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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總辦事處

香港葵涌

和宜合道63號麗晶中心

A座1505-7室

中國總辦事處

中國上海

黃浦區

北京東路666號

上海科技京城

東樓8C、E及F室

上海辦事處

中國上海

外高橋保稅區

台中南路2號

新貿樓328室

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法律顧問

Conyers Dill & Pearman

普衡律師事務所

主要往來銀行

中信嘉華銀行

渣打銀行

東亞銀行

招商銀行

盤谷銀行

公司網站

www.fortunetele.com

www.fortunetele.com.cn

www.synergy-hk.com.hk

股份代號

110

董事會

主席

劉小鷹

執行董事

羅習之

田定康

非執行董事

馮靄業

盧永逸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鄭永勝

廖國輝

霍偉明

公司秘書

田定康

合資格會計師

田定康

審核委員會

鄭永勝

廖國輝

霍偉明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The Bank of Bermuda Limited

Bank of Bermuda Building

6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股份登記及過戶處香港分處

雅柏勤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56號

東亞銀行港灣中心

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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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1,265,000,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約37%。

‧ 期間，本集團合共分銷約1,200,000部手機，而去年同期則為約800,000部。

‧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毛利及經營溢利分別約為

51,000,000港元及31,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約24%及35%。

‧ 六個月期間之每股盈利為5.5港仙。

‧ 期間，本集團取得諾基亞7610及3220新型號手機之全國分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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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長遠電信網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入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 1,264,858 926,534

銷售成本 (1,214,188) (885,761)

毛利 50,670 40,773

其他經營收入 1,893 2,811

分銷成本 (9,804) (6,639)

行政費用 (9,673) (10,014)

其他經營開支 (2,427) (4,188)

經營溢利 3, 4 30,659 22,743

融資成本 (8,586) (8,434)

一項物業投資之重估盈餘 – 200

其他投資之未變現持有（虧損）收益 (1,526) 2,638

除稅前溢利 20,547 17,147

稅項 5 (4,358) (2,265)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6,189 14,882

少數股東權益 326 682

本期間溢利 16,515 15,564

期內已派付股息 6 15,105 15,105

每股盈利－基本 7 5.5 港仙 5.2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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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8 7,500 7,5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285 1,613
商譽 936 1,256

9,721 10,369
流動資產
存貨 133,026 243,03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245,463 153,131
其他投資 11 1,661 3,187
可收回稅項 752 752
已抵押銀行存款 176,300 216,04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9,083 119,724

686,285 735,86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33,934 24,963
稅項負債 2,831 1,350
銀行借貸 13 258,908 389,573
融資租約債務 200 200

295,873 416,086

流動資產淨值 390,412 319,780

400,133 330,14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0,210 30,210
儲備 292,343 290,933

322,553 321,143

少數股東權益 8,430 8,75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13 69,000 –
融資租約債務 150 250

69,150 250

400,133 33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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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本變動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商譽 換算儲備 法定基金 累積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30,210 103,275 2,481 (1,277) 348 8,491 161,039 304,567

轉撥 – – – – – 10,765 (10,765) –

於收入報表中尚未確

認因換算中國業務之財務

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54 – – 54

本年度溢利 – – – – – – 31,627 31,627

已付股息（附註6） – – – – – – (15,105) (15,105)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0,210 103,275 2,481 (1,277) 402 19,256 166,796 321,143

轉撥 – – – – – 6,874 (6,874) –

本期間溢利 – – – – – – 16,515 16,515

已付股息（附註6） – – – – – – (15,105) (15,105)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30,210 103,275 2,481 (1,277) 402 26,130 161,332 32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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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45,194 60,230

投資活動所產生（所動用）之現金淨額 41,048 (23)

融資活動所動用之現金淨額 (76,883) (5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 9,359 59,648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9,724 126,752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9,083 1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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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列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為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受豁免有限公司，其

股份自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六日以來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

板」）上市。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撤銷其股份於創業板之上市地位。同日，

本公司以介紹方式將其全部股本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Future 2000

Limited，乃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

本公司乃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分銷及買賣移動電話及相關配件、

電腦軟硬件及發展市場推廣及售後服務網絡。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

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集團內公司間之所有重大交易及結餘已於綜合賬目時抵銷。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本公司及本集團之會計年度結算日已由三月三十一日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發表之

