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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市場（「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
解投資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
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容易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在創業板
買賣的證券亦不保證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聯交所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神通電信服務有限公
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
各主要方面均為準確完備，且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且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當中任何內容或本公佈有所
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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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神通電信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

財務表現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約港幣30,672,000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約港幣14,276,000元增加約115%。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額來自(i)提供電子智能卡「神通卡」
推廣及管理服務；(ii)經營電子競技平台及網絡遊戲；及(iii)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分銷電腦遊戲。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港幣194,505,000元，而截至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為港幣218,977,000元。

業務回顧
除不斷致力監察市場發展、於有需要時重組及精簡業務營運，以改善本集團目前財務狀況及提升業務表現外，董事會亦
一直積極尋求其他商機拓闊本集團的收益基礎。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本集團完成收購北京神通益家科技服務有限公司（「益家」）100%股本權益。董事會認為此項收購將有
助本集團在中國拓展增長迅速的電子智能卡服務業務。

為更清晰反映本集團的核心業務以及與神州通信集團有限公司（「神州通信」）及其集團的鞏固夥伴關係，同時為本公司建
立嶄新之公司定位及形象，本公司已自二零一零年五月起採納現有名稱神通電信服務有限公司。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就涉及出售神州奧美網絡有限公司（「神州奧美網絡」）75%股本權益之有條件非常重大
出售交易訂立出售協議。交易之詳情請參閱下文「重大出售」一節。

提供推廣及管理服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提供推廣及管理服務的收益約為港幣30,373,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自提供推廣及管理服務取得收益。

經營電子競技平台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經營電子競技平台的收益約為港幣285,000元，而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則約為港幣6,550,000元。收益減少乃由於年內中國之動漫及遊戲產業倒退所致。

於中國分銷及銷售電腦遊戲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於中國分銷及銷售電腦遊戲的收益約為港幣14,000元，而截至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為港幣99,000元。收益減少乃由於年內中國之動漫及遊戲產業倒退所致。

重大出售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港興（香港）有限公司（「港興」，作為賣方）與本公司主要股東神州
通信投資有限公司（「神州通信投資」，作為買方）訂立出售協議，據此，港興有條件同意出售而神州通信投資有條件
同意購買神州奧美網絡股本權益之75%，代價為港幣140,000,000元，由神州通信投資透過抵銷面值相等於代價港幣
140,000,000元之承兌票據（本金額為港幣238,690,000元，由本集團向神州通信投資發行）支付。神州奧美網絡主要從事
經營電子競技平台、網絡遊戲及於中國分銷電腦遊戲業務。出售已獲本公司之獨立股東在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日舉行之
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批准。出售詳情載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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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相
關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0,373 –
銷售成本 (47,556) –

    

毛損 (17,183) –

其他收入 3 93 3
銷售及分銷開支 (38,900) –
行政開支 (19,311) (13,674)
其他經營開支 (158,265) (136,862)

    

經營虧損 (233,566) (150,533)
融資成本 (10,186) (11,740)

    

稅前虧損 (243,752) (162,273)
所得稅抵免 4 50,483 –

    

持續經營業務年度虧損 (193,269) (162,273)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年度虧損 7 (1,648) (69,214)

    

年度虧損 5 (194,917) (231,487)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193,269) (162,273)
已終止業務虧損 (1,236) (56,7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 6 (194,505) (218,977)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 –
已終止業務虧損 (412) (12,510)

    

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度虧損 (412) (12,510)
    

(194,917) (231,487)
    

港仙 港仙
（重列）

每股虧損 9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基本 (16.28) (27.26)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16.18) (20.20)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度虧損 (194,917) (231,487)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的匯兌差額 2,854 111    

年度全面收入總額，除稅後 (192,063) (231,376)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91,443) (218,894)
非控股權益 (620) (12,482)    

(192,063) (23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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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2,667 2,372

無形資產 34,938 234,740    

37,605 237,112    

流動資產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130 4,981

銀行及現金結存 41,088 67,242    

42,218 72,223

分類為持作待售的出售組別資產 12,119 –    

54,337 72,223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941 36,829

應付一名主要股東款項 2,274 –

即期稅項負債 102 454    

3,317 37,283

與分類為持作待售的出售組別資產直接有關的負債 33,776 –    

37,093 37,283    

流動資產淨值 17,244 34,94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4,849 272,052    

