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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BEIJING DEVELOPMENT (HONG KONG) LIMITED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4）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佈

摘要

‧ 本年度持續經營業務收入為3.58億港元，較去年上升�3%。

‧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3.�7億港元，較去年上升�5倍。

‧ 基本每股盈利為0.48港元。

‧ 建議本年度派發特別末期股息每股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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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與上年度之比較 
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358,412  �9�,4�9

銷售成本  (327,470 ) (�0�,994 )    

毛利  30,942  89,4�5

視為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4 69,129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5 118,628  –
視為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6 251,396  –
其他收入及收益  39,435  �9,��8
銷售及分銷費用  (16,023 ) (�4,854 )
行政費用  (77,205 ) (78,496 )
其他開支，淨額  (58,200 ) �6,5�5
財務成本 7 (2,610 ) (8,�93 )
應佔下列公司盈虧：
 共同控制企業  (56,225 ) �,�63
 聯營公司  5,193  (398 )    

稅前溢利 8 304,460  �4,�90

稅項 9 (2,080 ) (4,757 )    

年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302,380  �9,533

已終止經營業務：
年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8、�0  16,251  8,93�    

年內溢利  318,631  �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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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應佔：
 本公司股東：
  持續經營業務  307,924  9,�44
  已終止經營業務 10 9,556  �,836    

  317,480  ��,080
 少數股東權益  1,151  �6,385    

  318,631  �8,465    

建議特別末期股息 11 54,702  –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12

 基本
 －年內溢利（港仙）  48.45  �.4�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港仙）  46.99  �.85    

 攤薄
 －年內溢利（港仙）  47.46  不適用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港仙）  46.01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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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149  68,858
投資物業  42,180  48,390
商譽  68,625  �40,964
其他無形資產  8,546  ��,789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29,888  67,5�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84,712  6,8�4
可供出售投資  –  �,�6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3 16,555  7,75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  797
遞延稅項資產  704  484    
總非流動資產  559,359  354,54�    
流動資產
存貨  34,726  65,687
合約工程客戶欠款  29,880  ��,7�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3 95,522  �6�,36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1,595  ��8,6��
抵押存款  9,890  ��,33�
現金及現金等值  718,373  �8�,05�    
總流動資產  979,986  670,77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4 215,598  96,�9�
欠合約工程客戶款項  15,487  �5,998
應繳稅項  1,992  6,05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84,892  �58,68�
銀行借貸  –  76,9�8    
總流動負債  317,969  353,856    
流動資產淨值  662,017  3�6,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21,376  67�,463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  6,4�3    
資產淨值  1,221,376  665,040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681,481  59�,98�
儲備  436,134  (�6,646 )
建議特別末期股息 11 54,702  –    
  1,172,317  565,335
少數股東權益  49,059  99,705    

總權益  1,221,376  665,040    



- 5 -

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
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採用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i)投資物業及一項可供出售投資則按
公平值計量；及(ii)若干樓宇按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估值列賬，詳情會於財務報
表進一步闡述。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所有金額均調整至最接近之千元（千港元），
惟另有註明者則除外。

綜合賬目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
表。附屬公司之業績乃由其各自被收購當日（即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起綜合計算，至
上述控制權終止之日止。本集團內公司間所有重要交易及集團內結餘，於綜合賬目時對
銷。

往年收購之附屬公司以會計購買法列賬。此方法涉及將企業合併之成本分配至於收購日
期所收購可識別資產以及所承擔負債及或然負債之公平值。收購成本按交換日期所付出
之資產之總公平值、本集團發行之權益工具及所產生或承擔之負債，加上收購時應佔之
直接成本計算。

