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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343）

業 績 公 佈
業績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如下：

綜合損益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0,655 59,138
銷售成本 (31,364) (48,220)

毛利 9,291 10,918
其他經營收入 7,942 3,584
行政費用 (64,458) (78,787)
開發費用之攤銷 (18,706) (18,431)
研究開發支出 (4,815) (9,356)
其他應收款及按金之準備 (1,123) (25,975)
其他投資未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15,600 (5,565)
商譽攤銷 －－－－－ (220)

經營虧損 3 (56,269) (123,83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9,514) (8,518)
應佔一所合作合營公司業績 (1,136) (2,607)
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1,995 －
被視作出售聯營公司之虧損 (1,548) －
財務費用 (9) (16)
商譽儲備之已確認減損 (6,000)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6,328
給予聯營公司貸款之準備 －－－－－ (28,000)
因收購一所聯營公司產生商譽之已確認減損 －－－－－ (4,389)
認股權證屆滿之收益 －－－－－ 97

除稅前虧損 (72,481) (150,937)
稅項 4 －－－－－ 14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72,481) (150,796)
少數股東權益 14 1,434

年度虧損淨額 (72,467) (149,362)

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 5 (2.37)港仙 (4.9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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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採納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本年度內，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以下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財
務申報準則」）。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一詞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批准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及詮
譯。

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 所得稅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之主要影響與遞延稅項相關。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規定必須
採納資產負債表負債法，即除若干例外情況外，就財務報表之資產及負債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溢利所使
用相應稅基之所有暫時性差額，確認遞延稅項。由於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並無任何具體過渡規
定，新訂會計政策已追溯應用。採納此項會計實務準則對本會計年度或過往會計年度之業績均無重大影
響。

2. 營業額
業務分類

出版及 中文資訊
相關業務 基建 投資控股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四年
營業額 39,184 1,471 －－－－－ 40,655

分類業績 377 (29,409 ) (15,490 ) (44,522 )

未分配公司支出 (11,747 )

經營虧損 (56,269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7,654 ) (1,860 ) (9,514 )
應佔一所合作合營公司業績 －－－－－ (1,136 ) －－－－－ (1,136 )
出售一所聯營公司之收益 －－－－－ －－－－－ 1,995 1,995
被視作出售一所聯營公司之虧損 －－－－－ (1,548 ) －－－－－ (1,548 )
財務費用 (9 )
商譽儲備之已確認減損 －－－－－ (6,000 ) －－－－－ (6,000 )

除稅前虧損 (72,481 )
稅項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72,481 )
少數股東權益 14

年度虧損淨額 (72,4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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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及 中文資訊
相關業務 基建 投資控股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三年
營業額  55,539 3,599 －  59,138

分類業績 3,480 (58,089 ) (34,684 ) (89,293 )

未分配公司支出 (34,539 )

經營虧損 (123,832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8,518 ) － (8,518 )
應佔一所合作合營公司業績 － (2,607 ) － (2,607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6,328 － 16,328
給予聯營公司貸款之準備 － － (28,000 ) (28,000 )
因收購一所聯營公司產生
商譽之已確認減損 － (1,389 ) (3,000 ) (4,389 )

認股權證屆滿之收益 97
財務費用 (16 )

除稅前虧損 (150,937 )
稅項撥回 14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150,796 )
少數股東權益 1,434

年度虧損淨額 (149,362 )

地區分類
本集團所有經營業務均設於香港及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其他地區。

不論貨品／服務之原產地，下表按各市場位置對本集團營業額及經營虧損進行分析：

營業額 經營虧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0,373 56,715 (39,345 ) (101,628 )
中國 282 2,423 (16,924 ) (22,204 )

40,655 59,138 (56,269 ) (123,832 )

3. 經營虧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員工及董事成本 30,222 44,663
減：撥作開發成本 5,356 5,093

24,866 39,570

核數師酬金 870 950
存貨撇減 2,500 1,078
折舊及攤銷 10,957 10,363
證券投資之已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1,960 ) 1,898
利息收入 (389 ) (754 )
股息收入 (140 ) (375 )