非流動負債
應付一名主要股東款項 – 615

承兌票據 13 254,807 244,621

遞延稅項負債 8,735 58,685    

263,542 303,921    

負債淨額 (208,693) (31,86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1,947 11,947

儲備 (220,020) (43,8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08,073) (31,869)

非控股權益 (620) –    

權益總額 (208,693) (3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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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外幣

換算儲備
股份

付款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8,023 679,423 8,320 9,135 3,246 (888,900) (180,753) 12,482 (168,271)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83 – (218,977) (218,894) (12,482) (231,376)

發行新股份
－代價股份 1,360 165,920 – – – – 167,280 – 167,280

－認購股份 2,564 197,436 – – – – 200,000 – 200,000

購股權計劃
－股份付款 – – – – 498 – 498 – 498

－沒收已授出購股權 – – – – (1,914) 1,914 – – –          

年內權益變動 3,924 363,356 – 83 (1,416) (217,063) 148,884 (12,482) 136,402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1,947 1,042,779 8,320 9,218 1,830 (1,105,963) (31,869) – (31,869)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11,947 1,042,779 8,320 9,218 1,830 (1,105,963) (31,869) – (31,869)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3,062 – (194,505) (191,443) (620) (192,063)

購股權計劃
－股份付款 – – – – 15,239 – 15,239 – 15,239

－沒收已授出購股權 – – – – (1,781) 1,781 – – –          

年內權益變動 – – – 3,062 13,458 (192,724) (176,204) (620) (176,824)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1,947 1,042,779 8,320 12,280 15,288 (1,298,687) (208,073) (620) (20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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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a)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以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披露規定所規定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財務報表的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規定須使用若干主要假設及估計，亦規定董事須於應用會計政
策的過程中作出判斷。

(b) 持續經營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194,505,000元及經營
現金流出淨額約港幣13,269,000元，並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有負債淨額約港幣208,693,000

元。此等狀況顯示存在主要不確定因素，可能令本集團繼續持續經營的能力存在重大疑問。

儘管如此，董事已根據下列各項在編製本集團財務報表時已採納持續經營基準：

(a)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本公司主要股東神州通信投資同意延展承兌票據的到期日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最近期公佈的綜合財務報表，倘償還本金及應計利息將導致本集團的
流動資產淨值低於港幣50,000,000元，則主要股東授權本集團於隨後每個六月三十日進一步延展到
期日一年直至最後到期日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為止。

(b) 董事已獲神州通信（為神州通信投資的控股公司，並被視為本公司主要股東）確認，其將繼續為本集
團提供足夠資金以應付本集團現時或未來到期的財務承擔。

此等財務報表已根據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程度乃取決於神州通信及神州通信投資的財務資助是否足
以為本集團的營運資金需求撥支而定。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表為恰當做法。倘本集
團無法以持續經營基準經營，則須對財務報表作出調整，將本集團資產價值調整至其可收回金額，並就可
能產生的任何進一步負債作出撥備，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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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本集團有以下四個可呈報分類：

持續經營業務

推廣及管理服務 – 提供電子智能卡「神通卡」的推廣及管理服務

已終止業務

網絡遊戲業務 – 經營特許權網絡遊戲「突襲OL」

電子競技平台 – 為網絡電腦遊戲競賽經營電子平台（「電子競技平台」）

電腦遊戲分銷及特許權 – 銷售及分銷電腦遊戲

本集團可呈報分類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需要不同科技及市場營銷策略，故該等分
類分開管理。

經營分類的會計政策與財務報表所述者相同。分類溢利或虧損不包括融資成本、所得稅抵免及未分配公司開支。
分類資產包括所有非流動資產及流動資產（除公司資產外）。分類負債包括所有非流動負債（除即期稅項負債、遞延
稅項負債及公司負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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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呈報分類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推廣及
管理服務

網絡
遊戲業務

電子
競技平台

電腦遊戲
分銷及
特許權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30,373 – 285 14 30,672

分類（虧損）╱溢利 (204,778) – (1,662) 14 (206,426)

利息收入 15 – 90 – 10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68 – – – 68

折舊及攤銷 47,315 – – – 47,315

無形資產減值 158,265 – – – 158,265

所得稅抵免 50,483 – – – 50,483

分類非流動資產添置 2,162 – – – 2,162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41,099 – – – 41,099