少數股東權益指外界股東在本公司附屬公司業績及資產淨值所佔權益，惟有關權益並非
由本集團持有。

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下列與本集團相關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除若干情況引致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政策及附加披露外，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及詮釋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呈列財務報表－資本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範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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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類資料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年內(�)建造合約之合約收入（扣除增值稅、營業稅及政
府附加稅）適當部份；(�)出售貨物之淨發票值（扣除增值稅、政府附加稅及退貨及貿易折
扣之撥備）；(3)提供服務之價值（扣除營業稅及政府附加稅）；(4)租金總收入；及(5)酒樓
業務收入。
(a) 按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業務分類之
收入、溢利╱（虧損）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本集團
  已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資訊科技業務  物業投資  抵銷  總計  酒樓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七年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354,819  3,593  –  358,412  143,784  502,196
 其他收入及收益 20,098  4,265  –  24,363  430  24,793           

 總額 374,917  7,858  –  382,775  144,214  526,989
           

分類業績 (39,603 ) (629 ) –  (40,232 ) 12,785  (27,447 )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454,225  4,325  458,550
未分配開支       (55,891 ) –  (55,891 )
財務成本       (2,610 ) (250 ) (2,860 )
應佔下列公司盈虧：
 共同控制企業 (56,225 ) –  –  (56,225 ) 1,105  (55,120 )
 聯營公司 5,430  (237 ) –  5,193  –  5,193           

稅前溢利       304,460  17,965  322,425
稅項       (2,080 ) (1,714 ) (3,794 )           

年內溢利       302,380  16,251  318,631
           

二零零六年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89,787  �,63�  –  �9�,4�9  �9�,4�3  584,83�
 內部分類銷售 –  �40  (�40 ) –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6,�87  �,543  –  �7,730  �,���  �8,84�           

 總額 305,974  4,4�5  (�40 ) 3�0,�49  �93,5�4  603,673
           

分類業績 50,999  (3,939 ) –  47,060  ��,�48  58,308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498  65  �,563
未分配開支       (�6,740 ) –  (�6,740 )
財務成本       (8,�93 ) –  (8,�93 )
應佔下列公司盈虧：
 共同控制企業 �,�63  –  –  �,�63  (475 ) 688
 聯營公司 (96 ) (30� ) –  (398 ) –  (398 )           

稅前溢利       �4,�90  �0,838  35,��8
稅項       (4,757 ) (�,906 ) (6,663 )           

年內溢利       �9,533  8,93�  �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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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資訊科技業務  物業投資  總計  酒樓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七年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344,435  42,225  386,660  –  386,660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29,888  –  29,888  –  29,88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84,712  –  384,712  –  384,712
未分配資產     738,085  –  738,085         

總資產         1,539,345
         

分類負債 296,864  7,818  304,682  –  304,682
未分配負債         13,287         

總負債         317,969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分類資產 3,160  –  3,160  2,880  6,040
  未分配資產         1,155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690  –  2,690  –  2,690
 商譽減值* 58,412  –  58,412  –  58,412
 於損益表確認之可供出售
  投資減值 734  –  734  –  734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  (4,265 ) (4,265 ) –  (4,265 )
 資本開支：
  分類資產 3,211  –  3,211  638  3,849
  未分配資產         107
         

二零零六年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469,�7�  50,030  5�9,30�  93,837  6�3,�38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67,4�5  –  67,4�5  �05  67,5�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8  4,706  6,8�4  –  6,8�4
未分配資產     3�7,0�7  �0,8�0  337,837         

總資產         �,0�5,3�9
         

分類負債 ��6,307  7,8�6  ��4,��3  43,79�  �67,9�4
未分配負債         9�,365         

總負債         360,�79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分類資產 5,448  –  5,448  6,744  ��,�9�
  未分配資產         �,844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9  –  3,��9  –  3,��9
 於損益表確認之可供出售
  投資減值 8��  –  8��  –  8��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  (�,490 ) (�,490 ) –  (�,490 )
 資本開支：
  分類資產 6,880  –  6,880  �4,��7  ��,�07 
  未分配資產         804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已計入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損益表確認之商譽減值包括收
購附屬公司及一間共同控制企業產生之商譽減值分別為35,345,000港元及
�3,067,000港元，並分別計入綜合損益表之「其他開支，淨額」及「應佔共同控
制企業盈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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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地區分類