4.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在財務報表中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本年度內，
本集團並無於其他司法權區錄得估計應課稅溢利。

稅項撥回為過往年度香港利得稅之超額撥備。

5. 每股虧損

本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年度虧損淨額七千二百四十六萬七千港元（二零零三年：一億四千九百三
十六萬二千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3,058,898,000股（二零零三年： 2,993,968,000股）普通
股計算。



– 4 –

計算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原因是行使有關
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將減低每股虧損淨額。

6.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因此，去年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一千六百三十二
萬八千港元已重新分類為非經營業績，而去年之經營虧損已由一億零七百五十萬四千港元更改為一億二
千三百八十三萬二千港元。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整體營業額較去年下跌31%至約四千零六十五
萬五千港元，其中約有三千九百一十八萬四千港元及一百四十七萬一千港元（二零零三年：五千
五百五十三萬九千港元及三百五十九萬九千港元）分別來自本集團的漫畫出版及中文資訊基建業
務。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綜合股東應佔虧損淨額較去年下降52%至約七
千二百四十六萬七千港元。與去年比較，年內每股虧損為2.37港仙（二零零三年：4.99港仙）。在
回顧年度內之經營虧損主要來自：

(i) 管理層已經再進一步控制經營成本，本年度之行政費用較去年下降約一千四百三十二萬
九千港元或18%，主要由於員工成本下降約37%所致；

(ii) 其他應收款及按金的準備約為一百一十二萬三千港元，而去年的準備約為二千五百九十
七萬五千港元；

(iii)遞延開發費用的攤銷為一千八百七十萬零六千港元，而本年度就資訊科技項目支付的研
究開發費用所列入的支出約四百八十一萬五千港元；及

(iv) 其他投資的未變現收益約為一千五百六十萬港元，但去年的虧損則約為五百五十六萬五
千港元。

董事會相信，當本集團的科技項目於來年產生收益後，過去連續數個財政年度出現的虧損將會
得到改善。事實上，飛龍中國芯及其主機板已接獲銷售訂單，及其銷售收入將當產品於明年發
售時確認列入。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為三億九千零七十三萬六千港元，以本公司加
權平均股數3,058,898,000股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則約為 0.13港元（二零零三年： 0.12港元）。

配售認股權證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一份配售及包銷協議，內容乃關於私人配售
430,000,000份認股權證，附有權利可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八日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七日（包括首尾兩
天）兩年內，以現金按初步認購價每股0.165港元最多認購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
合共七千零九十五萬港元。配售認股權證已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四日完成。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
為二千三百七十七萬四千港元，已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年內，109,720,000份認股權證已被行使，而本公司已收取自行使認股權證所得款項約一千八百
一十萬四千港元，其中約一百二十四萬一千港元已用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而餘額約一千六百
八十六萬三千港元已於本年度結束時存放入香港之銀行作為存款。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結餘合共約為六千九百八十
萬九千港元，短期上市證券則約為六千五百九十四萬八千港元。外幣匯價波動對本集團並無重
大影響。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負債合共為二千三百三十九萬八千港元，佔股東資金
約6%（二零零三年：6%）。

董事會相信，本集團現時具備充裕流動資金應付其日常營運，而於日後行使剩餘認股權證的所
得款項淨額將進一步鞏固本集團的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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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項目的發展成本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發展本集團的資訊科技項目的累積成本約為九千五百零四萬五千
港元（二零零三年：八千六百二十八萬八千港元）。此等發展成本會遞延處理，並由項目投入商
業運作之日起按其預計可使用年期撇銷二至五年。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發展
成本的攤銷約一千八百七十萬六千港元（二零零三年：一千八百四十三萬一千港元）。此外，於
本年度內直接支付的研究開發支出約為四百八十一萬五千港元（二零零三年：九百三十五萬六千
港元）。

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有125位僱員，其中89位於香港服務及28位於澳門服務，
另外8位則於國內服務。年內，職員成本合共約為三千零二十二萬二千港元（二零零三年：四千四
百六十六萬三千港元）。薪酬福利計劃維持在具競爭力的水平，並且由管理層定期檢討。本集團
會按董事、僱員及顧問的個別長處與表現，向彼等發放酌情花紅與具鼓勵性作用的購股權。

