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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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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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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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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所載資料包括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提供有
關本公司的資料。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對本報告所載
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
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1)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
屬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成份；(2)本報告亦無遺漏其他事項
致使本報告所載聲明有所誤導；及(3)所有在本報告表達的意見
乃經過深思熟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及合理之基準及假設為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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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44,440 39,757 139,003 114,893
銷售成本 (26,103) (28,969) (88,173) (79,598)

毛利 18,337 10,788 50,830 35,295
其他收入 561 646 4,677 2,474
銷售及分銷成本 (5,797) (3,412) (18,233) (11,170)
行政支出 (21,072) (8,501) (58,303) (38,308)
出售一家由共同控制實體
 擁有之附屬公司所得收益 – – 1,163 –
出售一家聯營公司之虧損 – – (7) –
被視為出售一家共同控制
 實體擁有之附屬公司
 產生之虧損 – – – (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 (59) 124 (42)

經營業務虧損 (7,971) (538) (19,749) (11,758)
融資成本 (15,155) (10,202) (47,968) (27,915)

除所得稅前虧損 (23,126) (10,740) (67,717) (39,673)
所得稅開支 3 (566) (959) (1,895) (1,957)

本期間虧損 (23,692) (11,699) (69,612) (41,630)

以下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5,430) (12,662) (73,233) (43,895)
少數股東權益 1,738 963 3,621 2,265

(23,692) (11,699) (69,612) (41,630)

每股虧損 5

基本 (0.79)港仙 (1.33)港仙 (2.27)港仙 (4.6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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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準則（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
則之披露規定編製而成。

除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外，本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編製此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
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

2.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i)分銷天然生命產品、(ii)提供彩票相關硬件及軟件系統、(iii)
分銷食油、(iv)持有油田利潤分配權、(v)銷售燃氣及燃氣設備、提供燃氣運輸及接駁
燃氣之安裝服務及(vi)提供全國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
統」）。

收入乃指扣除退貨、折讓或銷售稅（倘適用）後之銷售發票金額。

3. 所得稅開支

由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
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
個月：無）。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各司法權區現行稅率計算。

4.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派付任何股息（截至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無）。



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3

5. 每股虧損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虧損 (25,430) (12,662) (73,233) (43,895)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13,135 951,302 3,223,467 942,132

由於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權、認股權證及可換股債券具有反攤薄作用，如行使或轉
換時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因此兩段期間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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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儲備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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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可換股債券 資本 僱員股份 購股權 保留溢利╱

股份溢價 之股權部份 贖回儲備 酬金儲備 儲備 換算儲備 特別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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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2,166,728 10,712 – 35,572 11,282 35,095 (1) (44,116) 2,215,272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955) – – (955)

購回股份 (11,176) – 234 – – – – (234) (11,176)

行使認股權證 22 – – – – – – – 22

期內淨虧損 – – – – – – – (73,233) (73,233)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2,155,574 10,712 234 35,572 11,282 34,140 (1) (117,583) 2,129,930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286,884 10,712 – 35,572 122,746 8,136 (1) (47,713) 416,336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19,792 – – 19,792

購股權獲行使時發行股份 7,691 – – – – – – – 7,691

確認以權益結算之股份基礎付款 – – – – 8,537 – – – 8,537

購股權失效時由購股權
 儲備轉撥至累計虧損 – – – – (34,208) – – 34,208 –

期內淨虧損 – – – – – – – (43,895) (43,895)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294,575 10,712 – 35,572 97,075 27,928 (1) (57,400) 408,461

7.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問博控股有限公司（「問
博」）訂立協議分別以代價約人民幣255,000,000元（約289,350,000港元）及約人民幣
100,144,000元（約113,634,000港元）出售常德華油燃氣有限公司及湖南華油天然氣
輸配有限責任公司之股權，而問博之附屬公司華油中匯能源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訂立協
議以金額約人民幣39,856,000元（約45,225,000港元）終止有關新疆油田之溢利分享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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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背景

本集團目前(1)透過Grand Promise International Limited（「Grand Promise」）通

過全國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為在中國娛樂

行業卡拉OK版權（「版權」）保護及增值服務（「增值服務」）提供科技平台；(2)透過

旗下附屬公司深圳市博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博眾」）在中國從事彩票相關業務；

及(3)透過於創業板上市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問博控股有限公司（「問博」）從事石

油、天然氣相關業務及食油貿易。

上個財政年度作出之重大舉措

北京中文發數字科技有限公司（「中文發數字」）為由本集團間接擁有49%實際權益

之合營公司，其獲文化部文化市場發展中心授權於合營期內（30年）獨家建設與運

營全國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該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現正為中國音像著

