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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董事會謹提呈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較去年同期取得重大進展。營業額

由 162,700,000港元增加至 202,700,000港元，經營利潤由 6,400,000港元增長至

14,800,000港元，股東應佔淨利由3,200,000港元大幅上升至8,100,000港元，分別較去

年同期的增長25%、131%及153%。業績表現理想全賴集團的資訊科技業務錄得強勁

增長。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

資訊科技業務

資訊科技業務在二零零三年上半年增長迅速。資訊科技業務為集團帶來的營業額及盈

利分別為107,500,000港元及26,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44,600,000港元或

71%及19,400,000港元或281%。資訊科技業務已成為集團的主要收入及盈利來源。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發展兩項現有的業務範圍：（一）為北京市的學生、中、小學及教學

團體提供軟、硬件解決方案；及（二）為北京市的企業提供網絡和通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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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配合既定的策略，本集團在二零零三年上半年進行了三項策略性的收購。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本集團收購「北控偉仕」60%的股權，該公司主要為國內勞動及社

會保險以及稅務部門提供服務及解決方案。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本集團收購「北控三興」51%的股權。該公司的主營業務是為國內

政府部門開發及提供有關再就業和電子政務的軟件系統方案。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本集團收購「商網有限公司」100%的股權，該公司的唯一資產是

持有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38%的股權（「一卡通公司」）。一卡通公司是由北京

市政府當局授權之公司，其主要的業務為（一）生產及發行名為「一卡通」的非接觸式

多用途電子收費卡；（二）為北京市交通網絡投資、經營及管理「一卡通」自動收費系

統及相關設施，當中包括但不限於巴士、出租車、地鐵及輕鐵。該電子收費系統更可

伸延至其他零售業務。

其他業務

「非典」在國內及東南亞地區爆發影響本集團餐飲業務的表現。較去年同期錄得的

2,300,000港元盈利，餐飲業務在上半年錄得5,900,000港元虧損。隨著餐飲業務已回

復「非典」前水平，預期下半年業務將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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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物業投資業務方面基本與去年同期持平。

未來展望

本集團預期今年下半年在教育信息化方面表現理想。本集團再取得北京市約400間學

校的包括軟件及硬件的系統集成合同（二零零二年 :300間學校及二零零一年 :200間學

校），並預期在二零零三年年底完成有關工程。到目前為止，本集團有關教育信息化

的業務據點主要在北京，但本集團計劃將有關產品及服務推廣至國內其他城市及省

份。

在收購「北控偉仕」的股權後，本集團在社會保險範疇的業務取得極大進展，當中以開

發及銷售退休、工傷及失業保險有關的管理信息系統表現最佳。本集團預期該業務將

在不久將來為集團帶來重大的貢獻。

收購「一卡通」自動收費系統業務38%的股權，並成為單一最大股東，是集團一項非常

重要的長遠策略。預期該業務的主要系統建設及轉換工作將於二零零四年年底完成，

並在北京主要的交通工具如巴士及出租車上投入使用。非接觸式多用途電子收費系統

在亞洲多個國家及城市包括香港、南韓、上海、台灣及新加坡均成功採用。本集團非

常有信心未來在北京應用將會同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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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資產淨值增加14%至每股0.92港元。於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總值為751,200,000港元，資金來源為總負債

256,200,000港元、少數股東權益41,400,000港元及股東資本453,600,000港元。

於財務結算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維持在90,000,000港元，而財務負債總額為

152,500,000港元。此等財務負債其中99,200,000港元將須於一年內到期償還。本集團

為銀行融資作抵押之若干物業現行總值為69,600,000港元。本集團面對之㶅率變動風

險有限，而其逾90%之銀行借貸及銀行結存均以人民幣或美元計值。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佔流動負債）為201%，以扣

除現金及銀行結存後的財務負債除以股東資金計算之負債比率為14%。

於業績回顧期內，本集團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溢利為33,100,000港元，而經營

業務所得之現金為11,500,000港元。董事相信，本集團之營運現金收入及可動用銀行

信貸，令本集團具備充足現金資源以供營建資金需要及資本開支承擔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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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資本結構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按面值1港元共發行47,722,400股新股，

作為收購若干附屬公司之部份代價。

僱員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約1,100名全職僱員，其中14名僱員受聘於

香港。除一般薪酬外，本集團參考集團的表現及員工的個人表現，向合適的員工發放

酌情花紅及授予購股權。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按購股權計劃授出而尚未

行使之購股權有35,100,000份。

致謝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期內股東的支持及全體員工的服務承諾及勤勉精神表示衷心感