下表列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地區分類之
收入及若干資產及開支資料。

本集團

 香港   中國內地  新加坡  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七年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  385,820  60,278  27,329  21,219  7,550  –  502,196
 內部分類銷售 –  –  19,098  –  –  –  (19,098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177  20,099  4,265  4  –  248  –  24,793               

 總額 177  405,919  83,641  27,333  21,219  7,798  (19,098 ) 526,989
               

其他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 –  386,453  207  –  –  –  –  386,660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  29,888  –  –  –  –  –  29,88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384,712  –  –  –  –  –  384,712
 未分配資產               738,085               

 總資產               1,539,345
               

資本開支：
 分類資產 –  3,212  637  –  –  –  –  3,849
 未分配資產               107
               

二零零六年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63�  354,�59  �00,6�3  59,830  50,655  �8,934  –  584,83�
 內部分類銷售 �,�37  –  3�,4��  –  –  –  (33,659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7�  �6,568  4�6  �0  –  666  –  �8,84�               

 總額 3,039  370,7�7  �33,46�  59,850  50,655  �9,600  (33,659 ) 603,673
               

其他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 –  539,3�5  44,�48  ��,545  �5,087  �,933  –  6�3,�38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  67,�74  –  –  �46  –  –  67,5�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6,8�4  –  –  –  –  –  6,8�4
 未分配資產               337,837               

 總資產               �,0�5,3�9
               

 資本開支：
  分類資產 –  7,069  ��,633  43�  969  5  –  ��,�07
  未分配資產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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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視為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於年內確認之視為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乃因中國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中國信息科技」，前稱衝浪平台軟件國際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及五月分別發行
300,000,000股及468,000,000股新普通股，以及於二零零七年三月至四月期間若干購股
權持有人行使中國信息科技購股權以認購合共46,300,000股中國信息科技普通股，以致
本集團於中國信息科技之實際股權由55.05%攤薄至45.43%。

中國信息科技於二零零七年五月發行468,000,000股新普通股後不再為本集團之附屬公
司，而成為其聯營公司。

5.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於年內確認之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乃因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出售中國
信息科技��0,000,000股普通股份而產生。於完成此宗交易後，本集團於中國信息科技之
實際股權減少約4.7�%。

6. 視為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於年內確認之視為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乃因於二零零七年五月至九月期間
若干購股權持有人行使中國信息科技購股權以認購合共�7,000,000股中國信息科技普通
股，以及中國信息科技於二零零七年九月發行�,560,000,000股新普通股而產生。

7. 財務成本

本集團於本年度及去年之財務成本乃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之利
息。

8. 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稅前溢利（包括該等已終止經營業務應佔者）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按成本值列賬之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1,095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收益），淨額 (922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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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7.5%（二零零六年：
�7.5%）作出撥備。中國內地及海外業務之所得稅撥備乃按照當地之現有法例、詮釋及慣
例，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之適用稅率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之稅務規則及規例，本公司於中國內地之若干附屬公司、共同
控制企業及聯營公司可獲豁免及寬減所得稅。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香港
 年內開支 51  �7
本期－其他地區
 年內開支 3,844  6,37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88  (�7 )
遞延 (189 ) �79   

年內之稅項開支總額 3,794  6,663
   

應佔：
 於綜合損益表呈報之持續經營業務 2,080  4,757
 已終止經營業務 1,714  �,906   

 3,794  6,663
   

10. 已終止經營業務

根據本公司與第三方（「收購人」）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所訂立之股份轉讓協議（「該協
議」），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現金代價�5,300,000港元向收
購人出售其於北發阿一鮑魚集團有限公司（「北發阿一」）所持之全部5�%股本權益。

有關交易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日獲得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而出售股權交易已於二
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完成。本集團自此不再持有北發阿一之任何權益。

