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業績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勵晶」或「本公司」及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勵晶集團」或「本集團」）董事（「董事」或「董事局」）公
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茲列如下：

綜合損益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資產管理、企業融資、物業管理及股票經紀業務 1,590 7,655
企業投資收入、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及虧損 214 1,878
網上零售 2,023 2,064

3,827 11,597

支出：
員工費用 (2,417) (3,380)
市場推廣費用及佣金 (126) (2,617)
網上零售成本 (2,025) (1,934)
其他費用 (3,000) (4,577)

(3,741) (911)
出售聯營公司權益之虧損 － (1,070)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溢利 3 (8) 2,005

(3,749) 24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虧損） 1,165 (21,628)

日常業務之營運虧損 4 (2,584) (21,604)
融資費用－－銀行透支利息 (16) (154)

除稅前虧損 (2,600) (21,758)
稅項 5 (193) (3,417)

除稅後虧損 (2,793) (25,175)
少數股東權益 943 1,214

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1,850) (23,961)

扣除稅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之每股虧損（美仙）：
－基本 6 (0.16) (2.13)

每股中期股息（美仙） 無 無

附註：

1. 會 計政策

中期財務報告（本公佈所需之資料乃由其摘錄）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規定（包括遵照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 25條「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中期財務報告採納與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準則，惟本集團已更改其中若干會計政策，乃因應下列由香港會
計師公會新頒佈或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該等準則乃適用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之會計期間：

a. 擬派付股息

於過往年度，結算日後擬派付之股息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由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起，結算日後擬派付之股息乃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 9條
「結算日後事項」被視作為股東權益中的一個別部份，就此，新會計政策的採用具追溯性。由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
擬派付末期股息，故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b. 商譽／負商譽

於過往年度，因綜合時產生之商譽或負商譽代表支付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業務之購買代價與已收購相關資產之資產淨值之公平價值之
差額，於收購之年度撥入儲備內或於儲備中扣除。於出售該等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時，其應佔商譽儲備之相關部份乃計入出售時之盈虧
內。倘董事認為該等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投資已減值時，商譽儲備之相關部份則計入損益賬內。

從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起，由於推行會計實務準則第 30條「企業合併」，本集團採納確認商譽為資產之會計政策，並按其估計可使用期限
以直線法攤銷。與於收購計劃中已辨認及可靠地計算但仍未確認之未來虧損及開支有關之負商譽，當其未來虧損及開支予以確認時於損
益賬中確認。任何餘下但不超過所收購之非貨幣資產公平值之負商譽，則按該等可折舊或可攤銷之非貨幣資產之加權平均可使用期限，
於損益表中確認。超出所收購非貨幣資產之公平價值之負商譽會即時在損益賬中確認。於出售附屬及聯營公司時，過往並無於損益賬中
攤銷之購入商譽應佔之數額，會計入出售時之盈虧內。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認為若干投資之價值於重大虧損及重組後已減值，故於資產負債表之所有商譽儲備乃計入截至當日止
年度之損益賬中。故在採納新政策後，無需作出前年度調整。

c. 分項報告

分項乃本集團可區分之組成部份，本集團從事提供產品或服務（業務分類），或於指定經濟環境提供產品或服務（地區分類），須受不同於
其他分類之風險及回報所規限。

集團內各分部互相之間的價格標準與本集團給予其他客戶的條件相若。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 26條「分項報告」所界定之分項收益及業績已於下文賬目附註 2內披露。

2. 分 項資料

現呈報本集團之業務及地區分項資料。由於業務與本集團在作出營運及財務決定方面更有關係，故業務分類選作以主要報告形式。

業務分類

本集團包括以下五項業務：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部分項之 未分類及
資產管理 企業融資 企業投資 經紀 網上零售 撇銷 已終止業務 綜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外銷之收入 1,310 280 214 － 2,023 － － 3,827
內部分項之收入 62 2 － － － (64 ) － －

總收入 1,372 282 214 － 2,023 (64 ) － 3,827

分項業績 270 (106 ) (559 ) － (2,360 ) － － (2,755 )
未分配之營運支出 － － － － － － (986 ) (986 )

業務虧損 (3,741 )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8 )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減虧損 (3 ) － － 1,299 (131 ) － － 1,165
融資費用 (16 )
稅項 (193 )
少數股東權益 943

股東應佔虧損 (1,850 )

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部分項之 未分類及
資產管理 企業融資 企業投資 經紀 網上零售 撇銷 已終止業務 綜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外銷之收入 6,930 257 1,878 5 2,064 － 463 11,597
內部分項之收入 4 100 － － － (104 ) － －

總收入 6,934 357 1,878 5 2,064 (104 ) 463 11,597

分項業績 3,608 78 1,500 (262 ) (3,096 ) － 183 2,011
未分配之營運支出 － － － － － － (2,922 ) (2,922 )