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中音集協會」）（代表絕大多數在中國經營之本土與國際唱片公

司之機構）及其他卡拉OK節目著作權權利人與卡拉OK場所經營者間的版權交易，

提供技術及服務以協助保護、管理及使用著作權。

中文發數字的共同控制實體天合文化集團有限公司（「天合」），受中音集協會委

託，通過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為著作權權利人（「著作權權利人」）和卡拉OK

場所展開卡拉OK節目版權交易，亦受中文發數字授權，為卡拉OK場所開展增值服

務提供技術支援和運營服務。

自二零零八年七月起，天合已正式開始向卡拉OK場所收取版權費，目前代中音集

協會及著作權權利人於中國19個省份收取版權費；而中文發數字現正把卡拉OK內

容管理服務系統的覆蓋擴大至全國所有省份及直轄市。

中文發數字及天合（統稱「中文發數字集團」）將被列作共同控制實體，並將按比例

合併計入本集團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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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二零零九年期間」），本集團錄得未經審

核綜合收入約139,003,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二零

零八年期間」）之約114,893,000港元增加約21.0%。部份之收入增加乃由中文發數

字集團所貢獻。天合已正式開始代著作權權利人於中國19個省份向卡拉OK場所收

取版權費。中文發數字集團為本集團貢獻約16,232,000港元之服務費收入。

至於天然氣相關業務，常德華油燃氣有限公司（「常德合營公司」）及湖南華油天然

氣輸配有限責任公司（「湖南合營公司」）（統稱「天然氣合營公司」）之收入與去年同

期相比亦錄得顯著增長。天然氣合營公司為本集團貢獻約72,900,000港元之收入，

較二零零八年期間之約48,000,000港元增加約51.9%。至於食油貿易業務，由於經

濟環境欠佳，於二零零九年期間，本集團之收益約18,3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八

年期間約38,900,000港元減少約53.0%。彩票相關業務收入由二零零八年期間之約

25,631,000港元增加約20.3%至二零零九年期間之約30,838,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期間之毛利增加約44.0%至約50,83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期間：約

35,295,000港元）。主要運營單位之毛利貢獻如下：(i)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貢

獻約4,665,000港元；(ii)彩票相關業務貢獻約28,085,000港元及(iii)石油、天然氣

相關業務及食油貿易貢獻約18,080,000港元。整體而言，二零零九年期間毛利率約

為36.6%，相較二零零八年期間錄得之約30.7%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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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錄得虧損約69,61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期間：錄得虧損約41,63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增加約67.2%。虧損大幅

增加主要由於下列因素之淨影響：(i)於本集團扣除之購股權開支由二零零八年期

間之約8,537,000港元減少至二零零九年期間之零港元；(ii)由於薪酬及僱員人數增

加，薪酬費用由二零零八年期間之約17,72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零九年期間之約

26,932,000港元；(iii)由於往來中國與中國國內之差旅增多，差旅開支由二零零八

年期間之約2,067,000港元增加至二零零九年期間之約4,650,000港元；(iv)專業費

用由二零零八年期間之約1,856,000港元增加至二零零九年期間之4,445,000港元，

主要由於對問博之可換股債券作出之修訂所致；(v)融資開支由二零零八年期間之

約27,915,000港元增加至二零零九年期間之約47,968,000港元，主要由於承擔

Grand Promise可換股債券；及(vi)經營業務開支總體增加。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致力拓展：(1)娛樂行業相關之著作權保護與提供增值服

務之科技平台；(2)中國彩票相關業務；及(3)石油、天然氣相關業務及食油貿易，

以增強本集團之整體財務狀況。

天合目前代中音集協會及著作權權利人於中國19個省份收取版權費，而中文發數字

現正把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的覆蓋擴大至全國所有省份及直轄市。

博眾及其附屬公司（「博眾集團」）作為本集團旗下經營中國傳統福利彩票相關業務

之主要附屬公司，已發展成為中國福利彩票行業中最具競爭力之技術、產品和運營

服務之專業供應商之一，並已幫助其客戶取得驕人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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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問博而言，運營方面，業績主要持續反映食油貿易及天然氣分銷業務。截至本報

告日期，常德合營公司已完成約777.2公里之市級管道，連接約315名商業及公共

福利建設用戶、8名工業用戶及約60,000名住宅用戶至其網絡，二零零九年期間之

天然氣銷量約為46,800,000立方米，較二零零八年期間之約33,400,000立方米增

加40.1%。湖南合營公司已完成其主要管道（合共約188公里）建設，接駁湖南省7

個市級天然氣分送站。湖南合營公司已於二零零九年期間向7個市級天然氣分送站

輸送約54,700,000立方米天然氣，較二零零八年期間之31,100,000立方米增加約

75.9%。

就問博之可換股債券而言，於回顧期間內，問博宣佈第二份修訂契據所載最後一項

先決條件已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七日達成。問博已向第二份修訂契據之其他方交付

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七日之達成通知。第二份修訂契據所載對信託契據及債券

之修訂已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七日生效。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