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熊大新

香港

二零零三年九月八日



北京發展 (香港 ) 有限公司

07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02,691 162,661

銷售成本 (101,801) (84,098)

毛利 100,890 78,563

利息收入 453 619

其他收入及收益 471 245

銷售及分銷費用 (57,544) (52,829)

行政費用 (20,194) (14,074)

其他經營費用 (9,323) (6,127)

經營業務溢利 4 14,753 6,397

財務成本 5 (3,284) (2,514)

應佔下列公司盈虧：

　聯營公司 (333) (405)

　共同控制企業 343 —

收購共同控制企業之商譽攤銷 (225) —

除稅前溢利 11,254 3,478

稅項 6 (157) (575)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1,097 2,903

少數股東權益 (2,972) 304

股東應佔經常性業務淨溢利 8,125 3,207

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7 1.75 0.72

　—  攤薄（港仙） 7 不適用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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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40,770 132,371
商譽：

　商譽 127,086 108,240
　負商譽 (1,987) (2,091)
無形資產 15,723 16,66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7,431 15,340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47,695 7,562

346,718 278,089

流動資產

存貨 37,306 53,025
合約工程客戶欠款 4,239 4,516
待出售物業 12,728 12,728
應收貿易賬款 8 156,392 98,532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92,245 128,991
抵押存款 11,546 10,374
現金及銀行結存 89,979 114,117

404,435 422,28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9 32,980 60,428
欠合約工程客戶款項 6,374 1,204
應繳稅項 1,184 1,79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61,107 52,931
銀行貸款 99,205 93,288

200,850 209,645

流動資產淨值 203,585 21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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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50,303 490,727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53,342 60,264

長期應付賬款 1,999 3,999

55,341 64,263

少數股東權益 41,382 29,601

453,580 396,863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0 493,981 446,259

儲備 (40,401) (49,396)

453,580 39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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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 重估資產 中國儲備 㶅兌變動

股本 儲備 基金 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446,259 34,565 13,865 (3,598 ) (94,228 ) 396,863

㶅兌調整 — — — 870 — 870

在損益表中未確認之淨利 — — — 870 — 870

本期淨利 — — — — 8,125 8,125

轉入中國儲備基金 — — 145 — （145 ) —

轉入累積虧損 — (460 ) — — 460 —

收購附屬公司而發行新股 47,722 — — — — 47,722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493,981 34,105* 14,010* (2,728)* (85,788)* 453,580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446,259 35,487 5,224 (1,994 ) (101,925 ) 383,051

㶅兌調整 — — — 33 — 33

在損益表中未確認之淨利 — — — 33 — 33

本期淨利 — — — — 3,207 3,207

轉入累積虧損 — (461 ) — — 461 —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446,259 35,026 5,224 (1,961 ) (98,257 ) 386,291

由下列各方保留之儲備：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493,981 34,105 14,010 (3,104 ) (86,300 ) 452,692

聯營公司 — — — 376 (52 ) 324

共同控制企業 — — — — 564 564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493,981 34,105 14,010 (2,728 ) (85,788 ) 453,580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446,259 35,026 5,224 (2,336 ) (98,415 ) 385,758

聯營公司 — — — 375 159 534

共同控制企業 — — — — (1 ) (1 )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446,259 35,026 5,224 (1,961 ) (98,257 ) 386,291

* 該等儲備賬目包括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中40,40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396,000港元）

之綜合儲備虧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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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7,771 (51,00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35,519) 12,837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3,630 (23,105)

淨現金及現金等值之減少 (24,118) (61,27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14,117 87,658

外㶅㶅率變動，淨額 (20) —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89,979 26,388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89,979 44,681

銀行透支 — (18,293)

89,979 2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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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實務

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附錄16而編製，並經由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方法與截至二零零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週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本集團已採納於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2條（修訂本）「所

得稅」。採納此會計實務準則第12條（修訂本）對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影

響並不重大。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根據業務性質及其提供產品及服務分別組織及管理。本集

團之各項業務分類代表各個提供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業務單位，所承受之風險

及賺取之回報與其他業務分類之單位有所不同。業務分類之詳情概述如下：

‧ 資訊科技類別

‧ 酒樓類別

‧ 物業投資類別

‧ 企業類別

分類間之銷售及轉讓乃參考按當時之現行市價對第三方作出銷售之售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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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收入、溢利及若干開支資料。

