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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43）

（認股權證代號： 2306）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
然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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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業績，連同二零
零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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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22,755 19,838
銷售成本 (17,575) (15,363)

毛利 5,180 4,475
其他收入 2,881 2,542
行政費用 (36,561) (30,491)
投資證券未變現（虧損）收益 (38,882) 16,410
開發費用之攤銷 (5,624) (9,105)
研究開發支出 (384)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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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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營虧損 4 (73,390) (16,571)
財務費用 (5) (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025) (5,735)
應佔一所共同控制之實體業績 (924) (805)
就商譽儲備確認之減值虧損 (3,000) －
被視作出售聯營公司之虧損 －－－－－ (1,333)

除稅前虧損 (80,344) (24,449)
稅項 5 －－－－－ (1)

本期間虧損淨額 (80,344) (24,450)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6 (2.41仙) (0.81 仙)

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
25號「中期財務申報」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附錄 16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財務報表一
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所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與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
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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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及地域分類
業務分類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損益賬

出版及 中文 投資
相關業務 資訊基建 控股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四年
營業額 22,581 174 －－－－－ 22,755

分類業績 2,584 (17,633) (40,272) (55,321)

未被分類之公司支出 (18,069)

經營虧損 (73,390)
財務費用 (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3,025) －－－－－ (3,025)
應佔一所共同控制之
實體業績 －－－－－ (924) －－－－－ (924)

就商譽儲備確認之
減值虧損 －－－－－ (3,000) －－－－－ (3,000)

除稅前虧損 (80,344)
稅項 －－－－－

本期間虧損淨額 (80,344)

二零零三年
營業額 18,596 1,242 － 19,838

分類業績 1,801 (13,510) 10,376 (1,333)

未被分類之公司支出 (15,238)

經營虧損 (16,571)
財務費用 (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5,735) － (5,735)
應佔一所共同控制之
實體業績 － (805) － (805)

被視作出售聯營公司之
虧損 － (1,333) －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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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及 中文 投資
相關業務 資訊基建 控股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24,449)
稅項 (1)

本期間虧損淨額 (24,450)

地區分類
本集團所有經營業務均設於香港及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之其他地區。

不論貨品／服務之原產地，下表按各市場位置對本集團營業
額及經營虧損進行分析：

營業額 經營虧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2,631 19,687 (67,473) (10,925)
中國 124 151 (5,917) (5,646)

22,755 19,838 (73,390) (16,571)

4. 經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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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4,107 4,711
銀行利息收入 (165) (202)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7.5%（二零零三
年： 17.5%）之稅率撥備。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間虧損淨額約 80,344,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 24,450,000港元）及期 內已發 行普 通股之 加權 平均 數
3,333,928,137股（二零零三年： 3,027,233,959股）普通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兩段期間所計算
之每股攤薄虧損，並不假設本公司行使其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及認股權證，原因是行使該等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將減低每股
虧損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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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行使本公司授出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和本公司發行之認股
權證會對本期間每股虧損造成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本期
間每股攤薄虧損。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不派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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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整體營業額
較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約 15%至 約 22,755,000港 元 ， 其 中 約
22,581,000港元及 17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18,596,000港元
及 1,242,000港元）分別來自本集團的漫畫出版及中文資訊
基建業務。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綜合股東應
佔虧損淨額較去年上升至約 80,344,000港元。期內每股虧
損為 2.41港仙（二零零三年： 0.81港仙）。期內之虧損增加
之原因如下：

(i) 本集團之資訊科技產品之市場推廣及宣傳費用較前期
增加約 3,900,000港元；

(ii) 證券投資之未變現虧損約 38,882,000港元，而去年同期
之證券投資則錄得未變現收益約 16,410,000港元；及

(iii)由於一所聯營公司持續錄得虧損，本期間已確認商譽
儲備之減值虧損為 3,000,000港元。

董事認為，當飛龍產品及網城電腦來年交貨並確認為銷售
收益後，過去連續數個財務期間出現的虧損將會得到改善。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為317,028,000
港元，以本公司加權平均股數 3,333,928,137股計算的每股
資產淨值則約為 0.10港元（二零零三年： 0.12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及現金結餘合共
約為21,833,000港元，短期上市證券則約為26,020,000港元。
外幣匯價波動對本集團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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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負債合共約為
25,453,000港元，約佔股東權益的 8%（二零零三年： 8%）。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未償還銀行貸款。

董事相信，本集團現時具備充裕流動資金應付日常營運，
而因行使其餘認股權證之所得款項淨額將進一步鞏固本集
團的財務狀況。

資訊科技項目的開發成本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開發中文電腦操作系統、中文
單晶片系統、中文電子書及其他相關應用軟件的累積成本
減累積攤銷約為 43,38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52,545,000港
元）。此等開發成本會遞延處理，並由項目投入商業運作
之日起按其預計可使用年期二至五年撇銷。截至二零零四
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開發成本的攤銷達 5,624,000港元（二
零零三年： 9,105,000港元）。此外，於本期間內直接產生
的研究開發支出為 384,000港元（二零 零三年： 402,000港
元）。

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有 128位僱員，
其中 73位於香港服務、 52位於澳門服務，另外 3位則於國
內服務。期內，職員成本合共約為 11,420,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 13,216,000港元）。薪酬福利計劃維持在具競爭力的
水平，並且由管理層定期檢討。本集團會按董事及僱員的
個別長處與表現，向彼等發放酌情花紅與具鼓勵作用性的
購股權。

