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創業板（「創業板」）之特點

創業板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上市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
市之公司毋須擁有過往盈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盈利。此外，
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之行業
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該等公司的潛在風
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始作出投資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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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屬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或會較於
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並同時無法保證在創
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發佈資料之主要途徑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
站刊載。創業板上市公司一般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
佈。因此，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留意本身能否接達創業板網站，以
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公開資料。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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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
規則》規定提供有關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料。眾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各董事對本報告所載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
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所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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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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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七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九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2 39,757 24,114 114,893 58,541
銷售成本 (28,969) (14,410) (79,598) (37,742)

毛利 10,788 9,704 35,295 20,799
其他收入 646 276 2,474 1,898
銷售及分銷成本 (3,412) (673) (11,170) (2,114)
行政支出 (8,501) (32,863) (38,308) (117,396)

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479) (23,556) (11,709) (96,813)
融資成本 (10,202) (8,042) (27,915) (12,155)
被視為出售一間共同控制企業

之附屬公司產生之虧損 － － (7)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59) － (42) －

除所得稅前虧損 (10,740) (31,598) (39,673) (108,968)
所得稅開支 3 (959) (744) (1,957) (1,137)

本期間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11,699) (32,342) (41,630) (110,105)

已終止業務

本期間已終止業務溢利 － － － 29,342

本期間虧損 (11,699) (32,342) (41,630) (80,763)

以下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662) (21,327) (43,895) (48,251)
少數股東權益 963 (11,015) 2,265 (32,512)

(11,699) (32,342) (41,630) (80,763)

每股虧損 5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

基本 (1.33)仙 (2.28)仙 (4.66)仙 (5.15)仙

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1.33)仙 (2.28)仙 (4.66)仙 (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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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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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及分銷食油，及 (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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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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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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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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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派付任何股息（截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無）。



3

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5. 每股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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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九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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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2) (21,327) (43,895) (48,251)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九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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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302 936,079 942,132 936,079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24,021 923 20,969 23,987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所用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75,323 937,002 963,101 960,066

由於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權具有反攤薄作用，如行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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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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虧損數字計算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九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12,662) (21,327) (43,895) (48,251)

減：

本期間已終止業務溢利 － － － 29,342

計算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

虧損所用之虧損 (12,662) (21,327) (43,895) (77,593)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分母與上文詳述之分母相同。

由於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權具有反攤薄作用，如行使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因此

兩段期間均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已終止業務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已終止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分別

為每股零港仙及每股零港仙（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分

別為每股零港仙及每股3.13港仙），而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
九個月，已終止業務之每股攤薄盈利分別為每股零港仙及每股零港仙（截至二零零

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分別為每股零港仙及每股3.06仙），乃根據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已終止業務溢利分別為零港元

及零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分別為零港元及

29,342,000港元）及上文詳述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分母計算。



5

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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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換股債券 僱員股份 購股權 留存溢利／

股份溢價 之股權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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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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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 290,004 － 35,572 39,399 1,935 (1) 24,808 391,717
發行紅股 (3,120) － － － － － － (3,120)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3,205 － － 3,205
發行可換股債券 － 10,712 － － － － － 10,712
確認以權益結算之

股份基礎付款 － － － 73,869 － － － 73,869
期內淨虧損 － － － － － － (48,251) (48,251)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286,884 10,712 35,572 113,268 5,140 (1) (23,443) 42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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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算日後事項

收購Grand Promise International Limited（「Grand Promise」）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交易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於二零零

八年四月十一日，本公司宣佈完成該項收購。

Grand Promise透過其附屬公司佳天集團有限公司持有北京中文發數字科技有限公
司（「中文發數字」）（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49%權
益。文化市場發展中心受政府委托在全國研發，建設維護全國卡拉OK內容管理服
務系統（「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向中文發數字獨家授予其依托全國卡拉OK內
容管理服務系統公共服務平台，面向卡拉OK經營場所開展卡拉OK節目版權交易服
務和相關增值業務服務。