資訊科技 酒樓 物業投資 企業 抵銷 綜合

（未經審核） 2003 2002 2003 2002 2003 2002 2003 2002 2003 2002 2003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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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外界客戶 107,478 62,898 92,088 96,235 3,125 3,528 — — — — 202,691 162,661

　內部分類銷售 — — — — 540 516 — — (540 ) (516 ) — —

總額 107,478 62,898 92,088 96,235 3,665 4,044 — — (540 ) (516 ) 202,691 162,661

分類業績 26,306 6,913 (5,940 ) 2,314 1,813 2,403 — — — — 22,179 11,630

利息收入 453 619

未分配企業開支 (7,879 ) (5,852 )

經營業務溢利 14,753 6,397

財務成本 (3,284 ) (2,514 )

應佔下列公司盈虧：

　聯營公司 (274 ) — — — (59 ) (405 ) — — — — (333 ) (405 )

　共同控制企業 343 — — — — — — — — — 343 —

收購共同控制企業之

　商譽攤銷 (225 ) — — — — — — — — — (225 ) —

除稅前溢利 11,254 3,478

稅項 (157 ) (575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1,097 2,903

少數股東權益 (2,972 ) 304

股東應佔經常性業務淨利 8,125 3,207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1,749 984 5,626 2,993 178 170 693 697 — — 8,246 4,844

　攤銷 8,174 7,070 — — — — — — — — 8,174 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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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營業額

下列業務所得收入已計入本集團營業額內：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建造合約 47,944 53,841

提供服務 59,534 9,057

酒樓營運收入 91,758 94,623

租金總收入 3,125 3,528

出售海味 330 1,612

202,691 162,661

4. 經營業務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8,246 4,844

商譽攤銷 (i) 7,006 6,127

期內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ii) (104) —

無形資產攤銷 (iii) 943 943

清理固定資產虧損／（收益） 420 (245)

淨租金收入 (2,081) (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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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附註：

(i) 商譽攤銷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其他經營費用」內。

(ii) 期內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其他收入及收益」內。

(iii) 無形資產攤銷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5.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透支及須於五年內悉數

　償還之其他借款之利息 3,284 2,514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

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二年：16%）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有關的稅務條例及規則，本公司於國內的若干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企

業享有所得稅之豁免及寬減。若干於國內的附屬公司之所得稅為7.5%至33%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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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法規、詮釋及慣例

按適用之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香港 222 51

　其他地區 341 1,066

　去年度超額撥備 (431) (447)

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 25 (95)

期內之稅項開支 157 575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任何未撥備遞延稅項（二零零二年：

無）。

7.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股東應佔經常性業

務淨利8,12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207,000港元）及本公司於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數464,817,548股（二零零二年：446,258,75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披露攤薄後每股盈利數額，因期內未

行使之購股權對基本每股盈利有反攤薄效用。去年同期攤薄後每股盈利亦以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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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經常性業務淨利3,207,000港元及本

公司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446,258,750股與假設期內所有未行使之購股權已經視

作行使而毋須代價而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215,511股計算。

8.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各成員公司均有不同之信貸政策，視乎彼等之市場需求及經營之業務而

定。為盡量減低應收款項涉及之任何信貸風險，本集團已編製應收貿易賬款之

賬齡分析並會密切注視有關情況。

根據付款期限及扣除撥備後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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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及三個月內 113,417 85,589

四至六個月 19,317 7,989

七至十二個月 14,825 3,019

超過一年 8,833 1,935

156,392 9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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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根據發票日期，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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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13,061 49,543

四至六個月 1,882 2,106

七至十二個月 9,699 1,221

超過一年 8,338 7,558

32,980 60,428

10. 股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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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493,981,150股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46,258,750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 493,981 446,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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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之變動如下：

(a)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本公司按每股面值1港元發行12,722,400股之普

通股，作為向獨立第三者收購  Wisdom Elite Holdings Limited 及其全資

附屬公司之60%權益之部份代價。

(b)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三十日，本公司按每股面值1港元發行35,000,000股之

