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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架構

下圖載列(a)於配售（不計及行使超額配股權及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而予以

發行之股份）、資本化發行及發行換股股份完成後，本公司之股權架構；(b)本集團於股份在

創業板上市時之架構，及其各自之註冊成立地點及主要業務：

100%

100%

37.01% 8.31% 8.23% 2.26%1.1% 2.72% 8.07%0.74% 24.67%6.89%

本公司
（開曼群島）
投資控股

看漢 (BVI)
(BVI)
投資控股

看漢（香港）
（香港）
提供通訊
軟件平台

上市時管理層股東

天時策略
（附註1）

首次
公開招股
前股東

ZMGI
（由董事控制
之公司）

其他董事
Golden Nugget
（由董事控制
之公司）

高級管理層
巫先生
（董事）

本集團

根據配售之
公眾股東

高持股量股東

Metrolink
（由董事控制
之公司）

其他

附註：

1 可換股票據

天時策略通過購買本集團發行之兩張可換股票據，向本集團提供財務支援。

3厘票據

根據3厘票據，天時策略同意將3厘票據之全數（不會將部份）本金額1,800,000港元（連同應計利

息）按發行價之85%轉換，惟須在本公司獲創業板上市委員會通知其已原則上同意准許股份上市

及買賣後方可作實，並須於該通知後30天內進行轉換。

8厘票據

根據8厘票據，天時策略原先有權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按發行價之85%將8厘票據

之未清償部份連同應計利息轉換股份，惟股份須獲准於創業板買賣後方可作實。然而，天時策

略已同意於股份獲准於創業板買賣後，無條件及不可撤回地放棄其於8厘票據之所有轉換權利。

天時策略被視為公眾股東，該公司於本集團並無董事會代表及並無任何管理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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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及其他股東

下表載列緊隨配售（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資本化發行及發行換股股份完成後，

本公司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及其他個人及公司股東其各自於本公司股本之股權。

緊隨 緊隨

完成配售、 完成配售、

資本化發行 資本化發行

及發行 及發行 由上

首次購入 換股股份後 換股股份後 每股 市日期

本集團權益 持有股份 之概約 股份之概約 起計之

股東類別 股東名稱 之日期 加入日期 之數目 股權百分比 投資成本 投資總成本 凍結期

千股 港元 港元

1. 上市時管理層股東

(a) 董事 巫偉明先生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 180,008 37.01% 0.0022 388,546 12個月

（包括董事 （行政總裁兼 十一月十二日 十月八日

所控制之 執行董事）
公司） （附註1）

ZMGI Corporation 二零零零年 不適用 40,432 8.31% 0.0022 87,297 12個月

（「ZMGI」） 一月二十九日

（附註1）

Golden Nugget 二零零零年 不適用 40,024 8.23% 0.0022 86,349 12個月

Resources Limited 一月二十九日

（「Golden Nugget」）

（附註1）

Metrolink Holdings 一九九九年 不適用 3,616 0.74% 0.0740 267,582 12個月

Limited 十一月十二日

（「Metrolink」）

（附註2）

衛麗容女士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2,512 0.52% 0.0022 5,436 12個月

（執行董事）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一月七日

（附註3）

李志明先生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1,432 0.29% 0.0022 3,120 12個月

（執行董事） 九月二十五日 十月十日

（附註4a）

袁家樂先生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1,432 0.29% 0.0022 3,120 12個月

（看漢(BVI)之 九月二十五日 八月一日

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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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 緊隨

完成配售、 完成配售、

資本化發行 資本化發行

及發行 及發行 由上

首次購入 換股股份後 換股股份後 每股 市日期

本集團權益 持有股份 之概約 股份之概約 起計之

股東類別 股東名稱 之日期 加入日期 之數目 股權百分比 投資成本 投資總成本 凍結期

千股 港元 港元

(b) 高級管理層 司徒威先生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1,384 0.28% 0.0022 2,964 12個月

（包括高級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五月二日

管理層所

控制之公司）曹煜先生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672 0.14% 0.0022 1,482 12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月十九日

曾耀光先生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1,048 0.22% 0.0022 2,262 12個月

二月二十八日 十一月十五日

劉瑞影女士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1,384 0.28% 0.0022 2,964 12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十七日