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刊發之通函。

未來展望及前瞻

本集團已於中國之文化產業中佔有有利位置，並從這一蓬勃興起之產業中獲益。目

前，本集團正將業務重心集中至文化及著作權相關行業。天合之目標乃於二零零九

年年底代表著作權權利人在全國所有省份及直轄市開始收取版權費用。同時，中文

發數字及天合將持續致力開發及推出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的其他增值服務。

本公司相信，更加專注於文化及著作權相關業務，不僅令本集團從這一高速發展的

行業獲得收入，亦將拓寬本集團的收入基礎。

本公司另一目標旨在成為中國彩票相關行業之主要垂直綜合營運商。在北京開設一

間辦事處後，本公司已向成為全中國福利彩票中心一站式解決方案供應商之目標邁

出重要之一步。博眾目前位列中國第三大福利彩票行業解決方案供應商。本公司將

持續加強現有產品，並進一步開發彩票銷售終端機業務。本公司亦將繼續尋求機會

在中國及國際市場擴展業務。

關於問博，管理層將集中精力擴大食油貿易分部的業務，同時繼續透過探索新業務

機會擴充其營運。



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9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問博訂立協議分別以代價約人民幣255,000,000元

（約289,350,000港元）及人民幣100,144,000元（約113,634,000港元）出售常德合

營公司及湖南合營公司之股權，而華油中匯能源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訂立協議以金額

約人民幣39,856,000元（約45,225,000港元）終止有關新疆油田之溢利分享安排。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將由本公司刊發之公佈。

管理層將繼續利用本集團現有資源及不同營運單位之間產生之協同效益開拓其他商

機，以期為股東創造良好業績。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及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

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內之權益及短倉，

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1)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普通股股份之長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公司╱
相聯法團名稱

於受控
法團之權益 實益擁有人 家族權益 權益總數

股權
概約百分比

張桂蘭 本公司 2,095,857,322
（附註1）

2,070,000
（附註2）

－ 2,097,927,322 65.32%

陳通美 本公司 － － 2,097,927,322
（附註1及2）

2,097,927,322 65.32%

劉獻根 本公司 － 1,410,000 － 1,410,00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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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普通股數目
公司╱
相聯法團名稱

於受控
法團之權益 實益擁有人 家族權益 權益總數

股權
概約百分比

張桂蘭 Best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

－ 909 1
（附註3）

910 －

陳通美 Best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

－ 1 909
（附註3）

910 －

張桂蘭 問博控股
 有限公司

971,746,428
（附註4）

－ － 971,746,428 55.12%

陳通美 問博控股
 有限公司

－ － 971,746,428
（附註4）

971,746,428 55.12%

附註：

1. 該2,095,857,322股股份由Best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Best Frontier」）
擁有，張桂蘭女士及陳通美先生分別持有該公司之99.89%及0.11%權益。張
桂蘭女士及陳通美先生彼此為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桂蘭女
士被視作擁有Best Frontier所持有股份之權益，而陳通美先生亦因作為張桂
蘭女士之配偶而被視作擁有所有2,097,927,322股股份之權益。

2. 該2,070,000股股份由陳通美先生之配偶張桂蘭女士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陳通美先生被視作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3. 該1股及909股每股面值1美元之Best Frontier股份分別由陳通美先生及其配偶
張桂蘭女士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桂蘭女士及陳通美先生被
視作擁有該等彼等各自所持有股份之權益。

4. 張桂蘭女士及陳通美先生分別持有Best Frontier已發行股本之99.89%及
0.11%權益。張桂蘭女士及陳通美先生彼此為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張桂蘭女士被視作擁有Best Frontier股份之100%權益，而陳通美先
生亦因作為張桂蘭女士之配偶而被視作擁有Best Frontier股份之權益。於二
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Best Frontier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65.25%權
益，而本公司則直接持有China Success Enterprises Limited之100%股權
及間接持有Precise Result Profits Limited之100%股權，而Precise Result 
Profits Limited直接持有971,746,428股問博股份。在該等問博股份當中，
48,750,000股問博股份已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借股協議
借予Evolution Master Fund Ltd. SPC, Segregated Portfoli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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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之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據
此，董事會可酌情邀請任何符合購股權計劃準則之人士接納可認購本公司股
份之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之有效期自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起計，為期10年。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價格

