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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志鴻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
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專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而設立之上市市場。尤為重要者，在創業板上市之
公司毋須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盈利能力。此外，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可能
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之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
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
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之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
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發佈資料之主要途徑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站上刊登。上市公司一
般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發表付款公告。因此，有意投資者應注意，彼等應瀏覽創業板網
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志鴻科技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
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
(�)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
使本公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考慮後作出，
並以公平及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 � -

摘要

•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0�,000港元，較
二零零七年之���,���,000港元大幅度上升��%。營業額上升主要受惠於中國內地
系統集成業務收入之貢獻。

• 企業軟件產品的銷售額下降�0%至��,�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0港元）。
專業服務收入下降�0%至��,�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港元）。此兩項
業務下降，主要受到香港銀行業業務因金融危機衝擊而放緩所致。

• 系統集成業務上升�0�%至���,���,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港元），主要
因為成功完成中國內地數間大型國有企業與股份制銀行之大型合約。

• 應用軟件服務供應商服務保持平穩，收入為�,���,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
港元）。

• 集團經營溢利在扣除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前為�,���,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0�,000港元）。

•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000港
元，而二零零七年同期為�,0��,000港元之溢利。

• 二零零八年淨虧損���,000港元，主要受累於金融資產投資虧損�,���,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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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董事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364,206		 ���,���
其他收入 4 1,148		 �,0��
硬件及軟件存貨變動  1,283		 (��� )
購買硬件及軟件  (247,300	)	 (��,��� )
專業費用  (7,453	)	 (�,��� )
僱員福利開支  (88,608	)	 (��,��� )
折舊及攤銷開支  (3,146	)	 (�,��� )
其他開支  (22,069	)	 (��,��� )    

經營（虧損）╱溢利  (1,939	)	 �,���
財務費用 6 (48	)	 (��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5	)	 (�� )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992	)	 �,���
所得稅開支 7 (47	)	 (��� )    

年內（虧損）╱溢利  (2,039	)	 �,���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822	)	 �,0��
 少數股東權益  (1,217	)	 (��0 )    

年內（虧損）╱溢利  (2,039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年內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港仙） 8 (0.08仙 ) 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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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909		 ��,�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352		 �,���
 商譽  1,691		 �,���
 開發成本  –		 –
 應收借款  –		 �,���    

  17,952		 ��,�00    

流動資產
 存貨－製成品，按成本列賬  2,120		 ���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8,458		 ��,�0�
 應收貿易賬款 11 84,932		 ��,���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8,107		 ��,���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4,528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7,741		 ��,���    

  175,886		 �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66,221		 �,���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19,001		 ��,���
 借貸  6,560		 ���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5,984		 �,���
 稅項撥備  –		 ���    

  97,766		 ��,���    

流動資產淨值  78,120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6,072		 ��,���

非流動負債
 借貸  219		 ���    

資產淨值  95,853		 ��,0��
    

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股本  98,505		 ��,�0�
 儲備  (6,261	)	 (�,��� )    

  92,244		 ��,0��
少數股東權益  3,609		 �,���    

股權總額  95,8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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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投資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外匯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股東權益		 股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0�  ���,��0  (��0 ) ���  (���,��0 ) ��,��0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之變動 –  –  ��  –  –  ��  –  ��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 –  –  –  �,���  –  �,���  ��0  �,���               

於股權中直接確認之淨收益 –  –  ��  �,���  –  �,���  ��0  �,���
年內溢利╱（虧損） –  –  –  –  �,0��  �,0��  (��0 ) �,���               

年內確認收益╱（開支）總額 –  –  ��  �,���  �,0��  �,���  (��0 ) �,���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  ���,��0  (��� ) �,�0�  (���,��� ) ��,0��  �,���  ��,0��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0�  ���,��0  (��� ) �,�0�  (���,��� ) ��,0��  �,���  ��,0��
收購非控股權益 –  –  –  –  (�,��� ) (�,��� ) (�0� )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之變動 –  –  (�,��� ) –  –  (�,��� ) –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  –  �,0��  –  –  �,0��  –  �,0��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 –  –  –  �,��0  –  �,��0  ���  �,���               