李日康先生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二年 1,384 0.28% 0.0022 2,964 12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二十八日

韓武敦先生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2,896 0.60% 0.0022 6,240 12個月

(Alexander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一月七日

Reid Hamilton先生) （已辭任）

（附註11）

楊振昆先生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3,072 0.63% 0.0022 6,630 12個月

（Top Asia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一月七日

Management （已辭任）

Limited

（「Top Asia」）

之繼承人）

（附註8及11）

沈有學先生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1,432 0.29% 0.0022 3,120 12個月

（附註11） 六月八日 四月一日

（已辭任）

(c) 其他 Sino Asia 一九九九年 不適用 6,680 1.37% 0.0022 14,395 12個月

Properties Limited 十一月十二日

（「Sino Asia」）

（附註1）

洪國榮先生 二零零一年 不適用 4,328 0.89% 0.0022 9,360 12個月

（附註5） 二月二十八日

293,736 60.37%

2. 高持股量股東

天時策略有限公司 二零零零年 不適用 33,520 6.89% 0.2879 7,798,050 6個月

（「天時策略」） 二月二十八日

（附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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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 緊隨

完成配售、 完成配售、

資本化發行 資本化發行

及發行 及發行 由上

購入 換股股份後 換股股份後 每股 市日期

本集團權益 持有股份 之概約 股份之概約 起計之

股東類別 股東名稱 之日期 加入日期 之數目 股權百分比 投資成本 投資總成本 凍結期

千股 港元 港元
3. 首次公開招股前股東

(a)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以外之僱員（附註5）

林秀峰先生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5,792 1.19% 0.0022 12,480 12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月十四日

（已辭任）

曾慶強先生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1,088 0.22% 0.0022 2,340 12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八月二十一日

（已辭任）

蔡冠琪女士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760 0.16% 0.0022 1,638 12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何慶遠先生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920 0.19% 0.0021 1,950 12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月五日

黃茹女士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336 0.07% 0.0021 702 12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月十八日

黃劍艷女士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376 0.08% 0.0021 780 12個月

九月二十五日 四月二日

劉正勇先生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296 0.06% 0.0021 624 12個月

九月二十五日 五月二十一日

胡俊榮先生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376 0.08% 0.0021 780 12個月

九月二十五日 七月十六日

張航開先生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376 0.08% 0.0021 780 12個月

九月二十五日 六月十八日

Delta Pacific 二零零二年 不適用 5,416 1.12% 0.1037 561,600 12個月

Resources 二月二十一日

Limited

（「Delta Pacific」）

（附註10）

15,736 3.25%

(b) 分類為公眾股東之首次公開招股前股東

(i) 顧問 黎凝女士 二零零二年 不適用 4,328 0.89% 0.0022 9,360 12個月

（附註5及12） 九月二十五日

李愛香女士 二零零二年 不適用 4,328 0.89% 0.0022 9,360 12個月

九月二十五日

黃家明先生 二零零一年 不適用 4,328 0.89% 0.0022 9,360 12個月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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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 緊隨

完成配售、 完成配售、

資本化發行 資本化發行

及發行 及發行 由上

首次購入 換股股份後 換股股份後 每股 市日期

本集團權益 持有股份 之概約 股份之概約 起計之

股東類別 股東名稱 之日期 加入日期 之數目 股權百分比 投資成本 投資總成本 凍結期

千股 港元 港元

(ii) 個人及公司 Kapabla, Inc. 二零零零年 不適用 8,312 1.71% 0.0604 502,320 12個月

股東 （「Kapabla」） 二月二十五日

（附註6）

龍溢投資 二零零零年 不適用 1,432 0.29% 0.1460 209,040 12個月

有限公司 十一月二十四日

（「龍溢」）

（附註7）

Naturally Open 二零零一年 不適用 712 0.15% 0.0876 62,400 12個月

Inc.（「Naturally 五月三十一日

Open」）

（附註9）

23,440 4.82%

4. 根據配售之公眾股東

根據配售之 上市日期 不適用 120,000 24.67% 發行價 不適用 不適用

公眾股東

總計： 486,432 100%

附註：

1. Cyber Systems Limited（「Cyber Systems」）之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詳情如下：

於Cyber Systems之

股東名稱 股權百分比 Cyber Systems股東之最終實益擁有人

巫先生 67.5% 巫先生
ZMGI 15% 李志剛先生，獨立於本集團之第三者（其於
　（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ZMGI之權益除外）（42.5%）

