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業績

eSun Holdings Limited（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謹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持續經營業務 19,434 1,716
終止經營業務 3 2,440 151,468

4 21,874 153,184
銷售成本 (18,785) (74,502)

毛利 3,089 78,682

其他收入 5 44,194 105,795
市場推廣費用 (727) (8,031)
行政費用 (68,833) (59,191)
其他經營費用淨額 (12,188) (55,092)
持有短期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21,850) (233,050)
附屬公司減損撥備 (17,058) —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淨額 — 23,597
出售聯營公司收益 — 8,975
長期投資減值撥備 — (20,476)

經營業務虧損 4, 6 (73,373) (158,791)
融資成本 7 (2,382) (16,602)
分佔聯營公司之溢利減虧損 (8,267) (3,350)

除稅前虧損 (84,022) (178,743)
稅項 8 3,039 (14,114)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80,983) (192,857)
少數股東權益 498 432

股東應佔虧損 (80,485) (192,425)

每股虧損
　—  基本 9 (14.59仙) (52.67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每股中期股息 — —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29,160 95,089
　長期投資 37,053 34,553
　聯營公司 119,695 52,537
　應收富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款項 1,500,040 1,500,040
　遞延稅項資產 661 1,360

1,786,609 1,683,579

流動資產
　短期投資 109,333 162,970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8,699 18,905
　存貨 — 392
　應收賬項及按金 10 41,568 49,540
　信託所持現金 2,276 2,27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0,900 50,829

312,776 284,912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1 44,895 38,809
　應付稅項 14,242 18,188
　應付融資租賃 22 19
　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之計息銀行貸款 25,000 —

84,159 57,016

流動資產淨值 228,617 227,89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15,226 1,911,475

非流動負債
　應付融資租賃 (94) (103)

(94) (103)

少數股東權益 276 (221)

2,015,408 1,911,151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2 285,592 188,528
　儲備 13 1,729,816 1,722,623

2,015,408 1,911,151

簡明綜合財政報告附註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1. 呈報基準

簡明綜合財政報告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政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的「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由於是截至二零
零零年七月一日或其後有關財政期間之中期報告內首次呈列首個簡明綜合經確認收益及虧損表及首個簡明綜合現
金流量表，因此當中並無呈列簡明綜合經確認收益及虧損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之比較數字。該等偏離會計實
務準則第25號之內容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上市規則獲批准的。

中期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惟本
集團採納了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有關商譽的會計政策  —  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此項會計實務準則適用於二零
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

綜合附屬公司賬目與收購聯營公司產生的商譽指有關該附屬公司／聯營公司的購買代價較收購資產於收購當日按
公平價值計算的淨值多出的數額。

於二零零零年收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商譽已於收購時在儲備內對銷。

期內收購聯營公司產生的商譽乃以直線法按二十年期攤銷。此項商譽乃按成本值減任何累計攤銷及董事認為有需
要作出的非臨時性減值，列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內。

按董事所釐定的任何商譽減值乃在損益表內扣除。

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時，先前在商譽內對銷的應佔商譽有關部分，以及商譽減累計攤銷或資產減值，會予以
撥回並包括於出售收益或虧損之計算內。

3. 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零零年，本公司與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訂立一項對麗新集團內公司進行集團重組的重組協議。
集團重組導致（其中包括）本集團向麗新發展轉讓其若干主要從事投資及經營酒店及餐廳以及物業投資的附屬公
司、聯營公司及長期投資。該等交易已分別於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分兩階段完成。
期內，加拿大的餐廳業務已經終止（「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計算至實際出售日期為止，而有關資產及負債均包括在計算出售終止經營業務的淨收益內，
期內並無錄得出售收益或虧損（二零零零年：純利8,562,000港元）。

於期內出售的終止經營業務所產生的營業額為2,44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1,468,000
港元）及為本集團本期間帶來3,996,000港元經營業務虧損（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純利43,806,000
港元）。

早前分類為「持續經營業務」的上期間營業額，已再重新分類為「終止經營業務」，以資比較。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主要業務及經營業務地區劃分的營業額及經營業務虧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營業額 經營業務虧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業務劃分：
　酒店及餐廳業務 2,440 151,468 (4,001 ) 22,073
　酒店管理費收入 2,618 1,716 935 541
　傳媒及娛樂業務 — — (4,955 ) —
　衛星電視業務 — — (7,121 ) —
　廣告收入 16,816 — 1,051 —

　 21,874 153,184 (14,091 ) 22,614

eSun Holdings Limited
（豐 德 麗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營業額 經營業務虧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及應收富麗華酒店
企業有限公司（「富麗華」）
所欠款項及按金之利息收入 37,193 69,787

未經分配之一般及行政費用
（經扣除其他收入） (55,151 ) (48,721 )
持有短期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21,850 ) (233,050 )
出售短期投資（虧損）／收益 (2,416 ) 18,483
一間附屬公司減損撥備 (17,058 ) —
長期投資減值撥備 — (20,476 )
出售聯營公司收益 — 8,975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23,597