業務虧損 (911 )
出售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虧損 (1,070 )
出售附屬公司之溢利 2,005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減虧損 369 － － (21,455 ) (542 ) － － (21,628 )
融資費用 (154 )
稅項 (3,417 )
少數股東權益 1,214

股東應佔虧損 (23,961 )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遍佈全球。亞太區為其資產管理業務之主要市場，西歐乃其互聯網零售業務之主要市場。

在呈報以地區為基準之資料，分項收入乃以客戶或投資基金之區域為基準。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北美洲 亞太區 大洋洲 東歐 俄羅斯 西歐 其他市場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外銷之收入 (137 ) 1,321 45 6 15 2,676 (99 ) 3,827

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北美洲 韓國 大洋洲 東歐 俄羅斯 西歐 其他市場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外銷之收入 13 4,243 283 718 (1,499 ) 4,672 3,167 11,597

3. 視 作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為本集團因 bigsave Holdings plc向其少數股東進一步發行股份而攤薄本集團於 bigsave Holdings plc之權益有關。

4. 日 常業務之營運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已扣除：
有形資產攤銷 337 －
核數師酬金 63 158
折舊 241 278
外匯虧損 134 －
出售短期投資之淨虧損 － 10,690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4 28
出售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之虧損減盈利 － 2,152
物業之經營租賃租金 447 566
其他投資之減值撥備 280 －

及計入：
利息收入 270 151
上市投資之投資收入 4 －
出售短期投資之淨盈利 27 －
外匯盈利 － 116
衍生產品引致之盈利減虧損 － 110
短期投資撥備 － 9,716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撥備 － 2,882
出售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之盈利減虧損 46 －

於本期間所使用服務之總成本為 1,123,919美元（二零零零年：2,535,000美元）。

5. 稅 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集團：
本期間香港利得稅 － －
海外稅項：
－本集團附屬公司 (4 ) 30
－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 197 3,387

193 3,417

本期間並未於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中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原因是本集團所有須繳納此稅之公司就計稅而言均錄得虧損。海外國家應課利得稅
乃以該等國家現行之稅率計算。所有董事認為需繳付稅項之實體均已作出撥備。

本集團已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因應過往年度於一些司法管轄區域之業務而產生之應付稅項金額作出若干進一步查詢，並已就可能需繳付之
稅項作出 2,500,000美元之一般撥備。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雖並未認同任何與此事項有關之負債存在，惟可能於短期內就此達成協議。因此，先前
作出之撥備已轉撥往流動負債。

6. 每 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期內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1,850,000美元（二零零零年：虧損 23,961,000美元）及於期內本公司已發行之 1,186,902,435股（二零
零零年：1,126,350,175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b) 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原因為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具反攤薄影響（二零零零年：每股攤薄虧損為 2.11美仙）。

回顧及展望

勵晶集團在回顧之六個月內之業績較去年同期顯著好轉，反映韓國之狀況回復正常及集團專注減省核心成本。本集團之資產負
債表保持強健，具備大量淨現金，而且全年前景良好，尤其是韓國之業務在若干利好因素（包括股票市場向好）之帶動下表現更
佳。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為 1,850,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之虧損 23,961,000美元大幅減少。縱使現階段尚未適宜派付股息，然而當全年業
績備妥時，則可就此作出考慮。有關數據之詳細資料可參閱「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

正如先前所公佈，目前正就一個主要金融服務集團入股本集團進行磋商。雖然有關交易大概不會為本集團引入新資金，然而此舉
可加速本集團在韓國證券經紀服務及亞洲資產管理兩方面之發展步伐。若這項交易得以順利完成，本人相信全體股東均會受惠，
而本人及其他主要行政人員亦將繼續留任本集團。在可行之情況下，本公司將盡快公佈進一步詳情。無論如何，去年後期困擾韓
國業務之大部份不利因素已消除，而位於韓國之兩間營運公司仍具備充裕現金，並能處於有利位置把握更佳市場環境。

同樣地，本集團在資產管理方面之整體表現良好，並藉著入股資產管理公司產生補足作用，以擴大本集團之亞洲產品範圍。本集
團之資產管理部門歷史悠久，精明能幹，本人確信吾等所管理之資產必可在以後幾年內錄得增長。

本集團在科技投資方面之表現較其他大部份公司優勝，有關重點投資之最新資料載於即將發表之中期報告內。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 Bigsave 現已重新定位為以運動產品為本之零售商，在英國已有七間門市營業。其管理層素來精通管理業務之道。