分類負債 2,452 21,863 11,153 97 3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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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呈報分類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推廣及
管理服務

網絡
遊戲業務

電子
競技平台

電腦遊戲
分銷及
特許權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重列）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 7,627 6,550 99 14,276

分類虧損 (136,862) (23,929) (47,946) (616) (209,353)

利息收入 – – 44 – 44

折舊及攤銷 – 4,647 12,123 – 16,770

下列項目的減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 599 7,964 – 8,563

－無形資產 – 8,892 29,139 – 38,031

－商譽 136,862 – – – 136,862

應收帳款撥備 – 8,246 – – 8,246

存貨撥備 – 29 – 227 256

撥回應收帳款撥備 – 1,091 – – 1,091

所得稅抵免 – 3,316 2,709 – 6,025

非流動分類資產添置 373,853 – – – 373,853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239,951 – – – 239,951

分類負債 393 20,943 12,994 – 3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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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報分類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的對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營業額
呈報分類總營業額 30,672 14,276

撇除已終止業務 (299) (14,276)   

持續經營業務的綜合營業額 30,373 –   

損益
呈報分類虧損總值 (206,426) (209,353)

融資成本 (10,186) (11,740)

所得稅抵免 50,483 6,025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開支 (28,788) (16,419)

撇除已終止業務 1,648 69,214   

持續經營業務的年內綜合虧損 (193,269) (162,273)   

資產
呈報分類資產總值 41,099 239,951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資產 50,843 69,384   

綜合資產總值 91,942 309,335   

負債
呈報分類負債總值 35,565 34,330

即期稅項負債 102 454

遞延稅項負債 8,735 58,685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負債 256,233 247,735   

綜合負債總額 300,635 341,204   

地區資料
由於本集團的收益及非流動資產主要來自單一地區，即中國，故概無呈列按地區分類的分類資料獨立分析。

主要客戶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只有一名佔本集團銷售額10%以上之客戶。該名客戶屬於推廣及管
理服務分類，銷售額約港幣32,075,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單一客戶（終端用戶）佔本
集團銷售總額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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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68 –

利息收入 108 45

應收帳款撥備撥回 – 1,091

雜項收入 7 2
   

183 1,138   

代表：
持續經營業務 93 3

已終止業務（附註7） 90 1,135
   

183 1,138   

4. 所得稅抵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即期稅項 (643) –

遞延稅項 51,126 6,025   

50,483 6,025   

代表：
持續經營業務 50,483 –

已終止業務（附註7） – 6,025   

50,483 6,025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概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在中國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支出乃適用稅率25%（二零一零年：2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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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內虧損
本集團年內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達致：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總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無形資產攤銷
－計入銷售成本 36,464 – – 4,875 36,464 4,875

－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 9,778 – – 7,803 9,778 7,803

46,242 – – 12,678 46,242 12,678

折舊 1,193 375 – 4,955 1,193 5,33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收益）╱虧損 (68) 4 – – (68) 4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費用 2,438 1,172 248 1,644 2,686 2,816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 606 625 – – 606 625

－其他服務 480 355 – – 480 355

1,086 980 – – 1,086 980

已售存貨成本 – – – 225 – 225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15,239 498 – – 15,239 498

存貨撥備 – – – 256 – 256

其他經營開支
－應收帳款撥備 – – – 8,246 – 8,246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 – 10,351 – 10,351

－商譽減值 – 136,862 – – – 136,862

－無形資產減值 158,265 – – 38,031 158,265 38,031

158,265 136,862 – 56,628 158,265 193,49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11,102 6,380 625 2,491 11,727 8,87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04 68 116 242 620 310

11,606 6,448 741 2,733 12,347 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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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包括已於本公司財務報表內處理的虧損約港幣180,163,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141,282,000元）。

7. 已終止業務
根據本公司附屬公司港興（香港）有限公司（「港興」）與神州通信投資訂立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之協議（「出
售協議」），港興將出售其於一間附屬公司神州奧美網絡的75%權益，代價為港幣140,000,000元。於二零一一年一
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其中包括）出售協議及據其擬進行交易的決議案已於股
東特別大會以按股數投票表決方式獲獨立股東通過。

是項出售預期將於報告期間結算日後12個月內完成，而本集團已於年內終止經營其網絡遊戲、電子競技平台以及
電腦遊戲分銷及特許權的業務。

已計入綜合損益之已終止業務業績載列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營業額 299 14,276