於股權中直接確認
 之淨收益╱（開支） –  –  ���  �,��0  (�,��� ) (�� ) (��� ) (��� )
年內虧損 –  –  –  –  (��� ) (��� ) (�,��� ) (�,0�� )               

年內確認收益╱（開支）總額 –  –  ���  �,��0  (�,��� ) (��� ) (�,��� ) (�,�00 )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  ���,��0  –  �,���  (��0,���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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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司
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
業板上市規則」）。

本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除另行說明外，所有金額均已按四捨五入方式調整至最
接近千位數。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已經由董事會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三
日批准刊發。

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概述如下。除另有註明外，該等政策已於所有呈
報年度內貫徹應用。

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
產，則按公允價值計量。

編製財務報表時須作出會計估計及假設。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報表。

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於二零零八年生效之修訂及詮釋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相關並適用於本集團於二
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年度期間之財務報表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財務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披露」
  －金融資產重新分類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經營權安排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界定福利資產之限制、
 －詮釋第��號  最低資金要求及互相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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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重大影響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
式，因此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b)	 本集團提早採納之準則

本集團已提早採納以下兩項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頒佈且准許提早採納並與
其業務有關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預料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之資料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此項經修訂準則規定，就所有附有非控股權益之交易而言，如控制權不改變且不會再
產生商譽或盈虧，則有關影響列入股權。此項準則亦指明失去控制權時作出之會計處
理方法。於個體剩餘之任何權益按公允價值重新計量，並在損益表中確認收益或虧
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業務合併

此項經修訂準則繼續應用收購法於業務合併，並有些重大更改。例如，收購業務之所
有付款必須按收購日期之公允價值記賬，而分類為債務之或然付款則於其後透過綜合
收益表重新計量。在計算被收購方之非控股權益時，可選擇按公允價值或非控股權益
應佔被收購方淨資產之比例計量。所有收購相關成本必須支銷。

採納這兩項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

年內，本集團向兩間現有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收購餘下之控股權益，並無導致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所指之失去控制權。管理層決定提早
採納上述兩項準則入賬列為股權交易。

然而，本集團已確認(�)已付代價的公允價值；及(�)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於收購日期股
權內非控股權益之經調整金額兩者之差額，並於綜合權益變動表內披露為股權。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之過渡性條文
並無追溯重列二零零七年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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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營業額

收入（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提供服務之收入總值。於年內確認的收入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企業軟件產品 83,304		 ��,��0
系統集成 254,729		 ��,���
專業服務 21,606		 ��,���
應用軟件服務供應商服務 4,567		 �,���   

 364,206		 ���,���
   

4	 其他收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益 59		 ��
利息收益 815		 �,��0
其他 274		 ���   

 1,148		 �,0��
   

5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已扣減╱（計入）：

存貨銷售成本 246,017		 ��,��0
提供服務成本 76,691		 ��,���
折舊
 －自置資產 3,013		 �,���
 －租賃資產 133		 ���
開發成本攤銷 –		 �,���
核數師酬金 887		 �0�
匯兌淨虧損╱（收益） 113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淨虧損 17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2,054		 –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3,157		 ���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租金付款 5,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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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支出：
 融資租賃之財務費用 48		 ��
   

7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之公司於該兩個年度內均產生稅項虧損，或年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已與往年度
結轉之稅項虧損全數對銷，故財務報表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海外溢利的稅項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的國家的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往年度撥備不足 –		 ���
 －海外
   年內稅項 47		 ��
   往年度撥備不足 –		 ��   

所得稅開支總額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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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適用稅率就稅項開支及會計溢利進行對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992	)	 �,���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二零零七年：��.�%）
 計算之稅項 (329	)	 ���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項影響 (4,184	)	 (�,��� )
不可扣減開支之稅項影響 4,836		 �,���
未確認暫時差額之稅項影響 (174	)	 ���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項影響 1,562		 �,���
使用先前未確認稅項虧損 (1,601	)	 (�,��� )
往年度稅項撥備不足 –		 �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之稅項影響 1		 �
於其他司法權區營運之附屬公司不同稅率之影響 (108	)	 (��� )
其他 44		 ��   

