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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ong Group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www.e-kong.com

（股份代號：524）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摘要

‧ 營業額由二零零六年同期之330,700,000港元升至398,000,000港元
‧ EBITDA達38,500,000港元，增長10,300,000港元；純利由22,800,000港元增長至

26,600,000港元
‧ 現金及銀行結餘達160,900,000港元，升幅60.3%
‧ ZONE美國已經與一間主要無線服務供應商簽訂協議，其將於年底前在美國提供
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 (MVNO)流動服務

‧ ZONE亞洲已在中國設立據點，並於深圳開始與中國企業進行轉售電訊產品及服
務之業務

中期業績

e-Kong Group Limited（「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與二零零

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此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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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97,956 330,709
銷售成本 (294,011) (234,882)

毛利 103,945 95,827

其他收入 3 19,357 1,228

123,302 97,055

銷售及分銷開支 (29,100) (26,620)
業務宣傳及市場推廣開支 (4,068) (2,760)
經營及行政開支 (51,613) (39,411)
折舊及攤銷 (8,466) (2,688)

經營溢利 30,055 25,576

財務費用 4 (1,229) (1,379)

除稅前溢利 4 28,826 24,197

稅項 5 (2,227) (1,423)

期內溢利 26,599 22,774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6,659 22,774
少數股東權益 (60) –

26,599 22,774

EBITDA 6 38,521 28,264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7
基本 5.3 4.8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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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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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機器及設備 15,914 17,117
無形資產 8 46,776 51,659
遞延稅項資產 10,866 10,866

73,556 79,642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04,275 86,63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50 1,547
現金及銀行結餘 160,853 100,362

267,178 188,53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04,603 99,686
銀行借款之即期部份 9,513 9,188
財務租賃承擔之即期部份 202 198
應付稅項 3,142 3,996

117,460 113,068

流動資產淨值 149,718 75,47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3,274 155,113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7,748 22,577
財務租賃承擔 317 419

資產淨值 205,209 132,11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229 4,709
儲備 198,952 127,40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204,181 132,117

少數股東權益 1,028 –

權益總額 205,209 13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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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而編製。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年報所採納者一致。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而對本期間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本集
團預期，在將來採納該等準則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期內按地區及業務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a) 按地區分部劃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北美洲 亞太區 抵銷 綜合 北美洲 亞太區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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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349,476 48,480 － 397,956 276,158 54,551 330,709
分部間銷售 － 664 (664) － － － －

349,476 49,144 (664) 397,956 276,158 54,551 330,709

業績

分部業績 11,598 11,655 － 23,253 15,477 13,406 28,883

財務費用 (1,229) (1,379)
其他經營收入及開支 6,802 (3,307)

除稅前溢利 28,826 24,197

稅項 (2,227) (1,423)

期內溢利 26,599 22,774

分部間銷售乃按當時市場價格計算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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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業務分部劃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電訊業務 其他 綜合 電訊業務 其他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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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對外銷售 396,177 1,779 397,956 325,772 4,937 330,709

業績

分部業績 23,284 (31) 23,253 28,863 20 28,883

財務費用 (1,229) (1,379)
其他經營收入及開支 6,802 (3,307)

除稅前溢利 28,826 24,197

稅項 (2,227) (1,423)

期內溢利 26,599 22,774

3.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955 1,220
被視為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盈利（附註） 17,402 –
其他 － 8

19,357 1,228

附註：被視為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盈利乃指由一名機構投資者認購一間附屬公司之5%股本
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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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此乃已扣除後列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費用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1,218) (1,365)
財務租賃承擔之融資費用 (11) (14)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現行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海外所得稅 (2,227) (1,138)

(2,227) (1,138)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 (285)

(2,227) (1,423)

海外稅項乃指若干附屬公司根據其經營所在國家適用之稅率計算之所得稅撥備。

6. EBITDA

EBITDA指未扣除利息開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
26,659,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22,774,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506,518,509股（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470,894,200股）計算。

由於購股權之行使價較每股平均市場價格為高，因此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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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無形資產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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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成本 3,547 3,137
客戶合約 52,933 52,933

56,480 56,070

減：攤銷 (9,704) (4,411)

46,776 51,659

開發成本代表就開發以網際規約 (IP)為基礎的新通訊產品及服務所錄得之成本。

客戶合約代表根據與第三方訂立資產收購協議所購入之無形資產。根據該協議，收購若干與在美
國提供長途電訊服務有關之電訊服務資產，該成本已被資本化及現按直線法於五年內攤銷。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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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貿易款項 93,785 76,119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0,490 10,511

104,275 86,630

本集團銷售之信貸期主要介乎30至90日不等。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貿易款項（已扣除呆
壞賬撥備），有關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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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37 68,042
1至3個月 6,836 7,858
超過3個月但少於12個月 212 219