下一份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涵蓋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期

間。

2. 營業額

營業額乃指本集團於期內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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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絕大部

份營業額及經營溢利之貢獻均來自分銷及買賣移動電話。此外，由於本集團之絕大部份營

業額及經營溢利之貢獻均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且絕大部份資產置設在中國，因

此並無提供地域市場分析。

4. 經營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

商譽攤銷 319 320

核數師酬金 410 278

折舊及攤銷

－自置資產 365 318

－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 156 156

匯兌虧損 121 5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83 –

職員成本

－董事酬金 1,279 1,274

－其他員工成本 10,515 8,69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286 256

及已加入：

銀行利息收入 1,689 1,904

出售其他投資之收益 –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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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4,358 2,984

去年超額撥備 – (719 )

4,358 2,265

中國企業所得稅指本公司在中國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成立之附屬公司長遠（上海）國際貿易有

限公司（「長遠上海」）及上海遠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上海遠嘉」）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支

出。長遠上海及上海遠嘉均享有授予於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成立公司之15%優惠中國企業所

得稅稅率。

由於本集團屬下公司在香港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於本期間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撥備。

6. 已付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5港仙之二零零四年度末期股息

（二零零三年：每股5港仙之

二零零三年度末期股息） 15,105 15,105

末期股息每股5港仙（二零零三年：5港仙），已獲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並已於期內派

付。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16,515,000港元（二零零三

年：15,564,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302,100,000股（二零零三年：

302,100,00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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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乃根據香港之長期租約持有，並已抵押予一家銀行，以取得授予一家附屬公司之

一般銀行融資。該物業已根據一項經營租約租出。其已由獨立物業估值師於二零零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估值。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添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價值651,000港元（二零

零三年：441,000港元）。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九十日（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介乎三

十日至九十日）。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三十日以內 173,721 107,636

三十一日至九十日 10,433 4,846

超過九十日 6,454 2,768

190,608 115,250

應收增值稅 – 17,949

應收回扣款項 26,208 13,020

按金及預付款項 28,647 6,912

245,463 15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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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投資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海外股份證券：

上市 1,659 3,185

非上市 2 2

1,661 3,187

上市證券之市值 1,659 3,185

所有上市海外股本證券已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後出售。

12.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三十日以內 14,289 15,212
三十一日至九十日 41 2,720
超過九十日 43 148

14,373 18,080
應付增值稅 7,953 –
其他應付賬款 11,608 6,883

33,934 2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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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借貸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包括：
銀行貸款 321,679 384,566
信託收據貸款 6,229 5,007

327,908 389,573

分析

－有擔保 149,154 187,460
－無擔保 178,754 202,113

327,908 389,573

銀行借貸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一年內或按通知 258,908 389,573
一年以上，兩年以內 25,000 –
兩年以上，五年以內 44,000 –

327,908 389,573

減：流動負債所示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258,908) (389,573 )

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69,000 –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將下列資產抵押予銀行，以取得上述銀行借貸：

(a) 本集團之銀行存款176,3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16,040,000港
元）；及

(b) 賬面淨值7,5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7,500,000港元）之投資物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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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無）。

回顧及前景

財務回顧

業務表現

期內，本集團取得諾基亞兩款主要新型號手機：7610及3220之全國分銷權。7610屬高

價格型號，較其他高銷量類別產品享有更優厚之邊際利潤。其他帶來可觀盈利貢獻之型

號包括諾基亞3100及3300。於第一季及第二季銷售之手機總數分別為441,000部及

782,000部。第二季銷售量增加，歸因於高銷量類別之諾基亞3100及諾基亞2300之帶

動。臨近中國國慶長假期前之九月份，手機銷售量突破310,000部。截至二零零四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手機總銷售量為1,222,000部，較二零零三年同期之銷售量