銷售成本 (628) (17,931)
   

毛損 (329) (3,655)

其他收入 90 1,135

銷售及分銷開支 (396) (10,303)

行政開支 (1,013) (5,788)

其他經營開支 – (56,628)
   

稅前虧損 (1,648) (75,239)

所得稅抵免 – 6,025
   

已終止業務年內虧損 (1,648) (69,214)
   

年內已終止業務應佔現金流量淨額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803) 21,538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90 (3)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15) (11,628)
   

(2,328) 9,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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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年內概無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而自報告期間結算日以來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零年：港幣零元）。

9.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i)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約港幣194,505,000元（二零
一零年：港幣218,977,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194,697,017股（二零一零年：
803,361,858股）普通股計算。

(ii)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年內應佔虧損約港幣
193,269,000元（二零一零年（重列）：港幣162,273,000元）計算，而所用分母與上文所詳述者相同。

(iii) 已終止業務
來自已終止業務的每股基本虧損為每股港幣0.10仙（二零一零年（重列）：每股港幣7.06仙），乃根
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來自已終止業務的虧損約港幣1,236,000元（二零一零年（重列）：港幣
56,704,000元）計算，而所用分母與上文所詳述者相同。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未發行潛在普通股對該等年度的每股基本虧損具
反攤薄效應，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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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電腦設備 租賃物業裝修
設備、

傢具及裝置 汽車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成本值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51,623 944 1,288 1,072 54,927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2,056 – 195 – 2,251

添置 – – 47 – 47

出售 (37) – – – (37)

匯兌差額 441 – 11 9 461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54,083 944 1,541 1,081 57,649

添置 358 – 118 1,686 2,162

出售 – – – (843) (843)

轉撥至分類為持作待售的
出售組別 (54,045) – (1,258) (1,126) (56,429)

匯兌差額 2,244 – 58 65 2,367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640 944 459 863 4,906
      

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38,041 540 358 288 39,227

本年度計提 4,411 303 327 289 5,330

減值虧損 9,214 – 639 498 10,351

出售 (31) – – – (31)

匯兌差額 387 – 7 6 400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52,022 843 1,331 1,081 55,277

本年度計提 779 101 95 218 1,193

出售 – – – (68) (68)

轉撥至分類為持作待售的
出售組別 (54,045) – (1,258) (1,126) (56,429)

匯兌差額 2,166 – 52 48 2,266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922 944 220 153 2,239
      

帳面值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718 – 239 710 2,667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2,061 101 210 – 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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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帳款 – 20,686

減：呆帳撥備 – (20,686)
    

應收帳款淨額 (a) – –

應收一名主要股東款項 – 1,420

應收一名董事款項 – 251

其他應收款項 295 2,293

預付款項及按金 835 1,017
    

1,130 4,981
    

(a) 應收帳款淨額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貿易期限主要以信貸方式進行。信貸期一般介於60至180日。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
本集團致力對其未收回的應收款項保持嚴格控制。管理層定期審閱逾期餘款。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就估計不可收回應收帳款作出任何撥備（二零一零年：港幣
20,686,000元）。

12.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帳款 (a) – 12,998

預收一間關連公司北京龍騰興達導航定位技術有限公司及
一名主要股東神州通信的款項 – 13,06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付費用 941 10,765
    

941 36,829
    

(a) 應付帳款
以收取貨品或提供服務之日為基準的應付帳款的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1至180日 – 129

181至365日 – 3,394

1年以上 – 9,475
   

– 12,998
   

應付貿易帳款乃以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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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兌票據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金額為港幣238,69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238,690,000元）的承兌票據由神州
通信投資持有。

承兌票據原先為無抵押、按年息2厘計息，並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到期。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神州通信投
資同意修改承兌票據的年期，將到期日改為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新到期日」）。此外，於新到期日前，倘本集團
最近期刊發的財務資料顯示償還本金及累計利息會使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減至港幣50,000,000元以下，則本集
團有權將到期日延遲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延遲到期日」）（「延遲到期日權利」）。該延遲到期日權利可於延遲
到期日以後每年六月三十日前行使，直至最終到期日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為止。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神州通信投資協定將到期日由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延遲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神州通信投資協定將到期日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延遲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承兌票據的帳面值以港幣計值，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實際利率為2.09厘（二零一零年：3.05厘）。