93,785 7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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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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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貿易款項 39,727 44,924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64,876 54,762

104,603 99,68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貿易款項，有關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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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95 26,733
1至3個月 5,538 17,992
超過3個月但少於12個月 94 199

39,727 44,924

11.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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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股息（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

日：無）。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持續增長並繼續錄得盈利。本集團之營業額達398,0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之330,700,000港元上升20.3%。ZONE於美國之電訊業務仍然是本集
團期內收益增長之主要來源。本集團之純利由二零零六年同期之22,800,000港元增長至
26,600,000港元，升幅達16.8%。EBITDA由去年同期之28,300,000港元增長至38,500,000
港元，升幅達36.3%。本集團進一步鞏固其資產負債狀況，總資產淨值達205,200,000港
元，較去年增長55.3%；而現金及銀行結餘於同期間增加60.3%至160,900,000港元。

ZONE於美國之業務（「ZONE美國」）在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之營業額達349,500,000港元，
較二零零六年同期增加73,300,000港元。營業額增長主要因為於ZONE美國客戶群中的
批發業務部份之銷售取得增長，該批發客戶群包括遍佈美國三分一獨立交換網絡商

（「ILECs」）及其他網絡商客戶。此業務部份之收益於去年同期佔ZONE美國之總收益約
三分之一，而目前已增長至佔ZONE美國於回顧期內逾半之收益。於二零零七年上半
年，ZONE美國採取措施提升其現有設施之效率，並且為不同類別之客戶增添新產品及
服務組合。本公司增加交換機設備之使用率，並採取先進之路由系統，皆有助提升電

訊通信之利潤率。網際規約語音（「VoIP」）技術的運用讓ZONE美國享有眾多新穎的路
由選擇，包括與於亞洲之同伴及全球之業務伙伴互相以網際規約 (IP)批發傳送電訊通
信。

ZONE美國已經與美國一間主要全國無線網絡供應商訂立協議，據此，本集團可望於二
零零七年年底前以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MVNO)的身份進軍美國本土的流動電訊市場。
ZONE將於初期向其ILEC客戶提供流動通訊服務，而該等ILEC客戶則會以本身之品牌
向彼等之最終用戶提供流動語音及數據服務。ZONE美國能為客戶之現有固網服務組合
上一併添上流動電訊產品，因此ZONE的ILEC客戶殷切期待新服務之面世。預期上述
服務可進一步鞏固參與的 ILECs與ZONE美國之間的關係。

ZONE於亞洲業務（「ZONE亞洲」）之營業額為46,7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49,600,000
港元減少2,900,000港元。於回顧期內，ZONE亞洲之經營溢利為11,700,000港元，而去
年同期則為13,400,000港元。亞洲業務之收益與溢利減少，主要是因為電訊業之競爭仍
然十分激烈，各主要固網營辦商為爭奪市場佔有率而以進取的價格提供服務，致使

ZONE於香港業務之貢獻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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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香港之業務繼續推展其進軍中國之策略計劃。繼於二零零七年三月成立一間名為
深圳盈港科技有限公司之外商獨資企業(WFOE)以及於深圳成立其營運辦事處後，ZONE
於八月成功與兩間中國國內企業確立業務管理及諮詢安排。該兩間企業均替國內之主

要電訊營運商向深圳地區之商業客戶轉售電訊產品及服務。根據有關安排，ZONE委派
其香港辦事處之主要營運員工與上述企業合作並向有關企業引入香港辦事處之管理制

度，從而發展彼等之電訊相關業務並獲得業務的經濟利益；與此同時，本集團可實際

控制此等中國國內企業之業務及營運。

ZONE新加坡繼續其緊密的宣傳攻勢以拓展其客戶群，特別注重吸納高價值的企業客
戶。ZONE新加坡繼續推出極具創意之產品組合及增值服務，使其本身從一眾競爭對手
中脫穎而出。此策略協助其於本年度首六個月錄得較去年同期理想之收益與盈利。

ZONE新加坡採用VoIP技術後，其目前正向越來越多位於地區內的客戶提供電訊服務，
並且進軍IP批發語音通信業務，從而拓闊其收益及客戶群。ZONE新加坡將繼續採用新
技術以提升網絡資源之使用效率。預期採用新的以IP為基礎的技術後，經營成本將會
減少而利潤可升至更穩健的水平。

ZONE亞洲面向全球市場之VoIP服務「ZoiPPE」(www.zoippe.com)繼續透過滲透式的宣傳

攻勢以及聯合品牌／特定標籤之策略聯盟及伙伴關係，積極擴大ZoiPPE之用戶群。為
促進ZoiPPE打入其他更遼闊的市場，ZoiPPE之寬頻電話軟件(softphone)介面在原有的英
文及中文（包括繁簡體）版本之外更加入日文版本，並正進行包括泰文、韓文及印地語

