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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T GROUP LIMITED
財華社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8317）

年度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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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的特點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本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
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
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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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據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財華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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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
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
所信：(i)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ii)並無
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iii)本公佈內表達之一
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始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2

業績摘要

‧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33,088,000港
元，較上個年度的35,829,000港元減少約8%。

‧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經審核綜合
虧損約為62,309,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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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財華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連同
二零零八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33,088 35,829

銷售成本 (10,140) (10,031)

毛利 22,948 25,798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37,443 33,284

開發成本 (6,375) (5,058)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4,493) (6,143)

一般及行政開支 (45,118) (38,395)

其他經營開支 (66,722) (5,231)

融資成本 6 (332) (817)

應佔聯營公司的虧損 (5) (153)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7 (62,654) 3,285

所得稅開支 8 (88) –

年度（虧損）╱溢利 (62,742) 3,285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2,309) 5,519

少數股東權益 (433) (2,234)

(62,742) 3,28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溢利的每股（虧損）╱盈利 10
－基本（港仙） (10.40) 0.98

－攤薄（港仙） (10.40)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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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168 10,374

投資物業 14,000 17,155

發展中物業 – 8,524

無形資產 27,006 70,339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 80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580 1,098

53,754 107,570

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的金融資產 – 3,056

應收賬款 11 1,661 3,88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751 7,00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444 7,556

13,856 21,500

總資產 67,610 129,07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2,033 1,95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540 5,196

遞延收入 4,471 4,534

應付融資租賃－一年內償還 533 –

銀行借款－一年內償還 234 174

10,811 11,859

流動資產淨值 3,045 9,64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6,799 11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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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應付融資租賃－一年後償還 711 –

銀行借款－一年後償還 2,998 3,278

3,709 3,278

資產淨值 53,090 113,93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5,993 5,978

儲備 35,099 95,63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41,092 101,608

少數股東權益 11,998 12,325

總權益 53,090 11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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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儲備
    僱員  物業 投資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補償儲備 匯兌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儲備總計 股東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5,279 98,286 4,870 4,390 141 6,747 500 (65,071) 49,863 95 55,237

公平值收益：
－樓宇 – – – – – 3,242 – – 3,242 – 3,242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 – – – – – (1,067) – (1,067) – (1,067)
貨幣換算差額 – – – – 1,702 – – – 1,702 135 1,837

直接於股本權益確認的收入
 及開支淨額 – – – – 1,702 3,242 (1,067) – 3,877 135 4,012
本年度溢利╱（虧損） – – – – – – – 5,519 5,519 (2,234) 3,285

本年度已確認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 1,702 3,242 (1,067) 5,519 9,396 (2,099) 7,297

於購股權獲行使時發行股份 238 3,509 – – – – – – 3,509 – 3,747
發行股份 461 30,874 – – – – – – 30,874 – 31,335
股份發行開支 – (359) – – – – – – (359) – (359)
以股份支付的僱員補償 – – – 2,347 – – – – 2,347 – 2,347
行使購股權 – 1,859 – (1,859) – – – – – – –
已歸屬的購股權失效 – – – (203) – – – 203 – – –
出售於附屬公司的權益 – – – – – – – – – 14,329 14,329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5,978 134,169 4,870 4,675 1,843 9,989 (567) (59,349) 95,630 12,325 113,933

公平值虧損：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 – – – – – (497) – (497) – (497)
貨幣換算差額 – – – – 796 – – – 796 240 1,036

直接於股本權益確認的
收入及開支淨額 – – – – 796 – (497) – 299 240 539

於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時
轉撥至損益 – – – – – – 145 – 145 – 145

本年度虧損 – – – – – – – (62,309) (62,309) (433) (62,742)

本年度已確認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 796 – (352) (62,309) (61,865) (193) (62,058)

於購股權獲行使時發行股份 15 213 – – – – – – 213 – 228
以股份支付的僱員補償 – – – 1,366 – – – – 1,366 – 1,366
行使購股權 – 54 – (54) – – – – – – –
已歸屬的購股權失效 – – – (4,239) – – – 4,239 – – –
出售於附屬公司的權益 – – – – (245) – – – (245) (134) (379)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結餘 5,993 134,436 4,870 1,748 2,394 9,989 (919) (117,419) 35,099 11,998 5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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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
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而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則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181號新紀元廣場低座5樓505-506室。