14.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幣千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的普通股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的普通股 1,194,697,017 1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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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概要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獨立核數師報告包含經修改之核數師意見：

本核數師儘管沒有作出保留意見，惟務請垂注財務報表附註2，當中提及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產生 貴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194,505,000元及經營現金流出約港幣13,269,000元，及於該日， 貴集團有負債淨
額約港幣208,693,000元。該等狀況顯示存在主要不確定因素，可致　貴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能力嚴重存疑。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收益及盈利能力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約港幣30,672,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4,276,000元），較二
零零九╱一零年增加約115%。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額其中約99.02%、0.93%、0%及0.05%（二零
一零年：0%、45.88%、53.43%及0.69%）乃來自提供電子智能卡「神通卡」推廣及管理服務、經營電子競技平台及網絡遊
戲以及於中國分銷電腦遊戲。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損約為港幣17,512,000元，而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錄
得約港幣3,655,000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銷售及分銷、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約為港幣217,885,000元，而截至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為港幣223,255,000元。開支減少乃主要由於年內減值費用減少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為港幣194,505,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為港幣218,977,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面值約港幣238,700,000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38,700,000

元）、且具貼現值約港幣254,800,000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44,600,000元）的未兌現承兌票據。該承兌票
據原先為無抵押、按年息2厘計息，並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到期。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神州通信投資同意修改承
兌票據之年期，令有關到期日更改為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新到期日」）。此外，於新到期日前，倘本集團最近期公佈之
財務資料顯示償還本金及累計利息會使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減至港幣50,000,000元以下，則本集團有權將到期日延遲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延遲到期日」）（「到期延遲權利」）。該到期延遲權利可於延遲到期日以後每年六月三十日前行
使，直至最終到期日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除承兌票據外，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已承擔
借貸融資（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零元）。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約為港幣17,244,000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34,940,000元）。本集團的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港幣41,088,000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67,242,000元）、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約港幣1,130,000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4,981,000元）及歸類
為持作待售之出售集團資產約港幣12,119,000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零元）。本集團的流動負債包括應
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約港幣941,000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36,829,000元）、應付主要股東款項約港幣
2,274,000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零元）、即期稅項負債約港幣102,000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
幣454,000元）及與歸類為持作待售之出售集團資產直接關聯之負債約港幣33,776,000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
幣零元）。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比率（即負債總額相對資產總值的比率）為3.27，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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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時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撥付其營運及投資活動所需資金。

資本結構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資本結構並無任何變動。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

員工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95名僱員（二零一零年：95名）。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員工
成本約為港幣12,347,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9,181,000元）。本集團之酬金、花紅及購股權計劃政策乃根據個別僱員表
現及經驗釐定。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收購資本資產的計劃。然而，本集團不斷物色有關商機，以提
升股東價值。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收入及開支主要以港幣及人民幣為單位，而本集團的資產與負債則主要以港幣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預期不會
面對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買賣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無在創業板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股份。

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載列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常規守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推行，當中載列良好企業管治原
則，而本公司須遵守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本公司相信，良好及有效的企業管治可對本集團之成就帶來重大貢獻，並可
提升本集團及其股東之價值。因此，董事會致力維持及確保本集團內之企業管治水平，確保以妥善及盡責之方式監管商
業活動及決策過程。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採納符合及遵從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之慣例。

分配
董事不建議就本年度派付任何股息。

審核委員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審核委員會曾舉行四次會議，會上審核委員會各成員已審閱本集團之內部監控制
度及下列報告，且感到滿意：

－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 二零一零╱一一年第一季及第三季之季度報告；
－ 二零一零╱一一年首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及
－ 回顧與本集團之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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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認為，本公司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創業板上市規
則，並已作出充份之披露。

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初步公佈之數字已由本集團核數師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同意為截至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款額。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之工作並
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準則之保證委聘，因此中瑞岳華
（香港）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對本公佈作出保證。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正假座香港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招商局
大廈21樓2115-2116室舉行。本公司將向本公司股東寄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承董事會命
神通電信服務有限公司

主席
何晨光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何晨光先生、肖海平先生、張鵬先生及鮑躍慶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棣謙先生、曹慧芳
女士及劉虹女士。

本公佈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及本集團網站www.ccpi.com.hk之
網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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