等其他語言版本之籌備工作。其通訊服務平台亦正在升級及進行其他優化工程，以提

高系統的穩健以及加入新功能及增加產品組合的配搭。

二零零七年二月，本集團成功完成52,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之配售事項，籌得資金淨額
約45,400,000港元，並錄得44,900,000港元之股份溢價。與此同時，本集團向一名機構
投資者籌得2,500,000美元（約19,500,000港元）之額外資金作為發展ZoiPPE業務之用，獲
得盈利為17,400,000港元。

於首六個月，除深圳地區之業務發展計劃外，本集團亦一直積極探求不同機會，通過

收購或其他方式進軍中國之電訊相關業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成功達成多項目標，包括收益與溢利雙雙錄得增長，在中國市場

設立業務據點，提升ZoiPPE平台之穩健與擴展能力，以及加強其全球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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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零零七年下半年，本集團預期收益將會保持穩定增長，ZONE於中國之業務將開
始為本集團之營業額作出貢獻。於加入新功能及提升系統穩健後，ZoiPPE之用戶群將
會進一步擴大。與此同時，本集團亦會致力發掘可創造新收入來源之機會。本集團對

於能夠在期內以MVNO的身份進軍美國本土流動電訊市場感到雀躍不已，亦看好此項
新增服務的增長潛力。

財務回顧

業績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錄得顯著升幅達398,0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六年同期之
330,700,000港元增長20.3%。

本期間之毛利增長8.5%至103,9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95,800,000港元。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EBITDA由去年同期之28,300,000港元增長36.3%至38,500,000港元。

期內之經營溢利為30,100,000港元，較於二零零六年首六個月之25,600,000港元增長
17.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純利由去年同期之22,800,000港元增長17.1%至26,700,000港
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股息（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

日：無）。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融資

藉著ZONE之業務於全球各地持續增長，以及於二零零七年二月進行本公司股份之私人
配售及配發一間附屬公司之5%股權，此有助加強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於二零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增長至205,2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32,100,000港元）。

憑著強化後之資本結構及經營業務之現金流，現金及銀行結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

日（不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為 160,9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4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銀行存款為數2,100,000港元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00,000港元）予銀行，作為銀行就本集團如期付款而
向若干電訊營運商提供擔保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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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款（指就WRLD Alliance交易借予一間附屬
公司之銀行貸款），由於部份本金於期內償還，而減至27,3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1,800,000港元）。本集團之銀行借款乃以美元為單位按固定息率，並以
（其中包括）該附屬公司之應收貿易款項作抵押擔保。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設備租賃融資負債為5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6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負債資產比率（按借款總額佔資產淨值之百分比計算）改善至13.5%（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5%），主要因資本結構強化及期內錄得溢利所致。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之資產、負債及收支主要以港元及美元計算，故此本集團認為，只

要港元兌美元之匯率繼續為聯繫匯率，則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險。由於新加坡業務之

現金流入不斷增加，故此本集團將密切監察新加坡元兌美元之匯率，並於適當時採取

必要之行動，減低上述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及承擔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及承擔。

僱員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海外共僱用146名僱員（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45名僱員）。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員工成
本為40,2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34,9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薪酬政策與本集團經營所在地之市場慣例相符，並按個別僱員之表現及經驗

制訂。本集團已設立獎勵花紅計劃，以推動及獎勵各職級之僱員努力工作，實現本集

團目標。除薪金及花紅外，本集團亦向其僱員提供其他福利，包括公積金及醫療津貼。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保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除下文所述之一項偏離外，就本公司董事所知，

概無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任何時間

未有或未曾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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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A2.1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然
而，自本公司前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Kuldeep Saran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六日與世
長辭後，本公司主席衛斯文先生同時肩負本公司行政總裁之角色。董事會預期由衛斯

文先生肩負行政總裁之角色僅為暫時措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本身之證券守則。全體董事經本公司特定查詢後確認，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需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及核數師檢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就審

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檢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進行討論。本公司核數師進行之檢閱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

頒佈之香港檢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檢閱」進行。

更換核數師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五日宣佈，摩斯倫‧馬賽會計師事務所因重組而辭任本集團

之核數師後，馬賽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獲委任為本集團之核

數師。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刊登中期業績公佈

本中期業績公佈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中「最新上市公司
公告」一頁及本公司網站 (www.e-kong.com)中「投資者資訊／公告」一頁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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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公司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Kuldeep Saran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六日與世長辭。董
事會就Kuldeep Saran先生過往領導本集團之傑出成就以及其對本集團所作之貢獻致以
衷心感謝。

董事會亦謹此對全體客戶、股東、業務夥伴及專業顧問之支持，以及全體僱員於期內

為本集團作出之貢獻及努力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衛斯文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衛斯文與林祥貴、非執行董事許博志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韋雅成、高來福與Gerald Clive Dob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