業務回顧
文化傳信集團一直朝著中文 Linux技術研發方向發展，包
括 (1)中文及多語言智能造字引擎 (CCGE)、 (2)中文語音引
擎 (CVE)及概念判斷系統技術、以及 (3)相關的 Linux軟體技
術，如Midori Linux嵌入式操作系統和紅旗辦公套件 (Red
Office)。這三方面的研發已取得重要成果，開始獲得一些
科技公司所採用，如 IBM、飛龍產業聯盟等企業，以此作
為核心技術，發展出各類中文資訊產品和應用，並陸續將
產品投入市場。另一方面，我們以「eTown數碼網城」作為
開發市場的策略，目標是針對中國 12億人口的電腦初用者
市場，建立起 eTown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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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業務發展
基於集團之造字引擎技術和 IBM之 PowerPC技術，所發展
出的「飛龍3210處理器」，已完成相關的主板設計及配套軟
件，並推出市場，主要運用於嵌入式產品上。其中，稅控
／POS機的主板設計方案，已通過中國的技術檢測和鑑定。
現時中國政府正在全國推行稅控機項目，並且進入入標階
段。而我們的主板設計方案已獲多家生產商同意採用，相
信很快能為集團帶來實質收益。

2004年 7月廣東雲安第一 eTown啟動後，已形成了整體的
eTown運作模式。廣東雲浮市政府將在 2005年1月召開全區
eTown推行動員大會，並計劃明年第一季度完成區內 4縣市
55鎮的 eTown鋪設。而在本年 11月份舉行的「中國淮海經濟
區第十七屆市長會議」上，更正式決議在區內採用本集團
的 eTown方案，發展淮海經濟區 20市 133縣 463鎮 1.2億人口
的統一信息管理和發展平台。會後本集團在徐州市政府的
積極配合下，已著手建立區內第一個 eTown平台──徐州
eTown平台。為此，徐州政府已責成徐州市電訊局與本集
團簽訂了「徐州電信寬帶業務與 eTown網城電腦及 eTown服
務綑綁銷售合作協議」，由徐州市電信局為當地政府、學
校、醫院、企業以及家庭等，提供本集團的中文 Linux網
城電腦和 eTown網城服務。淮海區徐州 eTown啟動後，集團
將繼續與區內各級政府合作，根據【淮海經濟區第十七屆
市長會議紀要】的精神，計劃未來兩年內完成全區的 eTown
覆蓋，提供 eTown服務。

集團亦正與中國政府之重要機構商討在全國展開 eTown的
建設，下一步計劃推進的區域，包括東北三省、西北地區、
中原經濟區、閩浙湘贛經濟區、川陜甘寧經濟區等。集團
相信，隨著 eTown市場策略的推進，將會為集團帶來廣泛
的收益。

本集團開發的紅旗辦公套件 (Red Office)亦於本年 6月份推
出最新版本，仍為北京市政府所樂於採購，而且各地政府
亦將陸續加入採購行列，如山西省政府、湖南省政府等。
由於中國政府傾向採用有中國自主版權和開放源代碼的軟
件，集團相信紅旗辦公套件 (Red Office)在未來中國政府的
採購中能佔有重要的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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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進一步利用漢字基因處理技術，於本年底成功研
發完成「中文語音引擎」，並計劃與 IBM聯合開發新一代具
語音處理能力的全球第一顆「中文聰明電腦晶片」。這聰
明晶片的特點是，使電腦具備基本的「聽、說、理解、判
斷」能力，讓使用者可以自然語言與電腦進行互動，將可
帶動新一代聰明家電產品的應用開發潮流。屆時，人們與
機器可以透過自然語言對話來溝通，突破鍵盤、手寫板等
輸入方法的限制，使電腦進入為人服務的應用形態。

漫畫業務
隨著香港及東南亞市場的經濟復甦，文傳在傳統漫畫業務
方面出現逾兩成的增長，未來的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新產品
及新市場的開拓。在 2004/2005財政年度的上半年，本集團
的漫畫部已與中國內地逾十家最大的手機增值服務供應商
(SPs)簽定漫畫內容的銷售協議，他們的註冊會員總數已超
過 5億人口。

在手機、 PC個人電腦及電視等各種終端上建立以漫畫內
容主導的增值服務平台是今年的重點。此外，在多媒體產
品授權業務方面，「中華英雄」已授權予電視製作公司在
2004及 2005年度分別製作 2套電視劇系列，其中，第一套
系列已於 10月開鏡。另外，「龍虎門」亦授權予電影製作
公司，預計電影將於明年暑假上畫。此外，我們已授權超
過 20個漫畫書目在 2005及 2006年度在國內出版。

展望
文化傳信集團將沿著以上的發展策略，一方面利用已研發
的技術，不斷與相關企業合作和推廣，以產生更多適合
eTown社群的各種前端產品。另方面在不斷鞏固已成功推
廣、佔中國百分之十人口的雲安及雲浮地區和淮海經濟區
之外，積極地把 eTown計劃推展到中國其他地區，緊緊圍
繞著 12億電腦初用者市場，在中國建立起 eTown信息基建
和 eTown社群。我們深信集團已開始步入收成期，我們研
發的成果將會快速地佔有市場。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內，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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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黎文濤先生、王調軍先生及陳立祖先生三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
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呈報等事宜，
包括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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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獨立
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並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次
退任。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中期業績
根據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生效之上市規則附錄 16
第 46(1)至 46(6)段（包括首尾兩段）（並按過渡安排，仍適用
於涉及在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前開始之中期業績公佈）規
定所需一切資料之詳細中期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候在聯
交易所網站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偉東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截止本公佈之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包括張偉東先生、朱
邦復先生、張錦成先生、鄭國民先生、萬曉麟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包括黎文濤先生、王調軍先生、陳立祖先生組
成。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