經營業務虧損 (73,373 ) (158,791 )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營業額 經營業務虧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地區劃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15,177 116,783 (11,313 ) 20,832
　 其他地區 1,638 — 288 —
加拿大 2,440 5,709 (4,001 ) (590 )
其他 2,619 30,692 935 2,372

21,874 153,184 (14,091 ) 22,614

已收及應收富麗華所欠款項及按金之利息收入 37,193 69,787
未經分配之一般及行政費用（經扣除其他收入） (55,151 ) (48,721 )
持有短期投資未變現虧損 (21,850 ) (233,050 )
出售短期投資（虧損）／收益 (2,416 ) 18,483
一間附屬公司減損撥備 (17,058 ) —
長期投資減值撥備 — (20,476 )
出售聯營公司收益 — 8,975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23,597

經營業務虧損 (73,373 ) (158,791 )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40,698 84,655
長期投資的股息收入 — 812
出售短期投資的收益 — 18,483
其他 3,496 1,845

44,194 105,795

6. 經營業務虧損

已（計入）／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  自置固定資產 3,282 9,450
租賃固定資產 2 —

附屬公司減損撥備 17,058 —
撇銷收購其他投資之資本化費用 4,977 —
攤銷收購聯營公司之商譽 268 —
㶅兌淨收益 (160 ) (48 )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虧損 479 (1,056 )

7.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1,125 13,167
融資租約利息 7 —
銀行及融資費用 1,250 1,334
重新折算銀行貸款之匯兌差額 — 2,101

2,382 16,602

8. 稅項

期內按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撥備香港利得稅。其
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根據其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稅項撥備：
香港 172 14,000
海外 104 —

276 14,000

往年度超額撥備：
　香港 (3,000 ) —
　海外 (535 ) (66 )

(3,535 ) (66 )

所佔聯營公司稅項：
　香港 220 —
　海外 — 180

220 180

期內稅項支出／（計入） (3,039 ) 14,114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股東應佔虧損淨額80,48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虧損
淨額192,425,000港元）及本公司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551,642,093股（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365,351,695股）經調整以反映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之五合一股份合併及二零零一年一月之供股事項之
影響計算。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虧損已按此調整。

由於在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二日、二零零零年三月四日及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八日授出
之購股權並無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10. 應收賬項及按金

客戶的貿易條款大部份以信貸形式進行。發票一般於發出後30日內應付，若干具良好記錄客戶除外，而條款可延
至60日。各客戶可享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謀求對其未償還應收賬項維持嚴緊控制，並以信貸監管政策減低信
貸風險。高級管理層亦經常檢討過期結餘。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貿易賬
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少於30天 2,157 2,958
　31－60天 453 6,550
　61－90天 4,605 1,056
　超過90天 2,598 1,592

9,813 12,156
其他應收賬項及按金 31,755 37,384

41,568 49,540

上述列載減呆賬撥備淨額後之賬齡分析乃於收益根據貿易交易予以確認當日編制。

11.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付貿易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少於30天 9,979 2,362
　31－60天 2,135 1,734
　61－90天 202 145
　超過90天 — 6,732

12,316 10,973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提費用 32,579 27,836

44,895 38,809

上述賬齡分析乃於收到所購買的貨品及服務當日編制。

12. 股本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面值 股份數目 面值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50港元（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0.50港元）
　　之普通股 2,000,000 1,000,000 2,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50港元（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0.50港元）
　　之普通股 571,185 285,592 377,057 188,528

於本期間內，錄得以下之股本變動：

(a)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六日，本公司提議按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每持有兩股現有股份可供一股
股份的基準，以供股方式發行本公司每股面值0.50港元之新股約188,528,309股，每股供股股份作價0.85港
元，以籌集不少於160,000,000港元（未計費用）。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六日，董事會宣佈188,528,309股新
股的供股事項已成為無條件，並於接納時悉數支付。

(b) 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九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Autumn Gold Limited（「Autumn Gold」）及陳自強先生（「陳
先生」）訂立一項有條件買賣協議（「該協議」）。根據該協議，Autumn Gold 以總代價7,600,005港元向陳
先生收購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影藝顧問國際有限公司之5股每股面值1.00港元現有股份（即
50%股本權益）。該總代價以 (i)現金2,000,005港元，及(ii)餘額5,600,000港元以配發及發行本公司股本中每
股面值0.50港元之新股5,600,000股，每股發行價為1.00港元作支付。向陳先生配發5,600,000股新股一事已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四日完成。

期內，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變動概述如下：

普通股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期初（經審核） 377,057 188,528
發行供股股份 (a) 188,528 94,264
作為收購聯營公司部份代價發行之股份 (b) 5,600 2,800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71,185 285,592

13. 儲備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累積虧損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822,477 68,234 (1,168,088 ) 1,722,623
發行供股股份 65,985 — — 65,985
發行股份費用 (2,840 ) — — (2,840 )
發行股份 2,800 — — 2,800
㶅兌調整 — — (302 ) (302 )
將附屬公司之商譽減值
　轉撥損益表 — 17,058 — 17,058
將收購其他投資之資本化費用
　轉撥損益表 — 4,977 — 4,977
期內虧損淨額 — — (80,485 ) (80,485 )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888,422 90,269 (1,248,875 ) 1,729,816