816,000部，增長49.7%。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營業額合共

1,265,000,000港元，較二零零三年同期之927,000,000港元增加37%。非典型肺炎之負

面影響令去年同期之營業額降至頗低水平。由於佔總銷售量約三分之一的諾基亞2300之

售價下降至人民幣1,000元以下，導致營業額增長率不及手機銷售量增長。儘管於第二

季期間推出新款手機，且本集團銷售表現理想，惟整體邊際利潤仍由二零零三年同期之

4.4%下降至六個月期間之4.0%，主要因第一季整體產品邊際利潤較低所致。與新產品

關連之推廣費用及銷售佣金增加，使分銷成本由去年同期之6,600,000港元，增至

9,800,000港元。雖然如此，中期經營溢利及純利仍然由去年同期之22,700,000港元及

15,500,000港元，分別增長至30,600,000港元及16,500,000港元。因本集團所投資之

PacificNet Inc.股價下滑，故於本期間錄得未變現虧損1,5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

得約2,600,000港元之未變現收益及約700,000港元已變現收益。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仍持有78,217股PacificNet Inc.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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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流動資金及資產抵押

期內，本集團已於到期日前全數償還160,000,000港元之銀團貸款，其中部份為透過與

現有往來銀行之雙邊融資安排償還。有關貸款可延展至借入日期後三年才到期。於二零

零四年九月三十日，長期債項數額為69,000,000港元，全部均以港元定值，而銀行借款

即期部份總額為259,000,000港元，其中214,000,000港元以人民幣定值，餘下則以港元

定值。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以非流動負債除以股東資金計算）約為21%。所有貸款均

以每月、每兩個月、每季或每半年之固定利率計息。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總銀行

存款及現金結存約達305,000,000港元，其中176,000,000港元已用作向銀行借取人民幣

及港元短期循環貿易融資之抵押品。本集團之現金及存款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持

有。期內，本集團之融資及庫務政策並無重大轉變。由於本集團超過90%之銷售額及購

貨均以人民幣定值，而港元兌人民幣之匯率保持穩定，故所承授之貨幣風險甚微，亦無

採用金融工具作對沖。

營運資金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之存貨款額為133,000,000港元，存貨週轉期相當於約20日，

而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按243,000,000港元之存貨水平計算之存貨週轉期則為48

日。存貨水平大幅下降乃由於臨近國慶假期前之九月份銷售表現較預期為佳。絕大部份

移動電話之存貨均為近期型號，故無需為存貨作出重大滯銷撥備。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

十日，貿易應收款項為191,000,000港元，即應收賬款週轉期約為28日，而根據於二零

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貿易應收賬款115,000,000港元計算之應收賬款週轉期則為22

日。週轉期日數增加，主要因九月份之信貸銷售增多及申請信貸期之直接零售客戶數目

增加。本公司將對此等直接零售客戶進行個別評估，並小心監察彼等之信貸限額及風險

水平。如單以九月之營業額計算，貿易應收賬款週轉期約為18日。期內就長期拖欠之貿

易應收賬款作出1,100,000港元撥備，佔本集團營業額少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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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多個城市共有723名僱員，當中包括641名市場

推廣代表及非合約推廣人員。期內增加市場推廣代表及推廣人員數目，乃基於推出新產

品及加強於三、四線城市之銷售工作。自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薪酬政策、花

紅及購股權計劃並無重大變動。自現有購股權計劃採納迄今，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或然事項及重大收購和出售

於回顧期間，集團並無收購或出售任何重大投資、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聯屬公司，亦

無計劃於未來十二個月作出任何重大資本資產之投資或收購。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

日，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資本承擔。

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將繼續具備充裕財務資源及資金以敷其營運所需。

營運回顧

市場綜覽

中國之移動電話及電信市場

據信息產業部之資料，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底，中國之移動電話服務用戶人數超過三億二

千萬，滲透率為每100人有24.8名用戶。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之10個月內，中國移動電

話用戶人數增加約五千五百萬人。

中國政府至今尚未決定何時發出第三代移動電話服務（3G）牌照與牌照數目。雖然寬帶碼

分多址接入（「W-CDMA」）及CDMA等3G技術在實況測試中顯示其穩定性及可靠度已大為

改善，準備可投入商業運作，但在全面實況測試下，時分同步碼分多址接入（「TD-

SCDMA」）在傳送不同網絡及設備商之間之通話時，表現仍然未符標準。部份行業報告預

期，TD-SCDMA將獲中國電信業界積極支持，並將於二零零五年十月正式推出。然而，

中國最大移動電信服務經營者中國移動有可能採納W-CDMA技術規範。一般相信，待

TD-SCDMA電話所採用之晶片組合及手機準備就緒作商業推出時，全部三種甚至更多技

術規範將會由不同經營者引入中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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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電話市場之競爭仍然相當激烈，各種價格範圍之型號有超過1,000種之多。然而，