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公共服務平台可對卡拉OK場所播出的卡拉OK節目進行記
錄，同時亦提供若干增值服務，如產品廣告及推廣服務。

有關此項收購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刊發的通函。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背景

本公司透過各附屬公司於中國各省份及城市向福利彩票業承包提供軟件、硬件

及其他支援服務。此外，本集團亦參與分銷天然產品。本集團透過上市附屬公

司問博控股有限公司（「問博」）參與中國之石油及燃氣相關業務。

第三財政季度作出之重大舉措

本公司（或「眾彩」）一直不斷積極物色新業務擴充商機，目的為增加本集團之價

值。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七日，眾彩宣佈訂立200,000,000美元之股份購買協

議，以收購Grand Promise International Limited（「Grand Promise」）100%股

權。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本集團宣佈完成收購事項。據此，眾彩擁有北

京中文發數字科技有限公司（「中文發數字」）49%實際權益，該公司乃一間於中

國成立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透過該項收購，本集團與文化市場發展中心已達

成獨家安排，在合資公司有效期（即30年）內在全國運營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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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公共服務平台，該平台可以記錄於卡拉OK場所內播放之卡拉OK節目之信

息系統。著作權權利人可利用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公共服務平台促進版權

交易，而中文發數字將根據所收集之版權交易收取系統使用費。此外，卡拉OK

內容管理服務系統公共服務平台亦可提供多項增值服務，例如產品廣告及推廣

服務。

作為收購之條件，眾彩亦承擔Grand Promise之未贖回35,000,000美元可換股票

據（其中25,000,000美元發行予Liberty Harbor Master Fund I.L.P.（「Liberty

Harbor」及10,000,000美元發行予Evolution Master Fund Ltd. Spc, Segregated

Portfolio M（「Evolution」））。Liberty Harbor為多重策略投資基金，管理股本逾

25億美元。投資Goldman Sachs自有資本及投資資本來自第三方專業投資者及

個別大額客戶。Liberty Harbor之顧問為GS Investment Strategies, LLC。

Evolution為亞洲主題基金。其投資經理為Evo Capital Management Asia Ltd及

Evolution Capital Management LLC。Grand Promise可換股票據現變為

25,000,000美元及10,000,000美元眾彩可換股票據，可按每股0.80港元轉換為眾

彩股份。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綜合收入約

114,893,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約58,541,000港

元（不包括來自已終止業務約929,000港元之收入）增加約96.26%。收入上升

56,352,000港元主要乃由於錄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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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貢獻上升約44,000,000港

元及食油產品之銷售額較去年同期上升12,200,000港元所致。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毛利增加約69.7%至約35,295,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七年止九個月：約20,799,000港元）。約21,741,000港元之毛利來

自彩票相關業務及約 12,324,000港元之毛利來自天然氣之經營。毛利率由

35.53%減少至30.72%，乃由於天然氣及食油產品之經營之毛利率較低，但較去

年同期，收入則錄得高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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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虧損約41,63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

年止九個月：約80,763,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虧

損，與去年同期比較減少約48.45%。虧損大幅減少可歸因於下列各項之淨影

響：(i)購股權開支由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錄得約73,800,000

港元減少約 65,300,000港元至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

8,500,000港元；(ii)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問博可換股債券

實際融資成本增加約13,000,000港元至約22,6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9,600,000港元）； (iii)並無錄得來自終止業務之溢利貢

獻，而上年同期則約為29,300,000港元；及(iv)法律及專業費用由截至二零零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14,400,0000港元（主要用作發行問博可換股債券）減

少至回顧期間之約1,9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致力發展其福利彩票相關業務及中國石油及燃氣相關

業務，以改善本集團之整體財務狀況。

本公司之中國傳統社會福利彩票旗艦公司深圳市博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博眾」）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為本集團貢獻約21,741,000港元毛利，

而去年同期則約為17,530,000港元。博眾繼續進一步擴大其大型計算機彩票銷

售系統軟件開發、網絡系統集成、網絡安全解決方案、計算機彩票終端機研發

及製造及彩票經營解決方案及服務等現有經營領域。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九個月，博眾之業務遍佈黑龍江、浙江及深圳。