所得稅開支 47		 ���
   

8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000港元（二零零七年：溢利
�,0��,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0�0,000股（二零零七年：���,0�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潛在可攤薄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
虧損。

9	 分部資料

主要呈報方式－地區分部

管理層認為，以業務資產所在地區作為分部資料於本集團之經營及財務決策更為適合，故
採用地區分部資料作為主要呈報方式。本集團之業務可細分為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其他地區及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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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下表提供本集團按資產所在地（不論服務來源）劃分之銷售及業績分析：

	 香港	 中國	 東南亞	 對銷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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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列）

收入
 －對外銷售 91,318		 ��0,��0  263,015		 ��,���  9,873		 �0,���  –		 –  364,206		 ���,���
 －分部間銷售 12,050		 �0,���  18,843		 �0,��0  850		 –  (31,743	)	 (��,��� ) –		 –                   

 103,368		 ���,���  281,858		 ��,���  10,723		 �0,���  (31,743	)	 (��,��� ) 364,206		 ���,���
                   

分部業績 386		 �,���  (3,765	)	 (�,�0� ) 566		 (�,�0� ) –		 –  (2,813	) �,��0
 －利息及股息收益                 874		 �,�0�
 －財務費用                 (48	)	 (��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  (5	)	 (�� ) –		 –  –		 –  (5	)	 (�� )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992	)	 �,���
所得稅開支 	   	   	   	   (47	)	 (��� )                   

年內（虧損）╱溢利 	   	   	   	   (2,039	)	 �,���
                   

(ii) 其他分部資料

	 香港	 中國	 東南亞	 對銷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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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列）

來自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
	 對外客戶收入
  －對外銷售 81,874	 ��,���  266,488	 ��,���  15,844	 ��,���  –	 –  364,206	 ���,���
  －分部間銷售 12,050	 �0,���  18,843	 �0,��0  850	 –  (31,743	) (��,��� ) –	 –                   

 93,924	 �0�,��0  285,331	 ��,���  16,694	 ��,���  (31,743	) (��,��� ) 364,206	 ���,���
                   

資本開支 2,030	 �,���  245	 ���  65	 ���  –	 –  2,340	 �,�0�
折舊及攤銷 1,205	 �,��0  1,647	 �,���  294	 ���  –	 –  3,14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淨
 虧損╱（收益） –	 –  18	 ���  (1	) �  –	 –  17	 ���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表之
 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3,157	 ���  –	 –  –	 –  –	 –  3,157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2,054	 –  –	 –  –	 –  –	 –  2,0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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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表按地區分部分析如下：

	 香港	 中國	 東南亞	 對銷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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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分部資產 112,615  ���,0��  96,027  ��,��0  2,557  �,���  (76,433	) (�0,��� ) 134,766  ��,��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  �  –  –  –  –  –  �
未分配公司資產                 59,072  ��,�0�                   

總資產                 193,838  ��0,���
                   

負債
分部負債 (17,842	) (��,��� ) (131,692	) (��,��� ) (17,807	) (��,��� ) 76,433  �0,���  (90,908	) (�0,��� )
未分配公司負債
 －借貸                 (6,779	) (�,��� )
 －其他                 (298	) (��� )                   

總負債                 (97,985	) (��,�0� )
                   