本公司的股份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七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
業板」）上市。

2.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
表包括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的適當披露。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並經就重估投資物業及樓宇、可供出售的金融
資產，以及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的金融資產作出修訂，並按公平值列值。

3. 收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已提供服務的總發票值。年內已確認的收益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提供財經資訊服務的服務收入 29,952 33,503

廣告收入 1,306 1,483

網絡遊戲收入 1,830 843

33,088 35,829

4. 分部資料

(a) 主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部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分為兩個主要業務分部：

(i) 財經資訊服務業務 –  在大中華地區開發、製作及提供財經資訊服務及
技術解決方案予企業客戶及散戶投資者。

(ii) 網絡遊戲業務 –  在中國大陸開發及經營網絡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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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分部業績如下：

財經資訊 網絡
服務業務 遊戲業務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1,258 1,830 33,088

分部業績 (16,217) (46,100) (62,317)
融資成本  (332)
應佔聯營公司的虧損  (5)

 

除所得稅前虧損  (62,654)
所得稅開支  (88)

年度虧損  (62,742)

包括在綜合收益表內的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商譽減值費用 – 43,203 43,203
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減值虧損 – 20,193 20,193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 3,155 – 3,155
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之
 權益虧損回收 145 – 145
無形資產攤銷 – 22 22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2,498 1,392 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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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分部業績如下：

 財經資訊 網絡
 服務業務 遊戲業務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4,986 843 35,829

分部業績 (1,691) 5,946 4,255

融資成本   (817)

應佔聯營公司的虧損   (153)
 

除所得稅前溢利   3,285

所得稅開支   –

年度溢利   3,285

包括在綜合收益表內的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商譽減值費用 – 3,600 3,600

就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的金融資產
 估值產生的公平值虧損淨額 487 – 487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 55 55

無形資產攤銷 – 33 33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2,215 614 2,829

分部資產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發展中物業、無形資產、可供出售的金
融資產、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的金融資產、應收賬款、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
款項，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分部負債包括經營負債。未分配負債包括稅項及借款等項目。

資本開支包括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發展中物業及無形資產，包括因透過企業合併
進行收購而出現的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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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產及負債，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資本開支如下：

 財經資訊  網絡
 服務業務 遊戲業務 未分配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31,511 36,099 – 67,610

負債 8,338 1,706 4,476 14,520

資本開支 4,052 4,650 – 8,702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產及負債，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資本開支如下：

 財經資訊  網絡
 服務業務 遊戲業務 未分配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40,725 88,265 – 128,990

聯營公司 – – 80 80
    

總資產 40,725 88,265 80 129,070
    

負債 8,106 3,579 3,452 15,137

資本開支 2,850 87,417 – 90,267

(b) 次要報告形式：地區分部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業務。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香港 24,076 31,530

中國 9,012 4,299

33,088 35,829

收益乃根據客戶所在國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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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
香港 12,431 16,458

中國 54,599 109,428

其他國家 580 3,104

67,610 128,990

聯營公司 – 80

67,610 129,070

總資產乃根據資產所在地分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香港 2,243 1,934

中國 6,459 88,333

8,702 90,267

資本開支乃根據資產所在地分配。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 – 1,943

出售於附屬公司的權益的收益 34,212 26,97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58 –

來自投資物業的總租金收入 1,063 91

就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的金融資產估值
產生的淨公平值增加 161 –

佣金收入 – 1

來自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24 635

雜項收入 1,825 3,644

37,443 3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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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的利息支出：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 591

－無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139 226

其他貸款的利息支出：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136 –

融資租賃利息 57 –

332 817

7. 除所得稅前 （虧損） ╱溢利

除所得稅前 （虧損） ╱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租賃物業的經營租賃付款額 5,760 2,141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 55

無形資產攤銷（包括在一般及行政開支） 22 33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3,890 2,829

開發成本 6,375 5,05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255

核數師酬金－本年度準備 320 320

     －去年少計提 160 –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244 (418)