就問博而言，營運方面，業績仍然主要反映於食油產品貿易及分銷天然氣。雖

然本集團正於新疆油田進行鑽探，由於目前仍處於項目發展階段，故此尚未開

始原油商業生產。

於天然氣方面，本集團擁有48.33%權益的常德華油燃氣有限公司（「常德合營公

司」）（一項市級天然氣管道項目）及擁有33.0%權益的湖南華油天然氣輸配有限

責任公司（「湖南合營公司」）（一項省級天然氣管道項目）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為本集團帶來合共營業額約48,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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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4,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之毛利約為12,3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約600,000

港元）

常德合營公司已完成約657公里之市級管道，連接約139名商業用戶、7名工業

用戶、90名公共福利建設及接近50,000名住宅用戶至其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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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展望及前瞻

新增主要業務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本集團完成200,000,000美元之重大收購，包括

Grand Promise全部已發行股本，眾彩繼而於北京中文發數字科技有限公司（「中

文發數字」）擁有49%實際權益，該公司乃一間於中國成立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文化市場發展中心受政府委托在全國研發，建設維護全國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

系統（「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向中文發數字獨家授予其依托全國卡拉OK

內容管理服務系統公共服務平台，面向卡拉OK經營場所開展卡拉OK節目版權

交易服務和相關增值業務服務。

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公共服務平台可對卡拉OK場所播出的卡拉OK節目進

行記錄，同時亦提供若干增值服務，如產品廣告及推廣服務。

中文發數字集團（包括中文發數字及其共同控制企業和附屬公司）的業務模式為

著作權權利人授權，代表其於卡拉OK場所獲取節目播放的點播數據以計算版權

費用。中文發數字將按著作權權利人獲支付的版權費的一定比例收取系統平台

使用費。

值得一提者為，無論卡拉OK場所是否接入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與否，均

須付版權費。於過渡期間，無接入系統的卡拉OK場所將按相若位置及規模的卡

拉OK場所所提取之標準數據計費。已接入的卡拉OK場所將按其實際使用量（根

據收集的數據）計費，及獲折扣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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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編製之日，在16個省份／直轄城市以上約400個卡拉OK場所已安裝卡

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為標準數據提供開始基數。

於二零零八年，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將在約25個省份及城市的卡拉OK場

所推出，版權權利人將在全國卡拉OK場所收取版權費用。於二零零九年底，卡

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將於中國所有省份全面推出。

現時，版權費上限為每房每日人民幣12元。中國現時全國約有52,100個卡拉OK

場所，卡拉OK房間總數約2,300,000間。

本公司相信Grand Promise集團將有助本集團業務的未來增長，並可為股東帶

來最高回報。開拓此項新業務亦可擴闊本集團的收入基礎，並有助分散本集團

整體業務的風險。

同時積極拓展現有業務

本公司透過博眾向中國的傳統福利彩票業提供垂直綜合軟件、硬件及相關服務，

以換取彩票收益分成。此舉容許本集團參與急速增長中的中國彩票業。本集團

的目標是在本年內繼續加強現有產品，並進一步發展POS彩票機的業務，並繼

續擴充業務至其他地區。

至於問博方面，本集團將轉向集中提升新疆油田及位於湖南省的兩家天然氣合

營公司的商業產量。本集團相信，發展新疆油田將使本集團可於現時原油需求

強勁及價格高企的環境中獲益，從而提升其盈利能力及經營現金流。

於天然氣方面，本集團之短期目標為繼續擴充常德合營公司（一項市級天然氣管

道項目）之管道網絡，目標為於本財政年度結束前拓展至接駁市內額外約4,000

名商業、工業、福利建設及住宅用戶，以把握常德市對天然氣的急速增長需求

帶來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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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湖南合營公司（一項省級天然氣管道項目）而言，本集團之目標為於本財政年