Me trolink（由黎鉅成先生及衛麗容女士各擁有50%）
（42.5%）
陳鎮洪先生（1%），獨立於本集團之第三者（其於
ZMGI之權益除外）
Golde n Nugge t（由衛麗容女士單獨擁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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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Cyber Systems之

股東名稱 股權百分比 Cyber Systems股東之最終實益擁有人

Crys tal Bright Inve s tme nts  Ltd.（「Crys tal Bright」）

（由陳海光單獨擁有，獨立於本集團之第三者（其通

過Crys tal Bright於ZMGI之權益除外））（2%）

洪國榮先生（3%）（本集團之顧問）

楊振昆先生（3%）

Golde n Nugge t（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15% 衛麗容女士（100%）

S ino As ia（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2.5% Che ung Wing Woo先生，獨立於本集團之第三

　Genius  Group Inve s tme nt Limite d 者（其於S ino As ia之權益除外）（50%）

　（「Genius  Inve s tme nt」）之後續公司 Kwok Chi Ho先生，獨立於本集團之第三者（其

　 於S ino As ia之權益除外）（50%）

總計 100%

成立Cyber Systems旨在將其作為一家持股公司，分別持有巫先生、ZMGI、Genius Investment

及Golden Nugget之權益。Genius Investment由Cheung Wing Woo先生擁有50%及Kwok Chi

Ho先生擁有50%。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八日，Genius Investment以4,500美元（即其投資成本）

代價，向Sino Asia悉數出售其於Cyber Systems之權益。

Sino Asia或其最終實益擁有人於本集團並無董事會代表或任何管理職務。

考慮及巫先生、ZMGI、Golden Nugget及Genius Investment（Sino Asia之前身公司）已對本集

團作出之貢獻，Cyber Systems於本集團之投資成本屬象徵性。

創辦人貢獻之舉例：

巫先生向本集團轉讓漢網字體科技，並無收取經濟代價。

ZMGI向本集團提供財務及管理顧問服務。在財務顧問服務方面，ZMGI介紹有意之投資者及客

戶予本集團。例如，已成為本集團投資者之天時策略，是由ZMGI所介紹。在管理顧問服務方

面，ZMGI為本集團開發了會計系統。

衛麗容女士（她為Golden Nugget之唯一股東）致力向本集團提供財務意見。並且，於二零零零

年十一月七日，她成為看漢(BVI)之董事，作為其對本集團貢獻之認同。

Genius Investment先前由張聚良先生全資擁有，在本集團創建期間，他致力就本集團之軟件設

計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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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 Systems股權之變動如下：

Cyber Systems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之股東： % 一月五日 二月二十九日 三月二十五日 四月六日 九月十八日 十一月九日 總計

Me trolink 0 1,000,000 350,000 (1,350,000 ) 0

巫先生 67.5 5,850,000 9,000,000 (2,700,000 ) 12,150,000

李志剛先生 0 1,350,000 (1,350,000 ) 0

Ge nius  Inve s tme nt 0 450,000 (450,000 ) 0

ZMGI 15 2,700,000 2,700,000

S ino As ia 2.5 450,000 450,000

Golde n Nugge t 15 2,700,000 2,700,000

100 1,000,000 8,000,000 － 9,000,000 － － 18,000,000

作為重組之一部份，及作為Cyber Systems向本公司出售其於看漢(BVI)全部權益之代價及交換

條件，本公司(a)向Cyber Systems上述之股東配發及發行總共8,900,000股入賬列作繳足股份（巫

先生佔5,975,000股、ZMGI佔1,350,000股、Sino Asia佔225,000股及Golden Nugget 佔

1,350,000股）；及(b)於本公司註冊成立時，向巫先生發行未繳款股份100,000股入賬列作繳足股

份。有關重組之其他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五「集團重組」一段。

2. Metrolink主要從事投資控股。Metrolink之已發行股本由黎鉅成先生及衛麗容女士各實益擁有

50%。

黎鉅成先生（Metrolink實益擁有人之一）分別為看漢(BVI)及看漢（香港）之董事。

Metrolink之實益擁有人之一衛麗容女士，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3. 本公司執行董事衛麗容女士，擁有Golden Nugget之100%實益權益及Metrolink之50%實益權

