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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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摘要

• 在全球經濟放緩及持續通脹壓力下，本集團在回顧期內仍然取得營業額393,0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下跌 1.3%；並錄得盈利 1,900,000港元

• 主要由於美國電訊業 ILEC行業之結構性轉變，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對ZONE美國而言亦為充
滿挑戰之時期。然而，ZONE美國已克服期內遇到的困難，並已取得更佳位置，成為美國
主要網絡商之主導直接轉售商之一。

• 「ZoiPPE」繼續擴充旗下服務至社交網絡社區及流動互聯網領域

• 本集團繼續投入資源開拓於亞洲無線寬頻接入 (BWA)市場之參與安排，並尋找機會擴充於
中國之業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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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與二零零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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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92,988 397,956

 

銷售成本  (297,643) (294,011)
   

毛利  95,345 103,945

 

其他收益及收入 3 994 19,357
   

  96,339 123,302

 

銷售及分銷開支  (25,384) (29,100)

業務宣傳及市場推廣開支  (2,638) (4,068)

經營及行政開支  (53,592) (51,613)

折舊及攤銷  (10,076) (8,466)
   

經營溢利  4,649 30,055

財務費用 4 (427) (1,229)
   

除稅前溢利 4 4,222 28,826

稅項 5 (2,284) (2,227)
   

期內溢利  1,938 26,599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959 26,659

少數股東權益  (21) (60)
   

期內溢利  1,938 26,599
   

EBITDA 6 14,725 38,521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7

基本  0.4 5.3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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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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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95 18,799
無形資產 8 36,153 41,504
遞延稅項資產  13,634 13,634
   

  74,582 73,937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00,767 91,589
已抵押銀行存款  2,215 2,137
現金及銀行結餘  160,800 181,662
   

  263,782 275,38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96,338 104,935
銀行借款之即期部份  9,555 10,430
財務租賃承擔之即期部份  210 206
應付稅項  3,563 4,288
   

  109,666 119,859
   

流動資產淨值  154,116 155,52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8,698 229,46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 4,250
財務租賃承擔  108 213
遞延稅項負債  542 513
   

資產淨值  228,048 224,49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229 5,229
儲備  221,835 218,25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227,064 223,485

少數股東權益  984 1,005
   

權益總額  228,048 22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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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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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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預期在
將來採納該等準則或詮釋會對本集團之業績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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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北美洲 亞太區 抵銷 綜合 北美洲 亞太區 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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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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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343,788 49,200 – 392,988 349,476 48,480 – 397,956

分部間銷售 – 1,963 (1,963) – – 664 (664) –
        

 343,788 51,163 (1,963) 392,988 349,476 49,144 (664) 397,956
        

業績 

分部業績 3,463 11,379 – 14,842 11,598 11,655 – 23,253
       

財務費用    (427)    (1,229)

其他經營收入及開支    (10,193)    6,802
        

除稅前溢利    4,222    28,826

稅項    (2,284)    (2,227)
        

期內溢利    1,938    2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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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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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742 246 392,988 396,177 1,779 397,956
      

業績 

分部業績 14,869 (27) 14,842 23,284 (31) 23,253
     

財務費用   (427)   (1,229)

其他經營收入及開支   (10,193)   6,802
      

除稅前溢利   4,222   28,826

稅項   (2,284)   (2,227)
      

期內溢利   1,938   26,599
      

3. 其他收益及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962 1,955

被視為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盈利（附註） – 17,402

其他 32 －
   

 994 19,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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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之 5%股本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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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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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利息 (420) (1,218)

財務租賃承擔之財務費用 (7) (11)
   

 (427) (1,229)

上市投資虧損，已列入經營及行政開支內 (883) －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現行稅項
海外所得稅 (2,284) (2,227)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之應課稅溢利已全數被往年積存之承前稅項虧損抵銷，因此並無對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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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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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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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000港元（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26,659,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522,894,200股（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506,518,509股）計算。

由於購股權之行使價較每股平均市場價格為高，因此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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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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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7 3,597

客戶合約 52,933 52,933
   

 56,530 56,530

減：攤銷 (20,377) (15,026)
   

 36,153 4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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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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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16 82,797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951 8,792