度結束前將現有管道進一步擴充至接駁至少額外一個市級天然氣分送站，以增

加天然氣銷售額。

與此同時，吾等認為中國政府欲提高更為環保之天然氣在國內能源所佔的使用

比例，因此除了上述兩項天然氣相關項目外，本集團將繼續在具龐大增長潛力

的中國天然氣業務中探討更多商機。管理層的目標為使問博成為從事石油及燃

氣業務的多元化公司，並將會繼續發掘每一個機會，以進一步拓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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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董事及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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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長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公司／相聯 於受控 股權概約

董事姓名 法團名稱 法團之權益 實益擁有人 家族權益 權益總數 百分比

張桂蘭 本公司 361,695,000 2,070,000 － 363,765,000 38.24%
（附註1） （附註2）

陳通美 本公司 － － 363,765,000 363,765,000 38.24%
（附註1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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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普通股數目
公司／相聯 於受控 股權概約

董事姓名 法團名稱 法團之權益 實益擁有人 家族權益 權益總數 百分比

劉獻根 本公司 － 575,000 － 575,000 0.06%

張桂蘭 Best Frontier － 909 1 910 －
Investments （附註3）
Limited

陳通美 Best Frontier － 1 909 910 －
Investments （附註3）
Limited

張桂蘭 問博控股 971,746,428 － － 971,746,428 57.20%
有限公司 （附註4）

陳通美 問博控股 － － 971,746,428 971,746,428 57.20%
有限公司 （附註4）

附註 :

1. 該 361,69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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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彼此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張桂蘭女士被視作擁有Best Frontier所持股份之權益，而陳通
美先生因身為張桂蘭女士之配偶被視作擁有全部361,69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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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桂蘭女士擁有。陳通美先生及張桂蘭女士為彼此之配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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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持有之股份之權
益。

4. 張桂蘭女士及陳通美先生分別擁有Best Frontier已發行股本中99.89%及
0.11%股本權益。張桂蘭女士及陳通美先生為彼此之配偶。因此，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張桂蘭女士被視作擁有於Best Frontier股份之全部權益，
而陳通美先生因身為張桂蘭女士之配偶被視作擁有於Best Frontier股份之
權益。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Best Frontier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中約38.02%權益，而本公司直接擁有China Success Enterprises Limited
全部股權及間接持有Precise Result Profits Limited全部股權，而Precise
Result Profits Limited則直接持有971,746,428股問博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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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價格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購股權行使期間
港元

張桂蘭 二零零六年 0.62 1,560,000 － － － 1,56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1,560,000 － － － 1,56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3,120,000 － － － 3,12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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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 1,560,000 － － － 1,56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1,560,000 － － － 1,56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3,120,000 － － － 3,12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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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 1,560,000 － － － 1,56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1,560,000 － － － 1,56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3,120,000 － － － 3,12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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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價格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購股權行使期間
港元

劉獻根 二零零四年 0.427 1,600,000 － － － 1,600,000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九日
八月十八日 （經調整）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350,000 － － － 35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350,000 － － － 35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700,000 － － － 70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田鶴年 二零零六年 0.62 260,000 － － － 26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260,000 － － － 26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530,000 － － － 53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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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 260,000 － － － 26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260,000 － － － 26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530,000 － － － 53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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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 260,000 － － － 260,0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260,000 － － － 260,000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 0.62 530,000 － － － 53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合計 24,870,000 － － － 24,8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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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關股份之長倉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之公佈，董事會宣佈（其中包括）其議

決提議向合資格股東發行認股權證，按每持五股當時現有股份獲發一份認

股權證。認股權證可於為期兩年之認購期（即截至及包括二零零八年十一

月二日）內以初步行使價格每股股份1.33港元行使。認股權證已於二零零

六年十一月一日發行予合資格股東。認股權證持有人可以每份認股權證認

購一股股份。

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持有之認股權證數目及

悉數行使認股權證後

董事姓名 身份 可獲發之股份數目

張桂蘭 實益擁有人 276,000

劉獻根 實益擁有人 90,000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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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下子女擁有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任何權利，亦無於