現金代價�5,300,000港元協定分兩期支付，各期款項分別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到
期。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中�7,987,000港元經已結付，而餘款7,3�3,000港
元將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到期結付。根據本公司與收購人簽訂之抵押及轉讓
契約，收購人將北發阿一�5.5%股本權益抵押及轉讓予本公司，作為其向本公司準時結
付代價餘額之抵押。

本集團之酒樓業務由北發阿一獨家經營，乃本集團之主要獨立業務分部，故本集團於出
售股權交易完成後終止經營酒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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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議特別末期股息

本年度之建議特別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8港仙（二零零六年：無）須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
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為作實。

12.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以本公司股東應佔年內溢
利為基準計算，並經調整以反映中國信息科技發行可換股債券之影響（假設兌換中國信
息科技所有未行使可換股債券，以及加權平均數普通股被假設為已因視作行使本公司所
有購股權以認購普通股而以無償方式發行）。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行使中國信息科技（在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未行使購股權對本
集團年內之每股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

由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行使本公司及中國信息科技未行使購股權
對本集團該年之每股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故本公司並無披露該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金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年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07,924  9,�4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9,556  �,836   

 317,480  ��,080

本集團於中國信息科技之權益遭攤薄所導致之
 本集團應佔中國信息科技溢利減少
 （假設中國信息科技發行之所有已發行
 可換股債券全數兌換） (3,658 ) –   

年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313,822  ��,080
   

應佔：
 持續經營業務 304,266  9,�44
 已終止經營業務 9,556  �,836   

 313,822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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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普通股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55,305,260  499,35�,0�3

   

購股權之攤薄影響－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993,599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1,298,859
 

1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各成員公司均有不同之信貸政策，視乎彼等之市場需要及所經營業務而定。若干
客戶可分三年攤還建造合約款項。為盡量減低所涉及之任何相關信貸風險，本集團會定
期編製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並會密切注視有關情況。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均為免
息。

於結算日，本集團根據到期付款日期在扣除減值後之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
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並無逾期或減值 16,555  7,756   

逾期但無減值：
 即期及三個月內 76,748  ��9,338
 四至六個月 5,181  �,346
 七至十二個月 6,976  �4,369
 超過一年 6,617  �6,3�6   

 95,522  �6�,369   

 112,077  �69,��5
列作流動資產部份 (95,522 ) (�6�,369 )   

非流動部份 16,555  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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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結算日，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按發票日期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85,867  74,99�
四至六個月 16,213  4,54�
七至十二個月 5,516  3,0�6
超過一年 8,002  �3,63�   

 215,598  96,�9�
   

15. 比較金額

由於年內出售本集團於北發阿一之權益，故本集團之酒樓業務經已終止。因此，綜合損
益表之若干比較金額經已重列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此外，若干比較金額亦已獲重新分
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

特別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截至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特別末期股息每股8港仙。特別末期股息須待股東
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特別末期股息將於或大概於二零零八年五
月二十八日（星期三）派發。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過去一年，本公司在資源整合和業務優化的流程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年內中國信息
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中國信息科技」）的資本運作為本公司提供了4.39億港元的特殊收
益，促使本集團的盈利颷升，全面退出酒樓業務及出售若干物業同時為本集團套現
7,��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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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

於業務回顧年內，配合北京市政府完成了公共交通票制票價改革、取締地面公交
和學生月票、實行一卡通持卡二╱四折優惠政策；完成了取消地鐵月票、地鐵五
號綫應用系統的順利開通和實現地鐵全網單一票價無障礙轉乘；開通了�50家出
租車輛公司，超過5萬輛的出租車輛已安裝；全面開通高速公路不停車收費系統；
建成國內首個駐車轉乘（P+R）停車場；在全市�6家公園年票實現電子化；路邊停
車咪表一卡通項目正在實施中；申請以一卡通作小額消費已逐步擴展到�0多個行
業、�3家集團和700多家店鋪。