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購股權

行使期間

港元

張桂蘭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1,560,000 － － － 1,56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1,560,000 － － － 1,56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3,120,000 － － － 3,12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陳通美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1,560,000 － － － 1,56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1,560,000 － － － 1,56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3,120,000 － － － 3,12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陳霆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1,560,000 － － － 1,56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1,560,000 － － － 1,56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3,120,000 － － － 3,12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劉獻根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350,000 － － － 35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350,000 － － － 35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700,000 － － － 70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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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價格

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購股權

行使期間

港元

田鶴年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260,000 － － － 26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260,000 － － － 26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530,000 － － － 53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趙志明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260,000 － － － 26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260,000 － － － 26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530,000 － － － 53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杜恩鳴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260,000 － － － 26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260,000 － － － 26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0.62 530,000 － －  － 53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合計 23,270,000 － － － 23,270,000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在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

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或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

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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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

權益及短倉」一節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

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可藉購

入本公司或任何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獲益，亦概無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

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擁有可認購

本公司證券之任何權利，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短倉

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所示，以及就本公司董事或

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列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

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或當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短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

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10%或以上之權益：

(1) 股份之長倉

所持有股份數目 概約

股東名稱 身份 長倉 短倉 持股百分比

Best Frontier 實益擁有人 2,095,857,322 － 65.25%

（附註1）

附註：

1. 該2,095,857,322股股份由Best Frontier擁有，而Best Frontier則由張桂蘭女
士及陳通美先生（彼此為配偶）分別擁有99.89%及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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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股份之長倉

所持有股份數目 概約
股東名稱 身份 長倉 短倉 持股百分比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於受控法團
 之權益

343,211,215

（附註1）
－ 10.69%

附註︰

1. 於行使可換股債券（本公司收購Grand Promise International Limited時
所承擔）下之轉換權後，Liberty Harbor Master Fund I, L.P.（「Liberty 
Harbor」）將獲配發及發行最多達343,211,215股新股份。Liberty Harbor由
GS Investment Strategies, LLC擔任顧問，GS Investment Strategies, LLC
為一間於美國特拉華州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唯一股東為一間特拉華公司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並不知

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短倉，

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

之任何類別股本之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

競爭權益

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擁

有任何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寬鬆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交易標準之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於截至二零零

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不遵守守則所載規定標準之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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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股權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及開曼群島法例概無有關優先購股權之規定，規限本公司須按

比例向現有股東提呈新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指引制訂書面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全年報告及賬目、半年報告及季度報告，並

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亦負責審閱及監察本公司之財務申報及

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田鶴年先生、張秀夫

先生、趙志明先生及杜恩鳴先生。杜恩鳴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

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認為該

等業績乃遵照適用之會計準則與規定編製，並已作出適當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月及十二月及二零零九年二月在聯交所購回本公司

合共23,405,000股普通股，總金額約達11,410,000港元（未扣除交易成本）。董事

認為，購回股份將提升本公司之資產淨值及╱或每股盈利，對本公司及其股東有

利。有關股份購回之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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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股份之購回價格
購回日期 所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1,475,000 0.5400 0.5300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1,500,000 0.5400 0.5400 
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1,500,000 0.5700 0.5500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日 1,060,000 0.5900 0.5800
二零零八年十月三日 30,000 0.6100 0.6100
二零零八年十月六日 1,500,000 0.6300 0.6200
二零零八年十月八日 1,500,000 0.6000 0.5800
二零零八年十月九日 725,000 0.6000 0.6000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日 2,500,000 0.5900 0.520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 1,740,000 0.4200 0.380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日 655,000 0.4100 0.385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 770,000 0.4200 0.405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四日 470,000 0.4250 0.420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 300,000 0.4200 0.410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 300,000 0.4250 0.415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九日 280,000 0.4400 0.440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 305,000 0.4450 0.430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355,000 0.4500 0.420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520,000 0.4550 0.435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1,200,000 0.4850 0.455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650,000 0.4850 0.450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550,000 0.4900 0.455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630,000 0.4800 0.4600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550,000 0.4900 0.4650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七日 1,420,000 0.2650 0.2500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八日 230,000 0.2700 0.2550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九日 590,000 0.2800 0.2550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日 100,000 0.2650 0.2600

合計： 23,405,000

所有購回股份均已註銷。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售出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董事
陳霆

香港，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桂蘭女士、陳通美先生、陳霆先生、陳霄女士及劉獻
根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田鶴年先生、張秀夫先生、趙志明先生及杜恩鳴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