所有國產品牌之總市場佔有率已由一年前超過50%，回落至稍低於50%之水平。市場佔

有率下降之部份原因乃市場上液晶體顯示元件面臨短缺，及國產品牌對預期銷售過份樂

觀；部份使用低檔次GSM手機之用家亦因小靈通之資費較低而轉用小靈通，因而引發國

產品牌銷售渠道存貨過剩。然而，於二零零四年一月至十月手機出口銷售數量達

111,000,000部，其中主要為諾基亞、摩托羅拉及西門子之手機。

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進程，中國信息產業部極可能於兩年內廢除手機牌照之要求。此

舉將令手機生產及銷售市場開放，並有可能加深中國現時手機存貨過剩之問題。

業務回顧

移動電話分銷

期內，移動電話分銷業務仍為本集團之核心業務，佔本集團營業額及經營溢利90%以

上。諾基亞3100及2300型號分別佔本集團銷售量超過50%及30%。該等型號以低價格

市場為目標，而諾基亞7610型號等高檔型號則帶來較高之邊際利潤。舉例而言，一部零

售價現為人民幣1,800元之諾基亞3300型號音樂電話，可憑藉其獨特功能而為本集團帶

來較其他手機更高之邊際利潤。

全新諾基亞3220型號於九月推出，其時正值國慶長假期前。該手機因其甚具吸引力之功

能而受到市場注視。由於本集團在全國範圍分銷最新型號之諾基亞手機，故此能於所有

銷售渠道保持價格之穩定性，並能迅速回應急促轉變之市場環境。期內，諾基亞依然為

本集團之主要供應商及產品。隨著多種諾基亞全新型號將於短期內推出，本集團將繼續

成為知名品牌手機生產商之重要增值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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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及前景

於中期期間後，本集團取得最新諾基亞手機型號2600以及N-Gage QD之全國分銷權。諾

基亞2600為一部具有超值功能之彩色顯示屏手機，零售價約人民幣1,200元。N-Gage

QD為一部遊戲GSM手機，具備多媒體短訊服務、FM收音機、個人資料管理、錄音和

MP3功能，可同時爭取中國手機及移動電子遊戲機市場。集團相信，該兩種型號加上其

他現有手機型號，將繼續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之末季為集團貢獻可觀盈利。由於本

集團於本曆年開始將年結日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故下一份全年業績將以九個月而非以

整段十二個月期間為呈報基準。

在集團主要專長於分銷業務之基礎上，管理層將繼續在中國探索及發展其他電信及分銷

相關業務。

董事於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依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所設存名冊之記錄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本公司及聯交所

接獲之通知，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本之權益如下：

佔本公司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持有之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附註）

劉小鷹 以信託持有 211,500,013 70%

附註：

該等股份由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Future 2000 Limited持有，而該公司由一信託人持

有。有關全權信託之受益人包括劉小鷹先生、其配偶及其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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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披露之權益指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股份之長倉。

除上文披露者外，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任何證券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

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董事、彼等之配偶或未

滿18歲之子女於期內概無擁有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曾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董事於重大合約之權益

本公司董事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或期內任何時間已訂立

之重大合約中，概無擁有直接或間接之重大權益。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設存之主要股東

名冊列示，除上文「董事於證券之權益」一節披露之權益外，本公司未獲知會在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中有任何其他相關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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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任何時間，未曾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非執行董

事並無固定任期，彼等須按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連

任。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有關董事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所有董事均已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全面遵守標準守則。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永勝先生、廖國輝先生及霍偉明先生組成。審核

委員會之主要職能乃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並向董事會提

供意見及回應。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及批准本報告。

董事會進一步議決，向霍偉明先生支付由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彼獲委任之日）至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之董事袍金為15,000港元，而之後每年則為60,000港元。

承董事會命

長遠電信網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劉小鷹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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