業務回顧
前言
回想本集團副主席朱邦復先生一九九三年在台灣大學發表有關「概念網絡」的演辭，以及一九九九
年七月在北京發表「漢字基因理論及工程」，所引起的爭議歷歷在目，感同身受。六年來本集團同
仁孜孜不倦開發「飛龍中文電腦核心」，當中更有幸得到IBM和各Linux團隊給予極大的支援，終使
電腦體制走向中文智能電腦新時代的改革階段。擁有五千年歷史、同屬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華
文化得以傳承，在資訊科技時代東、西文化得以融和，就是朱邦復先生和文化傳信全體同仁一致
努力的目標。

「漢字基因工程」及文傳「飛龍中文智能電腦標準」新體制
歷經六年艱苦歲月，本集團堅持推動「在中國全面普及電腦」的決心無絲毫改變。我們要研發的
電腦進化形態，不是讓人們「學電腦，用中文」，而是讓他們「學中文，用電腦」，這才是將會成
為真正普及形態的電腦。要發明這樣的電腦不得不從「漢字基因」研究入手。

本集團副主席朱邦復先生一生致力於中文處理基因的研究，他歷史性的貢獻是在大量研究中國
文史資料的基礎上，化繁為簡，由萬歸一，終於發明了符合電腦運算機制的「漢字基因」。他以
愚公移山的不朽精神，對中國文字進行大量的整理功夫，終於使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文字與現
代資訊科技核心的電腦CPU結合。

朱邦復先生在「漢字基因」的研發中，提煉出中文字義基因，並分類做成了「概念結構分類的索引
系統」和「體用、因果常識庫索引系統」，構成完整的「中文辨識系統」。當電腦接受中文時的電腦，
通過這個「辨識系統」，各種中文人文及其事和物就成了電腦的認知，電腦就能理解中文字。在
將來，任何人都可能只需用中文自然語言，向其電腦發出指令，電腦就懂得服從使用者的自然
語言指揮，從而成為一種更適合普羅大眾的生活應用工具。

二零零三年，在「漢字基因理論」下，文化傳信與 IBM共同開發出全球第一顆內嵌漢字64位概念
基因的CPU—「飛龍中國芯」，內嵌「中文造字引擎」(CCG）」，和「中文驅動（CCD）」。

其後，集團著手對嵌入式操作系統內核－Midori Linux進行深層開發，把「中文辨識系統」與嵌入
式操作系統內核（Kernel）接合，形成以「中文自然語言還境」(CCGE）」的「Midori Linux中文智能
操作系統」，使用戶透過「文傳碼（CC Code）」，運用中文自然語言形態自由自在的指令電腦按人
類的需求運行。「嵌入式中文智能操作系統內核（Midori CI Kernel）」將會成為全球第一個普及通
用型智能I.A的操作平台。

內嵌漢字64位概念基因的CPU -「飛龍中國芯」和「Midori Linux中文智能操作系統」構成了「漢字
基因工程」的核心，實質也是中文智能IT產業的核心技術，是產業界發展各種智能電腦I.A.，包
括智能電話、智能電視等智能家電產品的核心技術。同時它必將開創中文電腦工業的發展方向。
它將跨越個人電腦的歷史階段，擺脫Wintel的壟斷控制，幫助個人電腦以外社群快速普及電腦，
進入信息社會，成為全球 IT產業的發展出路。

「飛龍中國芯」及主機板
新的電腦工業技術的成功，有賴於中國電腦普及市場的成功。故此，集團已與IBM結成重要戰
略伙伴，在IBM的支援下成功開發出全球第一顆內嵌漢字64位概念基因的CPU－「飛龍中國芯」
針對個人電腦以外的電腦初用者市場而做好技術準備，共同開拓中國十二億電腦初用者的市場
版圖，發展中文電腦產業，在PC市場以外建立起全新的中文電腦客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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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零三年七月，集團在香港舉行「首屆兩岸四地中文 IT產業暨飛龍CPU技術產品交易會」，
正式推出「飛龍中國芯及主機板」，旋即收到國際科技界的重視。在二零零四年二月，集團在深
圳召開「開創中國自主民族電腦工業研討會」，在會上宣佈「飛龍Midori嵌入式技術工業標準」正
式誕生。這個新的嵌入式通用系統技術架構和標準，將與中國龐大的家電產業結合，開拓一個
全新的中文智能電腦產業。