目前，一卡通累計發卡量已超過了�,600萬張，學籍卡�40萬張，安裝讀卡機�0萬
台，設立遍布全市的售卡充值點800多個，每天平均消費交易逾�,�00萬宗。今年
陸續在市場上推出了聯名卡、紀念卡、個性化卡和異型卡，卡片的推出受到了用
戶的喜愛和追棒，個性化的設計理念亦充分迎合市場需求，市民反映良好。

由於一卡通公司尚未與北京市公交、地鐵等營運商就一卡通刷卡交易手續費等達
成協議，使得系統全面開通近兩年來沒有收到服務手續費收入，導致一卡通業務
產生過度性的虧損。

二、 北京北控電信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在軌道交通領域方面，北京市軌道交通網路管理服務中心工程自動售檢票清算管
理中心系統（ACC）項目已完成與各綫路的接入點測試；北京地鐵一、二號綫和八
通綫自動售檢票系統（AFC）改造工程已完成機房設備和車站閘機的安裝工作。北
京地鐵安全門供貨及安裝項目、環境和設備監控系統（BAS）項目進展良好，五號
綫安全門和BAS項目已經成功運營，十號綫一期安全門已開始試運行，四號綫安
全門尚在籌建階段，一號綫BAS項目預期在短期內完成車站的設備安裝調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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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交通領域方面，承接了奧體中心國家體育館智能化系統工程、北京市國資委
信息化建設、北京通州區教育信息網光纜工程、北京市朝陽區教育委員會教育安
防監控工程及設備採購、朝陽教委新建校園網工程、教委校園網新建防雷工程等
多個重點項目。

三、 中國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於九月份完成收購華源潤通集團，有效地擴大了公司的資產、業務和盈利規模，
借助互聯網和移動通訊方面的技術優勢，將主營業務擴展至政府機關的移動執
法，及面對政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資訊服務。北京工商移動執法系統為全國
政府工商部門信息化建設起到榜樣和示範作用，而中國信息科技開發和營運的
「名索網」便是面向廣大民眾的一種企業資訊的查詢服務。於業務回顧年內，華源
潤通集團為中國信息科技提供了4,�47萬港元的盈利貢獻。

展望

二零零八年，本公司將按照既定的戰略規劃，圍繞主營業務展開各項工作，大力拓展
市場，提升主營業務的盈利水平。

落實一卡通服務於城市公共交通行業的手續費收入是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度工作重點
之一。本公司將制定和實施一卡通一攬子方案，在加强一卡通公司的控股權的同時，
爭取儘早收回公司應得的在公交、地鐵、出租車等政府項目的一卡通服務手續費，促
進主營收入的實現。隨著北京市公交系統的逐步完善、地鐵網絡覆蓋的不斷擴展，將
大大提升一卡通的使用情况，扭轉目前公司虧損經營的局面。

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將以市民的需求為主導，拓展一卡通作為小額快速支付的渠道，
同時增加市民對一卡通的接受和依賴程度；通過本公司與中國信息科技組建的合資公
司，共同將一卡通的應用拓展到電子商務領域，以規模化、市場化、多領域的綜合運
營模式提升收益，充分發揮集團整合政府資源的能力，實現京城「一人一卡，一卡多
用」，成為真正的北京民生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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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軌道交通領域方面，北京市六條地鐵新綫路項目快將招標，將為本公司增添無限的
商機。本公司將繼續尋求與全球領先的集成系統開發商與供應商的緊密合作，使系統
建設與維護運營兩個業務形成良性循環，達至軌道交通項目的可持續性發展。

乘勝前進，再攀新高。本公司將通過資本運作、戰略重組、結構調整與業務整合，不
斷鞏固和提升公司的市場價值，實現公司持續及穩健的發展，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再以卓越的成績回饋社會，回報股東。

財務回顧

一、 經營業績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收入3.58億港
元，較二零零六年的�.9�億港元增長�3%；股東應佔溢利3.�7億港元，較二零零
六年的�,�00萬港元大幅增長�5倍；基本每股盈利0.48港元，董事會建議派發二零
零七年度特別末期股息每股8港仙。

