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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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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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56,573 44,726

銷售成本 (59,428) (41,839 )

毛利／（虧損） (2,855 ) 2,887

其他收入 4 40,256 44,396
市場推廣費用 (4,659 ) (727 )
行政費用 (56,462) （68,833 )
其他經營收入／（費用），淨額 2,026 (7,210 )
持有短期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 (21,850 )

經營業務虧損 3,5 (21,694 ) (51,337 )

融資成本 6 (508 ) (2,382 )
分佔下列公司之盈虧
　－聯營公司 (7,593 ) (7,513 )
　－一間共同控制公司 (1,288 ) (754 )

除稅前虧損 (31,083 ) (61,986 )
稅項 7 (2,216 ) 3,039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33,299 ) (58,947 )
少數股東權益 15 498

股東應佔虧損 (33,284 ) (58,449 )

每股虧損
　—基本 8 (5.83仙) (10.60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每股中期股息 － －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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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61 141,975
　長期投資 9,182 9,682
　於一間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 6,00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81,625 8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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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661

1,732,169 1,744,347

流動資產
　短期投資 587 1,170
　應收有關連公司款項 14,699 6,905
　自製及購入節目 36,387 39,895
　應收貸款 26,262 39,134
　應收賬項及按金 9 105,109 76,546
　信託所持現金 － 2,27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062 53,865

203,106 219,791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0 35,292 29,961
　應付稅項 19,537 17,397
　應付融資租賃 26 27
　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之計息銀行貸款 20,000 25,000

74,855 72,385

流動資產淨值 128,251 147,40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60,420 1,891,753
非流動負債
　應付融資租賃 (96 ) (107 )

少數股東權益 (998 ) (319 )

1,859,326 1,891,327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285,592 285,592
　儲備 11 1,573,734 1,605,735

1,859,326 1,891,327

簡明綜合財政報告附註
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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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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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該等用於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下列期內首次採用之經修訂
及新會計實務準則則除外︰

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 ︰ 財務報表之呈報
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 ︰ 現金流量報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經修訂） ︰ 中期財務報告
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 ︰ 僱員福利

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規定財務報表之呈報，及載有其內容架構及最低要求之指引。
會計實務準則之主要修訂是更改呈報規定，將已確認損益表改為權益變動報表。期內之簡明
綜合權益變動報表及比較數字，已根據該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予以呈列。

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規定以現金流量報表之方式，提供有關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歷史
變動之資料，將期內現金流量分類為經營、投資及融資活動。期內之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
及比較數字，已根據該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予以呈列。

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經修訂）規定，更改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及會計實務準則第15
號（經修訂）後之呈報及披露。期內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比較數字，已根據該等經修訂會計實
務準則予以呈列。

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規定僱員福利之會計處理及披露。該會計實務準則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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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按業務劃分︰

酒店管理 傳媒及娛樂 衛星電視 廣告代理 公司及其他 綜合
截至六個月 截至六個月 截至六個月 截至六個月 截至六個月 截至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已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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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向外界
　客戶銷售 2,973 2,618 20,909 － － － 32,691 42,108 * － － 56,573 44,726 *
　其他收入 1,560 － － － － － － － 37,193 37,193 38,753 37,193

總額 4,533 2,618 20,909 － － － 32,691 42,108 * 37,193 37,193 95,326 81,919 *

分類業績 3,628 935 (18,513 ) (4,706 ) (31,984 ) (8,071 ) 120 1,335 23,552 (26,183 ) (23,197 ) (36,690 )

股息收入及未分配
　利息及其他收益 1,503 7,203

持有短期投資
　未變現虧損 － (21,850 )

經營業務虧損 (21,694 ) (51,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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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b) 按地區劃分︰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 綜合
截至六個月 截至六個月 截至六個月 截至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已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28,683 14,332 24,937 27,776 2,953 2,618 56,573 44,726*
　其他收入 37,193 37,193 － － 1,560 － 38,753 37,193

總額 65,876 51,525 24,937 27,776 4,513 2,618 95,326 81,919*

分類業績 (26,516) (37,557) (309) (68) 3,628 935 (23,197) (36,690)

股息收入及未分配
　利息及其他收益 1,503 7,203

持有短期投資
　未變現虧損 － (21,850)