   

 

 100,767 9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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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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扣除呆賬撥備），有關
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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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於一個月 78,485 74,197

一至三個月 11,913 8,377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418 223
   

 90,816 82,797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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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18 51,203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4,920 53,732
   

 

 96,338 104,93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貿易款項，有關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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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於一個月 38,839 40,462

一至三個月 1,859 10,284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720 457
   

 41,418 51,203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股息（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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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業務表現開始面臨全球經濟放緩及持續通脹壓力之負面影響。本集團之營
業額輕微下跌1.3%至393,000,000港元。雖然本集團純利由二零零七年同期之26,600,000港元減少
至 1,900,000港元，但其仍然錄得盈利。EBITDA由去年同期之 38,500,000港元減少至 14,700,000

港元。然而，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總資產淨值達 228,000,000港元，其中包括現金及銀行
結餘 160,800,000港元。

ZONE於美國之業務（「ZONE美國」）在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之營業額達 343,800,000港元，較二零
零七年同期減少 1.6%。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對ZONE美國而言為充滿挑戰之時期，主要由於美國電
訊業獨立交換網絡商（「ILEC」）行業之結構性轉變，以及因美國經濟低迷所致。

於回顧期內，ZONE美國其中一個主要當地網絡商臨時宣佈大幅調高國內通訊之價格。因此，
ZONE美國須於短時間內轉移大量客戶之電話路線，以減輕繁重之成本增幅。憑藉ZONE美國已
提升之交換機設備及安裝接駁至其他第一級網絡商夥伴之專用線路，成功透過其交換機設備重設
大多數客戶之通訊路由。相比之下，於同期內，美國許多較小型之轉售商由於欠缺令彼等能如
ZONE美國般輕易轉線之交換機設備或資源，因而導致彼等之經營利潤大幅減少，很多時甚至被
市場淘汰。於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內，由於ZONE美國須投放大量管理、客戶服務及技術資源以
有效地管理此過渡時期，ZONE美國錯失部分新商機及流失其部分對價格較敏感之客戶。ZONE

美國已克服期內遇到的困難，並已取得更佳位置，成為美國主要網絡商之主導直接轉售商之一。
ZONE美國明顯為客戶創造與競爭對手不同之價值。此轉變亦已淘汰部分於ILEC行業之競爭對手。

ZONE美國亦啟動多項積極措施擴充其收入來源，改善毛利率及減低經營成本，已成功並將繼續
緩和市況低迷的影響。舉例說，憑藉其以網際規約 (IP)為基礎之新軟交換機設備，ZONE美國現時
於運用其最新的「最低成本轉駁」平台方面擁有競爭優勢。該等相同設施配合ZONE於新加坡及香
港之業務，使ZONE美國大大促進對亞洲目的地之路由通訊有興趣之美國客戶之互相聯繫。

ZONE美國成功加強其銷售及業務發展計劃，取得轉駁國際長途通訊至主要目的地例如中國、墨
西哥及中東方面之大型批發客戶（包括第一級網絡商夥伴）。同時，ZONE美國繼續推出新服務。
例如，作為其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MVNO)服務之擴展，ZONE美國現正制定計劃以零售方式提供
流動服務，打算向其本身之企業客戶首次提供該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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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於亞洲業務（「ZONE亞洲」）之營業額為48,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46,700,000港元增加
2,200,000港元。由於競爭持續令傳統 IDD業務之利潤下降，ZONE亞洲加強提供更多以解決方案
為基礎之服務，以迎合特定垂直市場，而非僅提供基本商品化IDD產品。於回顧期內，ZONE香港
成功爭取於多間服務式公寓使用其專利之「通話結算系統」，不僅有助改善其業務之持續盈利，並
成功建立客戶之忠誠度及開創交叉銷售其他增值服務之機會。

ZONE香港繼續投放資源於與主要潛在夥伴建立關係及於中國發展業務。ZONE中國與中國電信訂
下協議，推廣及轉售其位於深圳的互聯網數據中心（IDC）設施，以及訂立渠道銷售協議推廣其「黃
頁」產品及服務。為保持ZONE香港於本地市場之競爭力，其已逐漸將位於香港之大部分後勤工序
遷往深圳，成功減低間接經營成本，尤其於工程支援、產品開發及客戶服務方面之員工成本。