8. 所得稅

本年度香港利得稅按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估計應評稅利潤按稅率16.5%（二零零八年：
17.5%）計算。於本年度內，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應評稅利潤，因
此並無在財務報表內計提香港利得稅準備（二零零八年：無）。海外溢利之稅項按年度估計
應評稅利潤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的現行稅率計算。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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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 （虧損）╱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 （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虧損62,30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溢利5,519,000港元）除以於本年度內的已發
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99,347,315股（二零零八年：562,948,142股）計算。

(b) 攤薄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時，會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當中假設轉換所有
攤薄性潛在普通股。本公司有一類攤薄性潛在普通股：購股權。本公司會就購股權進
行計算，以釐定根據已授予購股權所附帶之認購權的貨幣價值，可按公平值（按本公
司股份的平均全年市場股份價格釐定）獲得的股份數目。按上文計算的股份數目會與
假設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的股份數目進行比較。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虧損） ╱溢利（以千港元計） (62,309) 5,51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99,347 562,948

調整：購股權（千股） – 40,708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計算中所用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99,347 603,656

每股攤薄 （虧損）╱盈利（每股港仙） (10.40) 0.91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於截至二零
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權會獲行使，因其行使會導致每股
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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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

本集團授予其客戶的信貸期介乎10日至90日。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按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186 1,921

31至60日 194 648

61至90日 109 873

超過90日 172 446

1,661 3,888

12. 應付賬款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按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110 671

31至60日 562 131

61至90日 101 –

超過90日 260 1,153

2,033 1,955

13. 股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每股面值0.01港元普通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於年初及年終 1,000,000,000 10,000 1,000,000,000 1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年初 597,850,000 5,978 527,955,000 5,279

於購股權獲行使時發行股份
（附註(a)） 1,520,000 15 23,815,000 238

發行股份（附註(b)） – – 46,080,000 461

於年終 599,370,000 5,993 597,850,000 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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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購股權持有人行使購股權，以認購合共1,520,000

股（二零零八年：23,815,000股）本公司股份，並支付認購款項約228,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3,747,000港元），其中約15,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38,000港元）已記入股本貸方，
而餘額約213,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509,000港元）則已記入股份溢價賬貸方。

(b)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的認購協議，於配售46,080,000股現有股份（「配售
事項」）的配售協議完成後，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0.68

港元向認購人發行及配發合共46,080,000股新股份（「認購股份」）（「認購事項」）。本公
司透過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籌集得所得款項淨額約31,000,000港元，而有關資金已用
作本集團媒體網絡的一般營運資金及未來收購用途。認購股份乃根據在本公司於二零
零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股東決議案授予本公司董事以配發、
發行及處理股份的一般授權而發行。

14. 或然負債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家公司及一名個人針對本集團提出三項永久
形式誹謗訴訟，訴訟乃有關在本集團網站內發布的若干文章載有指稱有關原告人且誹謗其
名譽的言詞。於結算日，本公司的董事相信，本集團對有關申索具有有效抗辯，因此董事相
信，該等申索將不會對本集團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因此，本集團並無在財務報表內就
此計提準備。

15.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本公司宣布，本公司董事會建議透過進行公開發售籌集不少於約
15,000,000港元及不多於約15,200,000港元（未扣除開支前），公開發售基準為於記錄日期每
持有兩股現有股份獲發一股發售股份，並發行紅利認股權證，基準為在公開發售下每發行
及配發十股發售股份發行三份紅利認股權證。本公司董事會亦建議透過增設1,000,000,000股
股份，將本公司法定股本自1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
增加至20,000,000港元（分為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截至財務報表批准
日期為止，建議交易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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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上個財政年度，本集團繼續發展兩個核心業務，包括在大中華地區為機構及個
人投資者提供綜合財經資訊解決方案以及中國大陸網遊業務。

財經資訊業務

在財經資訊業務方面，全球金融危機的加劇為本集團的財經資訊業務帶來負面影
響。在這其間，中港兩地金融市場動盪不安，資產價格劇跌且成交量也減少。 這
導致了機構和個人均減緩了對財經資訊產品的需求，同時，也減少了為加強財經
資訊系統而需要的開支。

鑒於此，本集團通過減少開支和提升經營的效率來應對惡劣的經營環境。本集團
亦根據行業發展的最新情況重新調整經營策略，並計畫開始一些新的業務嘗試包
括增值服務以增加集團的業務範疇和財政收入，從而最終能夠提升股東價值。