經營業務虧損 (21,694) (51,337)

* 董事已經審閱本集團之廣告服務業務，認為將該等業務之收入以總數入賬更為合適，因
此，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廣告收入已經重新分類，以便符合本期
間之呈報方式。

此外，董事認為不包括有關酒店及餐廳業務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
2,440,000港元為合適。該業務的營運已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終止。

上述處理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或於該日之資產淨值並無影
響。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38,696 40,698
其他 1,560 3,698

40,256 44,396

5. 經營業務虧損

已（計入）／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之成本 9,343 －
已提供服務成本 50,085 41,839
固定資產折舊 6,825 3,284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25 479
攤銷收購聯營公司及一間共同控制公司之商譽 － 268
外幣兌換收益淨額 (418 ) (160 )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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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1,125
融資租約利息 8 7
銀行費用 － 1,250

508 2,382

7. 稅項

期內按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截至二零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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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稅項撥備：
　香港 2,200 172
　其他地方 － 104

2,200 276

往年度超額撥備：
　香港 － (3,000 )
　其他地方 － (535 )

－ (3,535 )

聯營公司：
　香港 16 220
　其他地方 － －

16 220

期內稅項支出／（進賬） 2,216 (3,039 )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股東應佔虧損33,284,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重列：58,449,000港元）及本公司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571,184,927股（截
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51,642,093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尚未行使購股權對該等期間之每股基
本虧損並無攤薄影響，故此於該等期間內之每股攤薄虧損已予呈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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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應收貿易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少於30天 7,791 4,134
　31-60天 1,373 1,724
　61-90天 401 250
　超過90天 1,099 3,890

10,664 9,998
其他應收賬項及按金 94,445 66,548

105,109 7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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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應付貿易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少於30天 10,221 3,224
　31-60天 325 2,853
　61-90天 757 2,827
　超過90天 2,544 5,861

13,847 14,765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21,445 15,196

35,292 29,961

上述賬齡分析乃於收到所購買的貨品及服務當日編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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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
　按原先申報 2,822,477 68,234 (1,168,088 ) 1,722,623
　上年度調整︰
　　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
　　　商譽減值（附註12） － 823,055 (823,055 ) －

按重列 2,822,477 891,289 (1,991,143 ) 1,722,623
發行供股股份 65,985 － － 65,985
股份發行作為收購一間共同
　控制公司的部份代價 2,800 － － 2,800
股份發行費用 (2,629 ) － － (2,629 )
㶅兌調整 － － (1,356 ) (1,356 )
本年度虧損 － － (181,688 ) (181,688 )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888,633 891,289 (2,174,187 ) 1,605,735
㶅兌調整 － － 1,283 1,283
期內虧損 － － (33,284 ) (33,284 )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888,633 891,289 (2,206,188 ) 1,573,734

12. 上期度調整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止年度，本集團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及註釋13後，亦已採
納會計政策，以評估先前已與儲備對銷之商譽有否出現減值。因此，本集團已經評估先前已
與儲備對銷之商譽之公允值，並確認商譽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減值823,055,000港
元。本項會計政策之變動已經追溯運用至上年度，因此已按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之過渡條文
調整上年度之數字。

是項上年度調整導致收購聯營公司及附屬公司而產生之商譽分別出現595,610,000港元及
227,445,000港元之減值，現時已於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賬內扣
除；結果導致累計虧損增加823,055,000港元，繳入盈餘增加823,055,000港元，而此等款項
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儲備內入賬。是項上年度之調整對本期內並無任何影響。

於前期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本集團已計入損益賬合共22,036,000港元，即組成上述商譽
823,055,000港元之一部份。該款項已撥回，並於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賬重列，導致截至二零零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股東應佔虧損相對減少22,036,000港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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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有關向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
　出售聯營公司向麗新作出之擔保 25,000 25,000

14. 結算日後事項

期內概無發生任何重大而需要披露的事項。

15. 比較數字

隨着將先前作為本集團聯營公司處理的現澄清為一間共同控制公司，在分佔聯營公司虧損內
之754,000港元已重新分類為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公司虧損。此外，由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採用新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詳見附註2），及本財務報表附註3及附註12再述其他
理由。若干比較數字已予重新分類調整。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回顧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56,57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已重列）之比較數字增加26.5%。股東應佔虧損淨額亦由去年錄得之58,449,000港元
（已重列）下降至33,284,000港元，改善幅度達43%。