普通股，作為向本公司之控股公司北京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控股」）收購

Business Net Limited 全部股本及  Business Net Limited 結欠北京控股為

數人民幣19,000,000元之股東貸款中所有利益及權益之部份代價。

就上述本公司之普通股股本變動而言，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之

交易概要如下：

已發行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446,258,750 446,259

為收購附屬公司而發行新股 47,722,400 47,722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493,981,150 493,981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發行普通股之現行價值或數目概無任何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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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及根據計劃而發行之購股權詳情載於第24至27頁「購股權

計劃」一節。

11. 關連人士交易

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披露之關連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與關連人

士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之重大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取同系附屬公司之服務收入 (i) 13,064 9,057

出售物料予本公司一位董事

　擁有權益之公司 (ii) 330 1,612

附註：

(i) 服務費按同系附屬公司之營業額8%至9%計算。

(ii) 出售物料予關聯公司以售出貨物之購入成本價而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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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結算日，有以下之資本承擔：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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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附屬公司繳入資本：

　已批准但未訂約 2,830 —

　已訂約但未撥備 19,110 —

21,940 —

此外，本集團於結算日應佔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資本承擔（未包括在上述表內）

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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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訂約但未撥備 11,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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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或然負債

本公司於結算日在財務報表未有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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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附屬公司有關信貸之銀行擔保 53,020 52,760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給予附屬公司有關銀行信貸之銀行擔保，其

中約43,339,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326,000港元）已被動用。

14.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批准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八日經董事會批准及授權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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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擁有記錄在依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本公司董事吳光發先生實益擁有1,462,000股北發阿一鮑魚集團有限公司每股面

值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相等於其21.5%已發行股本。

(b) Sunbird Holdings Limited（「Sunbird」）實益擁有2,400股香港福華投資有限公

司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相等於其24%已發行股本。

(c) Sunbird 實益擁有2,400股香港鴻運國際有限公司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

相等於其24%已發行股本。

(d) Sunbird 實益擁有6,000股阿一鮑魚富臨酒家控股有限公司每股面值1新加坡元

之普通股股份，相等於其24%已發行股本。

北發阿一鮑魚集團有限公司、香港福華投資有限公司、香港鴻運國際有限公司及阿一

鮑魚富臨酒家控股有限公司均為本公司之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吳光發先生擁有  Sunbird 之實益股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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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者外，吳光發先生就本公司之利益於若干附屬公司擁有非實益個人股本權益，

目的僅為符合最低公司成員規定。

各董事於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已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中分別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士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證中概無擁有或視為擁有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規定須通知本公

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之有關條文被假設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規定列入該條所提及之登記冊，或依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通知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此外，各董事及行政總裁（包括其配偶及未滿18歲的子

女）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候概無（亦不曾獲授）任何可認購

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債券證的利益或權利，

亦從末行使過任何有關權利。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立之購股權計劃（「計劃」），目的為推使本集團之行政人員及主要僱員保持

並提高股東之長遠利益，為本公司及有關附屬公司吸引及保留具經驗及技能之僱員，

並為僱員未來貢獻作出獎賞。合資格計劃參與者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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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僱員。計劃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八日生效，除另作取消或修訂外，否則於該日起十

年內有效。

現時按計劃所授之未行使購股權經行使後數目最多相等於本公司在任何時間內發行股

份之10%。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按計劃所授出購股權可發行之股份數目為

35,100,000股，佔本公司在當日已發行股份約7.1%。可發行予計劃內之每位合資格者

之股份數目最多為當時按計劃已發行及可發行之股份總數25%。

承授人可於授出購股權建議日期起二十八天內以支付象徵性代價合共1港元接納此建

議。授出購股權之行使時期由董事會決定，在某段取得行使權的時期起生效，及在接

納購股權建議之日期起五年內或計劃之到期日（以較早者為準）終止。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釐定，惟不可低於(i)本公司股份於授出購股權日期在聯交所所

報之收市價；(ii)本公司股份於緊接建議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

平均收市價；及(iii)本公司股份之面值（以較高者為準）。

購股權之持有人無權獲派股息或於股東大會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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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股權獲行使，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計

劃內未行使之購股權如下：

購股權數目

附註(a) 附註(b)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參與者之姓名或類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董事：