儘管市場和經營環境相對惡劣，本集團仍然致力於加強我們的產品功能並多方面
提升銷售業績以實現我們的中國增長戰略。比如，我們實現了下述幾項里程碑：

1. 於2008年6月23日正式推出專門為大陸投資者而設的證券資訊網站，www.

caihuanet.com，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裏，每日訪問量已超過了一百萬。 通過
不斷的加強內容和市場宣傳，我們的兩個網站的訪問量都呈現了持續性的增
長，逐漸成為投資者瞭解香港和中國金融市場的重要門戶。隨著和谷歌的合
作，網站的廣告收入有顯著的增長。

2. 經網上和網下廣泛分銷的本集團旗艦產品，財華終端2008正式推出。產品功
能也不斷在提升以滿足用戶的需求。

3. 經過不懈的努力，我們完成了多項財華資訊科技解決方案項目。這些項目不
但獲得了收入也贏得了讚譽。 同時，通過這些項目的執行，我們建立了一支
優秀的專案執行團隊，為今後國際金融機構的資訊科技解決方案的完成打下
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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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遊戲業務

根據中國互聯網中心及IDC數據分別顯示，中國市場至2008年底，網民人數高到
接近三億，網遊玩家人數多達五千萬，加上另外一家中國網絡遊戲公司，暢遊公
司，今年年初在金融市場低迷的情況下仍然成功在Nasdaq上市並集資超過1.2億美
元。在這樣一個有潛力的市場，本集團將致力投入及培育其內地的網絡遊戲業務，
以獲取中國互聯網領域內的龐大商機，而往往只有一些能堅定不移、擁有獨特競
爭力的企業方能分享得到這些可觀的商機。

戰略重組

本集團透過收購杭州天暢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天暢”）進入蓬勃的網絡遊戲市場。
本集團隨後繼續進行其網遊戰略的下一個佈署，即把天暢的所有與網絡遊戲有關
的資產轉移至龍游天下，並將杭州原址改為龍游天下的杭州研發中心。於本財政
年度的下半年，龍游天下與上海新增一個研發中心，並從國內及海外引進研發人
才。考慮到杭州與上海兩地的人力資源及成本，管理層決定以上海為運營總部，
滬杭各設一個研發中心（前者以研發新大型多人角色扮演遊戲為主；後者以繼續
天暢的大型多人角色扮演遊戲及開拓網頁遊戲為主）的全新格局更能善用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本集團與多名內地買家達成協議，出售龍游天下集
團當時的全資子公司天暢的全面股權，作價2000萬元人民幣。在協定簽署時，天
暢的主要資產為杭州余杭區的一塊12,399平米的土地。這次交易使龍游天下更能
集中資源發展其網遊業務，並且能儲備更多現金作日後發展用途。

遊戲運營

在本財政年度的頭三季，龍游天下的運營團隊致力於把被收購的天暢遊戲之一「征
戰」推出市場，從零八年五月的技術測試、六月的封測、八月的預充值至到十二
月的公開測試及全面收費。

在這個過程中，龍游天下完成了搭建整個運營平臺的措施，包括全面的支付平臺，
例如全國的網上銀行支付系統、神州行支付系統、支付寶支付系統及騰訊的財付
通支付系統以及覆蓋全國的點卡分銷渠道。同時，龍游天下與全國各地的分區運
營商建立起緊密的合作網絡。尤其重要的是，龍游天下成功向紅心辣椒娛樂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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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出售「征戰」在臺灣、香港及澳門的運營代理權，為龍游天下開拓海外市
場邁出重要的一步。龍游天下的運營平臺將為今後運營多遊戲提供重要而且經濟
的資源。

另外，龍游天下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在業界盛事China Joy 隆重登場，成功在建立品
牌知名度。

遊戲研發

具有研發優勢的內地網遊公司在去年繼續成為行業焦點，其中一家在本年初成功
上市。成立伊始，龍游天下一直朝著以提升研發水平為優勢的方向發展。為了增
進我們的核心競爭力，管理層決定採用多款引擎的策略，因為只有擁有不同的引
擎技術才能夠使得產品獲得真正的多元化。為執行本策略，在上海新設的研發中
心聘用了一支掌握全球最新3D引擎技術之一的專家團隊，致力提升龍游天下的引
擎技術至國際水平。

