償付予賣方之部份代價。於南海購入股份
後，南海成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

(b)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後，本集團已取得新信貸融資並償還為數約348,568,000
港元之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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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企業 IT應用服務業務、提供財經及有關資訊、
網上教育及應用軟件服務、及物業發展。透過管理結構的加強，期內營業
額約 381,2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03,800,000港
元），而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則為 46,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42,100,000港元）。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約為3,752,900,000港元，
相當於每股 0.19港元。

除此，本集團已於回顧期內完成出售酒店業務（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五
年五月六日之通函內）。該出售可使本集團精簡其業務及減低將來投放更
多的財務資源於營運非核心業務上的需要。

企業 IT應用服務業務

此業務部門期內業績表現持續優異。此部門錄得收入約 260,900,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4,900,000港元），而分部溢利則約為
62,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8,400,000港元）。期
內，本集團將旗下之企業 IT服務業務的相關企業進行了企業層面的重整，
並納入中企動力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前稱「中企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稱為中企動力科技集團，該項整合將為本集團內的企業 IT服務業務的發
展提供強勁動力。

提供財經資訊

於回顧期內，雖然金融市場環境持續不理想，行業整體狀況並不盡如人意，
但是本集團的北京世華國際金融信息有限公司透過其世華財訊依然能夠為
本集團帶來一定的收入及溢利貢獻。財經資訊業務期內的營業額約為31,100,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4,600,000港元），而分部溢利
則錄得約 14,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000,000
港元）。

網上教育及應用軟件服務

於回顧期內，網上教育及應用軟件服務業務之營業額約為15,900,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500,000港元），而分部溢利則錄得
約7,3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300,000港元）。本
集團的北京華夏大地遠程教育網絡服務有限公司所執行的若干政府項目正
在順利進行之中，預計到年底將為本集團帶來更為豐厚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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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發展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物業發展業務由於仍處於開工建設期內，因此未錄
得營業額（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存在 9,900,000港元
之分部虧損（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 4,700,000港元），
主因在於推廣支出增加及因採納新訂之會計準則而沒有如往年之負商譽攤
銷計入其他收益所致。

繼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完成與南海控股有限公司（「南海控股」）的股權
重組後，南海控股已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因此，深圳市蛇口區大型物
業發展項目「半島城邦」於股權重組完成後不會納入本集團的物業發展項目。

本集團於廣州花都項目亦正在檢討總體規劃設計，各項審批手續正在順利
進行之中，當有關的審批手續完成後便將盡快全面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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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
司股東應佔權益約為3,752,900,000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20,500,000港
元（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為單位）。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
貸總額為405,8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6,000,000港元），
其中約210,500,000港元按固定利率計息，約195,300,000港元按浮動利率計息。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總借貸相當於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百分比計算，
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1.7%減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10.8%。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後，本集團已取得新信貸融資並償還為數約348,600,000
港元之銀行貸款。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或有負債為156,700,000港元，乃就信貸融資
提供擔保所致。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約 13,300,000港元之租賃土地、市值約
689,000,000港元之上市證券、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股份、以及位於中國蛇口
六灣土地編號K708-5之發展物業連同其全部銷售所得款項已質押作為信貸
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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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集團主要以所賺得之
人民幣收入支付中國業務之資金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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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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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本集團之員工聘用及薪酬乃根據員工之學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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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可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並按董事
會之酌情決定獲授購股權。一般而言，每年均會進行薪金檢討。於二零零
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 7,166名員工（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6,252
名）。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員工之薪金及津貼共約134,900,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6,600,000港元）。

展望

繼本公司與南海控股的股權重組（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三
日之通函內）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完成後，本公司已成為南海控股的附屬公
司，現時南海控股持有 62.85%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透過上述成功重組，
將增強投資者對本公司業務的認識，更讓他們作更佳的投資決擇。

本公司將持續發展在企業 IT應用服務領域的產品，增大市場份額。本公司
在去年底發布的數字商務平台在今年上半年成功打開了市場，並成為我們
應用產品領域的主導，我們相信這種基於 I2SS技術發展的應用產品，將能
夠讓我們進一步加強在電子商務市場的領導地位。我們和Google的合作在
今年的八月開始，首月的業績表現使我們相信，此次合作將能夠提供給我
們一個推動市場的手段，鞏固我們的市場領導地位。

由於中國金融市場的持續低迷，加上我們在技術上的大幅度改造，我們在
金融信息領域的發展遇到了不少的挑戰。但基於中國金融監管部門正在進
行的大力改革，相信明年的市場環境將能夠得到改善。

在遠程教育方面，我們欣喜地看到行業開始進行整合，並留意到政府開始
在這方面做出一定的投入，我們相信遠程教育將能夠成為我們更重要的業
務環節。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以下差異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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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A.4.1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特定任期，並須重新選舉。

非執行董事的委任並無特定任期。惟所有非執行董事須遵守本公司章程之
規定輪席退任。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有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
常規不會遜於守則所規定者。

守則條文A.4.2

根據守則條文A.4.2，每名董事（包括有特定任期的董事）應至少每三年一次
輪席退任。

為全面遵守守則條文，本公司章程之有關修訂已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
月十日的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及獲股東批准。根據本公司現時的章程，每
名董事，包括按特定任期委任的董事，均須每三年一次輪席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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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本身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所有董事
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需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覃天翔先生、陳立先生及馮榮立
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討
論有關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于品海先生及張宏
任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羅寧先生及林秉軍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覃天翔先生、陳立先生和馮榮立先生。

承董事會命
董事
張宏任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六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