�、 資本運作收益

中國信息科技（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底持有55.05%權益的附屬公司）於二零零
七年上半年兩次配售合共7.68億新股，因權益攤薄而變更為本集團的聯營公
司，本集團因而確認了0.69億港元的特殊收益。本集團緊接出售�.�億中國信
息科技舊股，淨套現�.3�億港元，獲利�.�9億港元。中國信息科技於二零零
七年九月完成以發行�5.6億新股及本金總額�億港元的可換股債券收購華源
潤通集團的全部權益，本集團最終持有中國信息科技30.4�%的權益，再次為
本集團提供�.5�億港元的特殊收益。

�、 商譽减值

鑒於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的商務協議尚未落實，一卡通的盈利模式存在一定
的風險，加上智能化系統工程、教育信息化項目的競爭激烈，本集團於二
零零七年內已為商譽减值共5,84�萬港元，更有效反映本集團資產的公允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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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完成以�,530萬港元出售持有北發阿一全部5�%股
權，正式全面退出酒樓業務，在財務回顧年內為本集團提供956萬港元的盈
利貢獻。

二、 財務狀况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按每股4.3港元配售5,000萬新普通股，淨集資金額�.09
億港元，作為本公司的一般營運資金用途。年內本集團員工因行使購股權而發行
合共3,950萬新普通股，二零零七年底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增加至68�,48�,�50股。

通過一系列的資本運作，本集團的總資產值由年初的�0.�5億港元增加至年底的
�5.39億港元，其中流動資產佔9.8億港元，總負債由年初的3.6億港元减少至年底
的3.�8億港元，淨資產值由年初的6.65億港元增加至年底的��.��億港元，其中公
司股東權益佔��.7�億港元，少數股東權益佔0.49億港元。

於結算日，本集團持有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7.�8億港元，較年初增加4.�6億港
元，並無銀行借貸；流動比率由年初的�.9倍增加至年底的3.08倍，總負債比率由
年初的35%降低至��%，財務狀况日益穩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主要
以人民幣計值，由於人民幣兌港元穩步上升，本集團在未來將附屬公司淨資產綜
合入賬時將會錄得匯兌收益。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度的資本開支為396萬港元。於結算日，本集團及本公司的
資本承擔分別為�.4億港元及�.76億港元，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三、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底聘用僱員總數約340名，二零零六年底經調整同比數字
為475名。員工福利總開支5,��0萬元（員工購股權除外），較去年4,709萬元增加
8.7%。管理層認為員工的薪酬水平具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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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
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
文（「守則條文」）。

(�) 守則條文第A.�.�條規定董事會成員須定期舉行會議，每年最少須舉行四次董事會
會議，約每季舉行一次，董事一般可親身出席或透過其他電子通訊方式積極參與
該等常規董事會會議。不過，本公司認為在適當時間舉行董事會會議商討新事項
會更為有效。

(�) 守則條文第A.4.�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獲委任指定年期，並須予重選。然而，本公
司之現任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委任年期。然而，所有非執行董事均須按照本公司
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

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有足夠之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遜於守則條文。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以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向所有
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的要求及操守準則。

審核委員會

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宦國蒼博士（委員會主席）、金立佐博
士及王建平博士。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審閱及監督本公司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
全年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五日（星期四）起至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二）止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於該段期間內概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領取建議特別末期股息及出席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
日（星期二）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最遲須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三）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及過戶表格交回本公司股份過
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8號金鐘匯中心�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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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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於聯交所網站刊載全年業績

本公司按上市規則規定載有所有相關資料之年報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適時寄發予股
東，並在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bdhk.com.hk)
刊載。

致謝

藉此機會，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全體員工及社會各界在過去一年來對本集團的支持表
示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鄂萌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鄂萌先生、張虹海先生、李抗英先
生、王勇先生、曹瑋先生和吳光發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金立佐博士、宦國蒼博士
和王建平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