14.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尚未於財政報告中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餐廳業務向第三者作出之擔保 — 446
就有關向麗新發展出售聯營公司
向麗新發展作出之擔保 25,000 25,000

25,000 25,446

15. 結算日後事項

概無發生任何重大而需要披露的事項。

16. 比較數字

如財政報告附註3進一步所述，由於本集團終止投資及經營酒店及餐廳，此等一向列為持續經營業務部份的終止
經營業務的往年度營業額及經營活動虧損結餘，已重新分類為「終止經營業務」以資比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回顧期間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零年：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 21,874,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
153,184,000港元。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為80,48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的淨虧損192,425,000港
元有所改善。

營業額大幅減少是由於終止酒店及餐廳業務所致，該等業務已繼財政報告附註3所述之重組協議
完成後，於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後出售。此項減少已被本集團在上述重組計劃中收購之廣告
代理業務所產生的收入輕微抵銷。

股東應佔虧損主要來自出售短期投資所錄得之虧損 2,416,000港元、就237,000,000股  SUNDAY
Communications Limited 股份作出之減值撥備22,483,000港元、成立衛星電視業務之經營前虧損
8,072,000港元、於二零零一年五月終止溫哥華一間餐廳的業務的虧損2,787,000港元、一間附屬公司
之減損撥備17,058,000港元，及扣除利息收入後之發展媒體、娛樂及互聯網相關業務之其他經營費
用約27,669,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發展互聯網相關業務之進度遜於預期。市場對此行業的態度亦變得極為審
慎。董事會亦以務實而具批判性的角度評估所有現有業務。本集團已採取適當措施，以重組本
集團在此行業的投資。

自二零零零年最後一季開始，本集團已將額外資源用於衛星電視業務以及電影及娛樂投資。位
於香港香港仔海怡半島由本公司全資擁有的東亞衛視有限公司（「東亞衛視」）的電視節目製作中
心，已於二零零一年第二季啟用，製作華語節目供東亞衛視「生活台」播放。製作中心每年可製
作約1,500小時的節目。東亞衛視「生活台」已由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開始每天廣播。

在澳門路蕌城的東亞衛視影城建築工程已於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展開，按照計劃將於二零零三年
落成。東亞衛視影城的設計是每年可製作約5,000小時的節目，同時亦將會設有一個旅遊主題公
園以及其他輔助設施。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將其於  Media Asia Holdings Ltd.（「MAH」）所持股權由 26.33%增至 39.55
％。MAH 的核心業務為製作、提供及發行電影、電視節目及其他媒體相關客戶產品。MAH
是單一最大的環球發行商，發行逾700齣當代華語電影，該等電影於一九七一年至二零零零年
間製作。

展望

由於本集團計劃增加在電視節目製作設施方面的投資，及進一步收購  MAH 的股權，董事會預
期衛星電視及電影及娛樂業務在可見未來將會對本集團的策略性發展擔當更重要角色。在未來
數年，大中華區內，特別是中國內地，收視率競爭仍將熾烈。內地以外地方的眾多電視經營商，
已紛紛表示有興趣競逐中國內地有限的播放牌照，明確顯示出競爭的激烈。然而，本集團有信
心中國內地電視廣告收益會隨著中國經濟在不久將來繼續以驕人步伐增長而上揚。董事會有信
心本公司將來可在大陸電視廣播市場爭佔一席位。

鑑於MAH在香港電影及娛樂行業的實力，加上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方向可能為本地電影行業提
供更大的協助，董事預期MAH有潛力進一步增長。本集團在MAH的投資亦將促使與衛星電視及
互聯網相關業務產生協同效益，有助本集團的長遠發展。

董事會相信，本集團的互聯網相關業務將可補足衛星電視及電影及娛樂業務，故此將會是本集
團發展計劃的重要元素。本集團將會密切留意其現有互聯網相關業務的表現，以確定是否有需
要再作改善。管理層將會繼續貫徹緊密而審慎地控制額外投資和經營成本。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141,000,000港元。一年內到期償還的
銀行借貸款項為25,000,000港元。本集團的負債比率偏低，皆因負債比率（銀行借貸總額與總資
產淨值所成之百分比）僅為1%。

日後之資本支出主要為在香港香港仔海怡半島之新辦事處裝修及添置電視設備之成本，以及在
澳門路蕌城興建東亞衛視影城之建築成本。

本集團相信現時持有之現金、流動資產價值及日後收益足以應付資本支出及營運資金所需。

或然負債

或然負債詳情載於財政報告附註14。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有約130名職員。僱員之薪金水平不比其他公司遜色，
並會因應員工表現而加薪及分發花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免費住院保險計劃、醫療津貼和資助
在外進修及培訓計劃等。本公司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採納一項供董事及僱員參與的購
股權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之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據本公司各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之任何時間內，並無或曾無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
佳應用守則之規定。

本公司已根據最佳應用守則第14段成立審核委員會。於本報告日期，該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葉天養先生及劉志強先生組成。該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中期報告。

本公司各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應
選連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連宗正

香港，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