雖然 Charlemagne Capital Limited（前稱 Regent Europe Limited）已脫離本集團，本人有信心只要能加把勁，本集團定能回復過往年度
之高盈利水平。本人相信發展會令股東滿意。投資新興市場向來不易，但看來佳景已重現眼前。雖然當下之世界經濟前景未算好，
勵晶仍能逐漸在不利經濟環境下茁莊成長起來。本集團並無負債、以節約成本為本，並擁有豐富資產。憑此種種，本集團定能邁步
向前。

過去數月，市道更見淡靜，觀乎目前全球形勢，脆弱之投資環境將持續下去，惟本集團已站穩陣腳，可望在重建方面取得進展。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局議決就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零年：無）。

管理層對本集團業績表現之討論及分析

收入及溢利

本集團錄得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虧損 1,900,000美元（二零零零年：虧損 24,000,000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92%。是項轉變主要是
由於 KoreaOnline Limited（「KOL」）之業績有所改進，在期內貢獻了 1,300,000美元溢利（二零零零年：虧損 24,800,000美元）所致。科技
及互聯網股票投資環境仍然惡劣。於扣除少數股東權益後，bigsave Holdings plc、AstroEast.com Limited及東主投資合共錄得虧損 2,200,000
美元。資產管理及企業融資業務之收入銳降 80%至 1,700,000美元，原因之一乃集團重組後受管理之資產減少，但仍貢獻 200,000美元
之溢利（二零零零年：溢利 3,600,000美元）。本公司已採取適當措施力求減省截至二零零二年首六個月之公司支出達 66%至 1,000,000
美元。分佔聯營公司 Exchangebet.com Holdings Limited及 Lastminute Limited之虧損達 200,000美元（二零零零年：虧損 400,000美元）。

虧損數據之分項分析如下：

百萬美元

有關 KOL 1.3
有關科技 (2.2)
資產管理及企業融資 0.2

減：企業支出 (0.7)
稅項 (1.0)

(0.2)

本集團之虧損 (1.9)

資產負債表

於回顧六個月期間內，股東權益微跌 1%至 84,000,000美元  ，而 KOL現約佔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股東資金總額 80%。本集團餘下
資產包括與 bigsave Holdings plc有關之投資及科技投資 9,000,000美元、其他企業投資 3,000,000美元、現金及應收款項淨額 5,000,000美
元。

正如上文賬目附註 5所述，本集團已就英國附屬公司自一九九四年起申報之溢利與英國稅務機關洽商。儘管並無任何認可負債，
本集團為審慎起見就可能出現之索償作出 2,500,000美元之撥備。縱使短期內似乎可透過磋商達成協議，但本集團尚未能夠準確評
估目前所作之撥備。

本集團於本資產負債表日期並無借貸，與董事局之既定方針一致。

日後資金來源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淨現金 7,000,000美元，即相當於股東資金總額 8%，當中 6,600,000美元為主要辦事處之部份資
金。本集團資產概無重大變動。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在發展業務時或須籌集資金。預期該等資金中大部分均屬外來資金，惟該等資金來源亦有可能從
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或銀行借貸中撥付（視乎金額及期限而定）。

風險管理

本公司需承受來自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外幣波動風險。該等風險主要繫於換算非美元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由於韓國及
英國投資項目之非現金性質及高企之對沖成本，故本集團並未為有關投資安排貨幣對沖。

由於 KOL約佔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股東資金總額約 80%，因此本公司需承受 KOL在股本價值上出現之波動風險。有關風險端
繫於韓國之經濟體系、信貸及股本市場之情況，控制該等風險之責任落在 KOL管理層身上。勵晶將與 KOL管理層緊密合作，監控其
承受市場風險的程度。

因 Interman Holdings Limited在科技創業公司之投資，使本集團涉足於科技行業，此等科技公司能否有效控制其營運資金之能力，對
其發展十分重要，亦決定本集團投資於其身上之投資價值。本集團之專業投資經理密切監控此等公司之運作與表現。

本集團會不時在股市及匯市進行投機性質之對沖活動。資本投機活動會根據董事局制定之參數受到嚴謹監控，並只會在不適合
短線持有實質資產時始會進行。本集團在投資管理與結算職能兩方面實行嚴格分家。

在本集團之正常業務中，有若干數目現金之保證按金由集團委託經紀持有。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此等保證按金之總額為
146,000美元（二零零零年：1,048,000美元）。

就本集團之整體業務而言，此類性質之業務活動重要性不大。

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Anthony Robert Baillieu及 Stawell Mark Searle）及一名非執行董事 (David
McMahon)組成。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惟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概無董事知悉任可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曾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不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
之最佳應用守則。

刊登其他資料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在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頁上登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1)至 46(6)段（首尾兩段包括在內）所
規定中期業績須予披露之所有資料。

代表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局

James Mellon
主席

香港，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iRegent Group Limited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