次要呈報方式－業務分部

本集團全球包括四個主要經營分部，即企業軟件產品、系統集成、專業服務及應用軟件服
務供應商服務。

各經營分部之主要業務如下：

企業軟件產品 – 銷售企業軟件產品及提供保養服務

系統集成 – 提供系統集成服務及轉售軟、硬件配套產品

專業服務 – 提供顧問服務

應用軟件服務供應商服務 – 在應用軟件服務供應商業務上提供服務

來自對外客戶之收入、分部資產及資本開支按業務分部分析如下：

	 	 	 	 應用軟件服務
	 企業軟件產品	 系統集成	 專業服務	 供應商服務	 未分配	 總額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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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對外客戶之收入 83,304		 ��,��0  254,729		 ��,���  21,606		 ��,���  4,567		 �,���  –		 –  364,206		 ���,���
分部資產 40,504		 ��,���  85,909		 ��,���  7,993		 �,00�  360		 ���  59,072		 ��,�0�  193,838		 ��0,���
資本開支 463		 �,���  –		 –  1,601		 ���  276		 –  –		 –  2,3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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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議決建議本公司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

11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第三方 84,932		 ��,��0
 －一名關連人士 –		 �,���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84,932		 ��,���
   

應收第三方之貿易賬款於發單日起計三十日內到期。逾期超過九十日之應收貿易賬款結餘
應在清償全部未償還結餘後方才會再授出信貸。

去年，應收一名關連人士之貿易賬款為無抵押、免息及由發單日起計三十日內到期。該名
關連人士為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之股東。

本集團董事認為應收貿易賬款之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值並無重大差異，因款項為短期賬款。

根據發票日期，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0–�0日 69,768		 ��,���
��–�0日 3,488		 �,���
��–�0日 1,282		 �,���
超過�0日 10,394		 �,���   

 84,932		 ��,���
   

於各結算日，本集團會對應收款項作個別及整體檢討，以確定是否有減值憑證。個別減值
之應收款項（如有）之減值虧損金額，根據客戶之信用記錄（如財政困難或拖欠付款）及市場
現況確認。因此，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確認特定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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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

供應商給予本集團之信貸期介乎三十至六十日。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0日 53,525		 �,���
��–�0日 4,115		 ���
��–�0日 20		 ��
超過�0日 8,561		 �,0��   

 66,221		 �,���
   

所有金額屬短期性質，故認為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面值為公允價值之合理約數。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0�,000港元，較二零零
七年之���,���,000港元大幅度上升��%。營業額上升主要受惠於中國內地系統集成業務
收入之貢獻。

企業軟件產品的銷售額下降�0%至��,�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0港元）。專業
服務收入下降�0%至��,�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港元）。此兩項業務下降，
主要受到香港銀行業業務因金融危機衝擊而放緩所致。

系統集成業務上升�0�%至���,���,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港元），主要因為成
功完成中國內地數間大型國有企業與股份制銀行之大型合約。

應用軟件服務供應商服務保持平穩，收入為�,���,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000港元，而二
零零七年同期為�,0��,000港元之溢利。二零零八年淨虧損���,000港元，主要受累於按
公允價價值計算之金融資產投資虧損�,���,000港元，以及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0��,000港元。集團經營溢利在扣除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前為�,���,000港元(二零零七
年：�,�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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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金融業務在二零零八年面對金融危機的衝擊，本集團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不過由於
巳有相當數量簽訂的合約，以及軟件升級與維護業務帶來的經常性收入，企業軟件與專
業服務業務並未受到嚴重打擊。

有見金融海嘯的發生，管理層積極拓展香港以外地區及銀行與金融業以外的業務。因
此，集團於中國內地國有企業及地區性銀行取得的系統集成業務迅速增長。

與此同時，集團針對中國內地日資企業的業務拓展之努力也帶來回報。外判業務團隊將
會跟一個日資客戶簽訂一項為期五年的合約，為該客戶在中國內地、香港以及台灣地區
的四個營運部門提供維護與支援服務。

儘管集團已經為「中國金融科技支援中心」投入大量籌備工作，以支援跨國銀行進軍中國
內地，但管理層決定暫緩本項目的全面實施，儘量儲備財力，以便安全渡過未來可能更
嚴重的經濟衰退時刻。