ZONE新加坡進一步加強其銷售及推廣，以迎合企業市場及重塑其業務組合為以企業客戶為主要
對象。在經濟狀況低迷、競爭加劇及經營成本增加之情況下，ZONE新加坡成功維持首六個月之
收益及經營溢利與去年同期相若。於下半年，在ZONE新加坡集中於在完成提升其以網際規約 (IP)

為基礎之交換機設備後推出新推廣計劃及新服務之時，ZONE新加坡將於維持其經營成本於可管
理水平方面保持警惕，因通脹預期仍然會高企一段時候。其亦將考慮開拓新加坡不斷變化之資訊
傳播及外地勞工巿場環境，發掘將收益分佈於該等行業之新機會。

ZONE亞洲面向全球市場之VoIP服務「ZoiPPE」繼續擴大其用戶群（尤其是透過其ZoiPPE Friends 

(www.zoippefriends.com)）計劃，以及亦透過於任何設有WiFi之流動電話(mobile.zoippe.com)及
最新之蘋果 iPhone平台(iphone.zoippe.com)提供ZoiPPE「Link-up」服務以擴充其流動互聯網領域
之服務。此外，為配合以更全面之方法推廣其服務，ZoiPPE最近已聯同ZONE香港與一家主要流
動電話生產商合作推廣其設有WiFi並預先配置ZONE以 SIP為基礎之VoIP功能之最新流動電話。

除集中克服於經濟放緩、通脹對利潤之影響及美國電訊業 ILEC行業之結構性轉變後對其核心電訊
業務所面對之挑戰外，本集團已強化其業務團隊及將繼續投入資源專注開拓於亞洲無線寬頻接入
(BWA)市場之參與安排。同時，本集團正積極尋找機會擴充於中國之業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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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雖然現在難以確定全球金融市場及經濟不穩所帶來的影響，本集團對二零零八年餘下
時間審慎樂觀，相信本集團業務會有改善。本集團擁有強健資產負債結構及穩健的現金狀況，並
將致力於收益增長、透過審慎理財及管理提升經營效率及尋找新途徑擴大其市場接觸層面。在此
期間，本集團仍相信其值得尋求對本集團有協同價值之投資機會。於未來數月，本集團亦預期利
用最新之流動WiMAX科技進一步爭取進入亞洲BWA市場。

財務回顧

業績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由 398,000,000港元減少 1.3%至 393,000,000港元。

本期間之毛利減少至 95,3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103,900,000港元。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EBITDA由去年同期之 38,500,000港元（其中包括被視為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
益之一次性盈利 17,400,000港元）減少 61.8%至 14,700,000港元。

期內之經營溢利為 4,600,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則為 30,100,000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純利由去年同期之 26,700,000港元（其中包括被視為出售附屬公司部份
權益之一次性盈利 17,400,000港元）減少至 2,000,000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股息（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無）。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融資

本集團繼續維持穩健之流動資金狀況，流動資產淨值為 154,1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55,5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輕微增長至
228,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4,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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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及銀行結餘（不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為 160,800,000港元（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1,7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銀行存款為數
2,2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00,000港元）予銀行，作為就本集團如期付款而向
若干電訊網絡商提供擔保之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款（指就二零零六年WRLD Alliance交易借予一間附屬
公司之銀行貸款）為 9,6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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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設備租賃融資負債為 3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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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4.3%（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6.7%），主要因償還部份銀行貸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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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或承擔。

僱員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美國、中國、香港及新加坡共有 168名僱員（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76名）。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員工成本為
40,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40,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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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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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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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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A.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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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世後，本公司主席衛斯文
先生同時肩負本公司行政總裁之角色。董事會已重新評估本公司偏離企業管治守則A.2.1而可能產
生之不良影響，並相信由一人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於計劃擴充藍圖及執行業務策劃及發展
策略時更具效益及效率。同時，董事會相信，董事會由經驗豐富之優秀人才組成，加上相當成員
人數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可確保有關權力及職能充分平衡，不會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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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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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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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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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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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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

董事會謹此對全體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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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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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