營業額上升主要來自本集團媒體及娛樂業務的貢獻。此增長因廣告代理業務於期內之
營業額下降22%而部份抵銷，而該業務亦錄得較低溢利。

由於回顧期內錄得較高銷售成本，毛利並無因營業額上升而相應獲得改善。經營業務
虧損下降至21,694,000港元，較去年改善57.7%（已重列）；主要原因為行政開支減少
18%及並無產生短期投資之未變現虧損。利息收入對本集團之經營收入有重要貢獻。

衛星電視業務

東亞衛視有限公司（「東亞衛視」）於香港之電視節目製作中心運作順暢，該中心製作之
節目現時在東亞衛視「生活台」播放。東亞衛視已不斷致力進一步提升節目的質素及對
市場之吸引力。於回顧期內亦已開始向東南亞其他有潛力之市場進行節目銷售之推廣
工作。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東亞衛視影城已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舉行動土儀式，該項目
現預期於二零零四年第四季落成。

整體而言，東亞衛視業務於期內錄得31,984,000港元之虧損，去年同期則因營運前開支
而引致8,071,000港元之虧損。

電影製作和分銷

本公司聯營公司寰亞控股有限公司（「寰亞」）已於回顧期內開展數部電影之製作。預計
寰亞將可於二零零二年第四季推出兩部電影。

由於市況疲弱，於回顧之半年內，寰亞及專門提供藝人經理人服務的影藝顧問國際有
限公司（一間共同控制公司）均錄得經營虧損。

娛樂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東亞娛樂有限公司（「東亞娛樂」）分別主辦了林憶蓮
及任賢齊之兩個流行音樂演唱會，及一項娛樂表演節目－環球技影。環球技影之成績
遜於預期，而兩個演唱會則達到目標。

互聯網相關業務

經檢討本公司業務成本效益後，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中已辭去15名於本集團從事互聯網
相關業務之全資附屬公司工作之僱員。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內，該附屬
公司錄得之虧損總額約為4,600,000港元。該附屬公司原來從事之有關工作已外判予一
名獨立承判商。

前景

東亞衛視將不斷提高其電視節目之質素，以迎合不同口味之觀眾，及促進向東南亞其
他市場之節目銷售。

為開拓新收入來源，東亞衛視已就其提供廣播設施及專業知識之服務向準客戶進行市
場推廣。市場對此新猶反應良好，本公司相信該類業務有增長空間。

本地經濟不景對本地電影業帶來打擊，寰亞之業務亦因而受到影響。雖然預期在短期
內市況將會持續低沉，本公司深信，寰亞憑藉其實力及穩固根基，將可克服此次市場
周期之逆境。

東亞娛樂將繼續專注於娛樂業務。該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分別主辦了三個流行音
樂演唱會，歌星分別為楊千嬅小姐，鍾鎮濤先生及蕭亞軒小姐，取得滿意成績，並將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為另一位受歡迎的紅歌星張惠妹小姐舉辦演唱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20,062,000港元，包括人民
幣5,541,000元（相當於5,233,000港元），而餘額14,829,000港元佔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總額約74%。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於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借貸20,000,000港元由本集團之土地及
樓宇及合共73,065,000港元之賬面淨值作擔保，並帶利息每年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以上
2%。此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應付融資租賃26,000港元及96,000港
元，分別介乎於一年及超過一年至五年。

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偏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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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或以貨幣借貨
或其他對沖工具對沖外幣減投資。

日後之資本支出主要包括在澳門路蕌城興建東亞衛視影城之土地及建築成本約
289,000,000港元。

本集團相信現時持有之現金、流動資產價值、日後收益以及可動用之銀行備用額應可
足以應付資本支出及營運資金所需。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詳情載於簡明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3。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有約137名職員。期內之僱員總成本（包括公
積金供款淨額）約為33,500,000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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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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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中期報告涵蓋期間之任何時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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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審核委員會於本公司截至二零
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涵蓋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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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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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