網頁遊戲近年來已經躍升為在線娛樂的一個新趨勢。與大型多人在線角色扮演遊
戲相比，網頁遊戲的開發成本更為廉宜、研發時間較短，而玩家也不需要下載客
戶端。管理層認為公司推出網頁遊戲能有效增加玩家的黏著度，從而開拓玩家基
礎。為了與市場日益同質化的網頁遊戲分野，在杭州研發中心的新網頁遊戲團隊
將採用最前沿的網上技術來開發出一款能夠在網絡瀏覽器上直接感受角色扮演遊
戲特色的網遊遊戲。該遊戲計劃於下個財政年度推出。

杭州研發中心自二零零八年五月開始一直致力於推出「征戰」的各個版本的內容。
為更好地分配公司內部的資源，使得龍游天下的技術更加多元化，管理層決定精
簡從天暢收購的產品並集中維持「征戰」以及推出更多語言的版本以配合海外市場
的拓展。

未來展望

伴隨著世界性金融危機的蔓延而帶來的市場混亂，中國的經濟增長亦開始減速。
然而，隨著一系列強大的中央貨幣和財政政策的雙重刺激，全球經濟將在2009和
2010年開始復蘇，信貸的增加將幫助整體經濟重獲新生。因此，本集團將會致力
投資於中國金融服務市場，並矢志於未來三至五年在中國金融服務業取得重要地
位。我們已認定金融服務業及網絡遊戲，兩個前景最佳，且其成功的商業模式亦
使得用戶基礎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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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兩年實行中國增長策略後，本集團已經進入了擁有龐大的投資者基礎的中
國市場，並借助於中國資本市場的未來以高速發展，如近期CEPA「內地與香港更
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中的關於金融服務業方面的新安排，以及中港之間證券市場
的融合所帶來的商機等。我們將致力透過提升產品功能和服務內容等，為中國金
融機構提供更多綜合財經資訊解決方案，以滿足他們日趨增加的需求，從而協助
他們進行跨境投資活動。與此同時，我們也正在擴展產品和服務系列，為我們的
核心客戶提供更多，更豐富的一站式金融解決方案，以期滿足他們在整個金融價
值鏈上的不同需求，並共用他們未來的成長。我們充滿信心，相信假以時日，我
們能夠在如此變革的浪潮中取得可觀的市場份額。

我們也相信在新證券資訊網站推出後，將會大大提升旗下的網上財經媒體及發佈
業務，從而贏得中國以龐大的個人投資者為基礎的商機。據不完全統計，於二零
零八年年底，中國個人投資者估計超過2.0億，且仍在增長中。我們將會透過在二
零零九年進行富有創意的市場推廣活動來提高新網站的受歡迎程度，以及透過網
上廣告、網上推銷金融產品及分析報告，以及為香港及中國大陸上市公司提供投
資者關係服務等各方面的銷售活動，從而發展此項業務。

中國的網遊市場每年都見證了一些新的獲得極大成功的巨人，他們有些來自於行
業的領導者，有些則來自於進取的後起之秀。通過致力打造堅實的基礎，龍游天
下將會憑藉其先進的研發和市場能力，以及多元化的引擎技術而成功。在下個財
務年度，我們將會採取以下策略，以實現我們的網絡遊戲業務下述發展計劃：

－ 技術革新：將有更多的掌握引擎和客服端技術的人才加入我們的網絡遊戲業
務團隊，以增強我們在服務器端和客户端的表現，並將為最新的引擎版本註
冊專利；

－ 新自主開發的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在新引擎的基礎上，上海研發中心將
開發一款新的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將具有次世代的畫面效果；

－ 新的網頁遊戲：杭州研發中心將在下個財務年度至少開發並推出一款以上的
網路遊戲；及

－ 遊戲合作開發：為了讓產品更加多元化，我們的中國網絡遊戲業務將採取開
放的策略，尋求和一流的遊戲開發者合作研發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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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其他公司一樣，財華社在過去的一年裏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基於我們過去的
不懈努力和所建立的牢固基礎，我們將繼續致力於建設一個成功的中國金融服務
和互聯網公司。同時，不斷加入管理層的優秀人才將使公司的發展策略得以更完
善和有效的執行並最終實現我們的目標。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額約為33,088,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35,829,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減少約8%。此淨降幅主要歸因於：(1)網
絡遊戲業務增加約987,000港元；及(2)財經資訊服務及廣告服務總減少約3,728,000