經濟逆境下，通過員工自然流失並暫停職位招聘之後，本集團僱員總數由年初之���人減
至年底之���人。透過業務流程重整及培訓，我們鼓勵員工提高工作效率以應付工作。

未來展望

管理層預期二零零九年，香港與東南亞地區的業務增長將難有理想表現。不過，軟件維
護與升級業務的相當數量合約依然能夠為這兩個地區提供盈利。

中國內地業務將保持增長。中國政府鼓勵國內銀行擴大借貸規模，拓展業務，而許多國
內銀行都購買了集團的志鴻信貸管理系統，這將為本集團帶來更多升級系統的業務。本
集團在中國內地外資銀行的市場推廣工作也因金融危機而進度減慢，但我們相信經濟形
勢好轉之後，努力終會得到回報。

為降低對銀行與金融業的依賴，集團努力擴展具有抗經濟衰退能力的政府電子商務業
務。為此集團已小額投資了兩間專為中國政府機構開發軟件的公司，本集團將繼續擴展
這兩間公司的規模，希望能夠為集團帶來新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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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暫緩「中國金融科技支援中心」項目的全面實施，轉而籌辦志鴻金融及科技學院
(Excel School of Banking and Technology)。志鴻金融及科技學院將能夠擴大集團在中國
內地銀行中的知名度，增強雙方的合作關係，為集團提供較低成本之人力資源，並奠定
在經濟好轉時實施「中國金融科技支援中心」的基礎，為本集團的業務發展帶來強大助
力。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作為長期策略目的而持有之非上市私人股票基金
的公允價值為���,000美元，而此項投資作為一項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處理，故所有公允價
值調整均撥入投資重估儲備。鑒於發生金融危機，於二零零八年底，該投資之公允價值
長期及大幅下降累積共���,000美元，故管理層決定確認減值虧損���,000美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投資於香港上市股本證券之投資，按公允價值列
賬為�,���,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0港元）。

本集團按淨負債除以股權總額計算負債比率，以此監控其資本結構。本集團將淨負債定
義為負債（包含長期與短期借款）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股權總額由綜合資產負債表中
呈列的擁有人之股權及少數股東權益組成。二零零八年期間，本集團之策略與二零零七
年相同，乃將負債比率維持在一個健康的資本水平，以支援集團之業務。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集團持有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超過
負債，故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為零。

資本結構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已發行股份為���,0�0,000股，與去年相同。

投資

年內，本公司完成了下列兩項擁有權權益變動：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公司向一名少數權益股東收購了附屬公司Excel Global IT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剩餘之��%股本權益，作價�,���,000港元，以該少數權益股東
之應收貸款支付。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公司又向一名少數權益股東收購了另一間附屬公司新川資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剩餘之��%股本權益，作價�,0��,000港元，以現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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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表現

香港地區之營業額為�0�,���,000港元，較去年之���,���,000港元下降��%。

中國內地業務之營業額上升��0%至���,���,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港元）。

東南亞地區業務錄得營業額�0,���,000港元，較二零零七年稍微下降�%（二零零七年︰
�0,���,000港元）。

僱員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僱員總數為���人（二零零八年初：���人）。

企業管治

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已承諾遵守企業管治原則，並已致力提供透明度、問責性及獨立
性。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及附錄十六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企業管治
報告規則，該等守則及規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起生效，惟下文披露
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

本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均遵守守則，惟徐陳美珠女士同時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除外。

董事會已商討是項例外情況，並基於以下理由批准其同時出任兩個職位：

• 本公司之規模相對較小，不足以分開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能。

• 本公司已實施內部監控制度、執行監察與制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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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條之規定，本公司已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一日成立審
核委員會，並以書面制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成員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英潮先
生、張家敏先生及黃美春女士所組成。張英潮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審核委員會之
主要工作為檢討與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流程以及內部監控程序。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審核委員已按每季度舉行會議。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而該委
員會認為有關財務報表乃遵守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聯交所規定編製，並已作出充份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會之常規及程序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至�.��條所載之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徐陳美珠

香港，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董事會成員包括：

徐陳美珠（執行董事）
梁樂瑤（執行董事）
馮典聰（執行董事）
吳偉經（執行董事）
葉德銓（非執行董事）
張英潮（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家敏（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美春（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佈將自刊發日期起最少七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內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內，另亦會
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excel.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