熊大新先生 2,800,000 2,800,000 1,200,000 1,200,000

白金榮先生（附註(c)） — 2,600,000 — 1,200,000

吳光發先生 2,300,000 2,300,000 1,200,000 1,200,000

鄂　萌先生 1,600,000 1,600,000 1,200,000 1,200,000

毛祥東博士 1,600,000 1,600,000 1,200,000 1,200,000

8,300,000 10,900,000 4,800,000 6,000,000

其他僱員：

合計 4,300,000 4,300,000 17,700,000 17,700,000

12,600,000 15,200,000 22,500,000 23,700,000

附註：

(a)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授出，行使價為每股1.13港元。購股權可分兩或三個均等部份行使，

首部份可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起任何時間內行使，而其他部份則可在其後年度每年之一月一日起行使。

除已行使之購股權外，所有購股權將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失效。

(b)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八日授出，行使價為每股1.00港元。購股權可分三個均等部份行使，首

部份可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八日起任何時間內行使，而其他部份則可在其後年度每年之一月一日起行使。

除已行使之購股權外，所有購股權將在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七日失效。

(c) 由於白金榮先生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辭任，因此白金榮先生分別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及二

零零二年一月十八日獲授之2,600,000份及1,200,000份購股權（合共3,800,000份購股權）於二零零三年三

月三十一日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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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餘下之購股權獲悉數行使，按照本公司現時之股本結構，結果為本公司需額外發行

35,100,000股普通股，其額外股本為35,100,000港元，而股份溢價（扣除發行開支前）

為1,638,000港元。

董事並不認為披露該等購股權之理論值為恰當，乃因影響理論值的重要因素主觀而不

確定。因此，對購股權任何價值作不確定之假設並無意義。

此外，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一名董事在本公司控股公司北京控股有限公

司（「北京控股」）之購股權計劃下擁有認購北京控股股份之購股權權益如下：

董事芳名 購股權數目

附註(a) 附註(b)

鄂　萌先生 50,000 450,000

附註：

(a) 該等購股權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三日授出，行使價為每股17.03港元。購股權可於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起十

年間任何時間內行使。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任何該等購股權被行使。

(b) 該等購股權於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授出，行使價為每股17.03港元。購股權可分九個均等部份行使，

首部份可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起任何時間內行使，而其他部份則可在其後年度每年之一月一日起行使。

除已行使之購股權外，所有購股權（指未行使者）均可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行使，並將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失效。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任何該等購股權被行使。



中期報告2 0 0 3

28
一般資料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下列人士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可於本公司股

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之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權益：

持股

名稱 持有股份數目 百份比

Idata Finance Trading Limited（「IFTL」） 275,675,000 55.81%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控股」）（附註） 275,675,000 55.81%

京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京泰實業」）（附註） 275,675,000 55.81%

Illumination Holdings Limited 58,618,368 11.87%

附註： IFTL 為北京控股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京泰實業間接持有北京控股62.9%股權。因此，北京控股及京泰

實業被視為擁有  IFTL 所持有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

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

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可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於一切情況下投票

之權利之已發行股本面值10%或以上權益，或有關該等股本之任何期權。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贖回或

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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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據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本中期財務報告之所述會計期內，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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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除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

並非按守則第七段規定訂明任期，而是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股東週年大

會上輪席退任，及本公司尚未成立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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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會

引言

我們受　貴公司委托審閱於第7頁至22頁的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的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中期財務報告須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二十五條「中期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規定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

告是董事的責任，並已由他們審批。

審閱工作

我們的審閱工作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核數準則第七零零條「審閱中期財務報

告」進行的。審閱範圍主要包括對集團管理層作出查詢及運用分析性程序對中期財務

報告作出分析，並據此評估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列報形式是否一致及貫徹地運用（除

非已在中期財務報告內另作披露）。審閱工作並不包括審計程序（如測試內部監控系統

和核實資產、負債及交易活動）。由於審閱的工作範圍比審計工作少很多，因此只能

提供較審計工作為低的確定程度。所以，我們不會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審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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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結論

根據我們審閱（並不構成審計工作）的結果，我們並不察覺須對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作出任何重大的修改。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零三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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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

執行董事

熊大新先生（董事長）

吳光發先生（董事總經理）

鄂　萌先生（董事副總經理）

毛祥東博士（董事副總經理）

獨立非執行董事

曹貴興先生

馮慶延先生

公司秘書

黃國偉先生

授權代表

熊大新先生

吳光發先生

註冊辦事處

香港上環

皇后大道中一八四至一九二號

恆隆大廈二十樓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法律顧問

麥堅時律師行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

股票過戶登記處

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五十六號

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網址

http://www.bdh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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