港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經營收入約為37,443,000港元（二
零零八年：33,284,000港元），主要包括於本年度內出售於附屬公司的權益的收益。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銷售成本約為10,140,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10,031,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增加約1%。銷售成本增加乃主要由於
就提供相關服務而應付之資訊供應商的成本增加。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銷售開支減少至約4,493,000港元，
相比二零零八年則約為6,143,000港元。該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經營網絡遊戲業
務所產生之市場推廣及宣傳開支減少。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開發成本為約6,375,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5,058,000港元），其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約181,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122,000港元），以及僱員福利開支約5,50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4,318,000

港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約6,723,000港
元至約為45,118,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8,395,000港元），其主要包括僱員成本（包
括董事酬金）約23,75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1,683,000港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經營開支約為66,722,000港元（二
零零八年：5,231,000港元），其主要包括商譽減值費用約43,203,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3,600,000港元）及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減值虧損約20,193,000（二零零八年：
無）。該減值費用為集團有關於網絡遊戲分別為商譽減值及網絡遊戲之開發成本
資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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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融資成本約為332,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817,000港元），主要為就購置中國投資物業及電腦設備的融資租賃而借取
銀行貸款的利息支出。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為先前年度繳納香港利得稅約
2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無）。本公司於中國投資物業之淨租金收入繳納中國所
得稅約6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無）。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少數股東權益之應佔虧損為約433,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2,234,000港元）。本年度少數股東權益之應佔虧損指少數股東權益
應佔之本集團網上遊戲業務分部之虧損。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
為62,30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5,519,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資產減少約61,460,000港元至約
67,61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終結時的約129,070,000港元減少約48%。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負債減少約617,000港元至約14,520,000

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終結時的約15,137,000港元減少約4%。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權益減少約60,483,000港元至約
53,09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終結時的約113,933,000港元減少約53%。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8%（二零零八年：3%），
此乃根據借款總額約4,47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452,000港元）以及本公司總權
益約53,09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13,933,000港元）計算。

所持重大投資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約580,000港元（二
零零八年：1,09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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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出售於本公司附屬公司杭州
天暢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天暢」）中之100%股本權益，有關現金代價為人民幣
20,000,000元（等值於約22,800,000港元）。在出售天暢之全部股本權益之時，天暢
之唯一資產乃其於發展中物業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並無其他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賬面值分別合共14,000,000港元及1,36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17,155,000港元及零港元）的投資物業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
作為本集團獲授借貸融資的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持有以人民幣列值的投資物業，及以日圓列值的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由
於資產價值可因匯率變動而波動，故本集團須承受外幣風險。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及國內共有242名（二零零八年：268名）
全職僱員。

年內，本集團的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9,25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26,001,000港元），其中約23,75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1,683,000港元）已經包括
在一般及行政開支內，而約5,50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4,318,000港元）已經包括
在開發成本內。

審核委員會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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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
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規定，惟以下偏離
事項除外：

(1)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

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責乃由同一人（即余剛博士）履行。余剛博士在擔任本公司主
席的同時，亦負責領導董事會及監控董事會的議程和運作。此外，彼亦負責本公
司的營運及執行董事會所採納的決策。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影響董事會及本公
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與職權間的平衡。而由於董事會各成員均為資深及專業人士，
故董事會的運作可有效確保權力與職權間的平衡。鑒於本公司現時的營運規模，
董事會認為將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集中由同一人履行，有利本公司可迅速執行
商業決策及提升營運效能。然而，董事會將會不時檢討現有架構。

(2) 守則條文A.4.2規定，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的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的
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

新委任之執行董事林芃先生應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之特別股東大會（「特別股東
大會」）接受股東選舉，即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然而，並沒有該選舉被提議，
是由於林先生只於寄發特別股東大會通告予股東之後才被委任。林先生將於本公
司的應屆股東大會上告退，並符合資格膺選連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余剛

香港，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余剛博士及林芃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
家禮博士、吳德龍先生及魏如志先生。

本公佈將由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七天在創業板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
網站www.finet.hk網頁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