過往一年，自「飛龍中國芯及主機板」推出以後，許多國內外廠家多希望能以飛龍核心技術發展
不同類型的新一代中文智能I.A.產品，其中包括中文智能稅控機、中文智能學習機、和中文智能
機頂盒等，預計未來一年旅將陸續推出市場，為集團帶來可觀的營利。

COL-eTown萬里網城
集團與 IBM合作的戰略目標是要建立起新中文智能電腦產業的市場生態。因此，集團以「中國
COL-eTown網城」計劃，透過中文電腦組網，建設起龐大的中文電腦用戶基地，形成以縣域和鎮
域為單元的龐大資訊社群，從而組建起全國性的COL-eTown的「萬里網城」。

「COL-eTown」是一個針對B2C模式的實體，既是飛龍中國芯的中文電腦業務地區分銷商，亦是
城鎮各類互聯網商品的交易、物流及管理的平台。這個全新的電腦應用體制，建立起中文電腦
聯網的信息社群。各類軟件、內容、教育、生產經營活動、科技支援、信息服務等，都能由
「COL-eTown」作中央支援，連接到各個終端用戶，有效地建立起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保障體
系，有秩序地引入國際上各種民生科技及 IT工業等，將這些科技導向縣鎮地方經濟，從而建立
起國際聯合秩序化知識經濟發展區域。

再者，廉價、全中文操作、及具全面指導、支援、和服務的「COL-eTown」新電腦應用體制，將
形成改造中國邊遠、中小城鎮的「科技三農新經濟模式」，使中國廣大城鎮借助縮短時空的信息
科技手段，快速起建立起與國際市場直接連通的地區知識型新工業、農業及加工業，實現當地
向知識經濟和「三農三化」（即農村信息化、農民知識化和企業化、農業國際化）的新農業經濟的
全面轉型。故此，這個COL-eTown龐大的知識經濟發展區域，將會為國際 IT產業界帶來極大的
鼓舞，預示著一個龐大的新市場商機，等待大家共同發展和分享。

漫畫業務
隨著香港整體經濟自去年十月復甦，文傳之漫畫業務已回復正常。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非典型
肺炎爆發，嚴重打擊東南亞之市場環境，減低本集團之營業額及利潤。由於本集團之合作夥伴越
來越多，本集團不斷致力在大中華設立多媒體平台。本集團將於二零零四年下半年推出增值服務。

展望
我們相信，這個飛龍新工業體系和標準，可完全擺脫「Wintel x86」架構的束縛，真正使電腦騰
飛，真正使適合的電腦進入普及階段，成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工具。適合的電腦「無處不在，
無時不有」的時代，即將來臨。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及股份及認股權證過戶登記分處將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八日至二零零四年
八月二十四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及認股權證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出席
二零零四年股東週年大會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如為認股權證持有人）所有填妥
之認購表格連同有關認股權證證書及適當之認購款項必須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七日下午四時正
前交回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1712-1716號舖。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除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特定任期而彼等須按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值告退外，
在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業績報告期間，本公司均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之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為了符合經修訂之最佳應用守則，審核委員會已於一九九九年三月成立，成員包括本公司兩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黎文濤先生和王調軍先生。彼等之主要職責為覆核本集團之財務報告及內部監控。



– 7 –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年度業績
一份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所規定之所有資料之詳
細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之網站內刊登。

承董事會命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偉東

香港，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截止本公佈之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包括張偉東先生、朱邦復先生、張錦成先生、鄭國民先生、萬曉麟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黎文濤先生、王調軍先生、吳士宏小姐組成。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