期內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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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就董事或本公

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列人士（並非董事或本公

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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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短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權利可於任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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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值10%或以上之

權益：

(1) 股份之長倉

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概約

股東名稱 身份 長倉 短倉 百分比

Best Frontier 實益擁有人 361,695,000 － 38.02%
（附註1）

Oppenheimer 投資經理 165,000,000 － 17.34%
International Small
Company Fund

Haven Associates 於受控法團 69,900,000 － 7.35%
Limited 之權益 （附註2）

蕭凱羅 於受控法團 69,900,000 － 7.35%
之權益 （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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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361,695,000股股份由Best Frontier擁有，而Best Frontier則分別由張桂蘭女
士及陳通美先生擁有99.89%及0.11%。陳通美先生及張桂蘭女士為彼此之配
偶。

2. 該批69,900,000股股份指：

(a) 1,545,000股由Shaw, Kwei & Partners (Asia) Ltd.實益擁有之股份。

(b) 36,930,000股由China Value Investment Limited實益擁有之股份，而
該公司乃由Asian Value Investment Fund L.P.(AVIF,L.P.）全資擁有，
後者為一間有限責任合夥公司，其普通合夥人 Shaw,  Kwe i  &
Partners(Asia) Ltd.（擁有AVIF, L.P.之1%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
視為於同一批36,93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c) 31,425,000股由Javelin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實益擁有之股份，而
該公司為Asian Value Investment Fund II, L.P.（AVIF II, L.P.）全資擁
有，後者為一間有限責任合夥公司，其普通合夥人SKP Capital Limited
（擁有AVIF II, L.P.之  1.19%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同一
批31,425,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d) Haven Associates Limited由蕭凱羅先生控制，蕭凱羅先生為Shaw,
Kwei & Partners (Asia) Ltd.及  SKP Capital Limited之控股股東。

(2) 相關股份之長倉

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持有之認股權證
數目及悉數

行使認股權證後
股東姓名 身份 可獲發之股份數目

Best Frontier 實益擁有人（附註1） 48,226,000

Oppenheimer 投資經理 22,000,000
International Small
Company Fund

Haven Associates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附註2） 9,320,000
Limited

蕭凱羅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附註2） 9,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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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48,226,000份認股權證由Best Frontier擁有，而Best Frontier則由張桂蘭女
士及陳通美先生分別擁有99.89%及0.11%。陳通美先生及張桂蘭女士為彼此
之配偶。

2. 該批9,320,000份認股權證指：

(a) 206,000份認股權證由Shaw, Kwei & Partners (Asia) Ltd.實益擁有。

(b) 4,924,000份認股權證由China Value Investment Limited實益擁有，而
該公司乃由Asian Value Investment Fund L.P. (AVIF, L.P.)全資擁有，
後者為一間有限責任合夥公司，其普通合夥人 Shaw,  Kwe i  &
Partners(Asia) Ltd.（擁有AVIF, L.P.之  1%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
視為於同一批4,924,000份認股權證中擁有權益。

(c) 4,190,000份認股權證由Javelin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實益擁有，而
該公司為Asian Value Investment Fund II, L.P. (AVIF II, L.P.)全資擁
有，後者為一間有限責任合夥公司，其普通合夥人SKP Capital Limited
（擁有AVIF II, L.P.之  1.19%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同一
批4,190,000份認股權證中擁有權益。

(d) Haven Associates Limited由蕭凱羅先生控制，蕭凱羅先生為  Shaw,
Kwei & Partners (Asia) Ltd.及SKP Capital Limited之控股股東。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

人員並不知悉有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

公司披露之權益或短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

任何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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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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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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並不知悉任何不遵守守則所載規定標準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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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志明先生、張秀夫先生及杜恩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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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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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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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承董事會命

董事

陳霆

香港，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五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張桂蘭女士、陳通美先生、劉獻根先生及

陳霆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田鶴年先生、趙志明先生、張秀夫先生及杜恩

鳴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