益，而Metrolink則持有ZMGI 42.5%權益。

4. 天時策略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及乃為天時軟件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天時軟件有限公司之股

份於創業板上市。天時軟件有限公司開發電腦軟件及銷售電腦軟件及硬件。天時軟件有限公司

與本集團並不構成競爭。

天時策略或其實益擁有人於本集團並無董事會代表或任何管理職務。天時策略及其實益擁有人

均為獨立於本集團之第三者。

4a. 由於考慮到李先生將於本公司正式註冊成立後擔任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故看漢(BVI)於二零零二

年九月二十五日向李先生發行及配發股份。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正式註冊成立後，李先生

開始向本公司提供服務。

5. 僱員及顧問各自於本集團之權益，即根據重組，就其各自對本集團之貢獻，作為表現獎勵而配

發每股面值0.01美元之看漢(BVI)股份所轉換者。

所有僱員均為獨立於本集團之第三者（其受僱於本集團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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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顧問黎凝，為黎鉅成先生（Metrolink股東，並為看漢（香港）及看漢(BVI)之董事）之女兒。

本集團顧問洪國榮先生持有本公司股東ZMGI 3%股權。除此處披露者外，所有顧問均為獨立

於本集團之第三者。

6. Kapabla主要從事投資控股。Kapabla之已發行股本由Richard S. Myers先生及John B. Possman

先生各實益擁有50%。

Kapabla或其最終實益擁有人於本集團並無董事會代表或任何管理職務。Kapabla及其實益擁有

人均為獨立於本集團之第三者。

7. 龍溢主要從事投資控股。龍溢之已發行股本由鄧惠芬女士全資實益擁有。

龍溢或其最終實益擁有人於本集團並無董事會代表或任何管理職務。龍溢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均為獨立於本集團之第三者。

8. Top Asia之已發行股本由楊振昆先生全資實益擁有。Top Asia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作為Top

Asia售出其於看漢(BVI)之全部權益之代價及交換條件，本公司向楊振昆先生發行、配發及入賬

列為繳足合共45,000股股份（於資本化發行之前）。

楊振昆先生為看漢(BVI)之前董事並已於二零零二年十月辭任。

9. Naturally Open主要從事投資控股。Naturally Open之已發行股本由Robert T. Myers先生全資

實益擁有。

Naturally Open或其最終實益擁有人於本集團並無董事會代表或任何管理職務。Naturally Open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集團之第三者。

10. Delta Pacific主要從事投資控股。Delta Pacific之已發行股本由曾慶強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Delta Pacific或其最終實益擁有人於本集團並無董事會代表或任何管理職務。曾慶強先生曾為

本集團之顧員，彼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辭職。

11. 韓武敦曾為看漢(BVI)之前執行董事，並已於二零零二年十月辭任。沈有學先生及楊振昆先生均

曾為看漢(BVI)之前董事，由於彼等無暇擔任董事職務，故分別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及二零零

二年十月辭任。

12. 顧問

本集因在過去兩年聘用了四名顧問，向本集團提供下述服務。本集團讓其以面值購入看漢(BVI)

股份作為其提供服務之補償，有關之詳情載於股東一節。

顧問並無獲給予現金。

黎凝女士

黎女士為見習律師，並持有劍橋大學之法學士學位。彼由二零零零年六月至二零零一年八月向

本集團提供法律意見，尤其是在向各國申請專利方面。彼並無參與管理，與本集團其他股東或

董事亦無業務交易。黎凝女士為黎鉅成先生之女兒，黎鉅成先生為Metrolink（本公司股東）股東

之一，並為看漢（香港）及看漢(BVI)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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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愛香女士

李女士為具有電訊背境之人士。彼已從事電訊業約十年，彼自二零零一年九月起在開發漢網語

音轉譯伺服器及漢網電話方面提供顧問服務，直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為止。彼並無參與管理，

與本集團其他股東或董事亦無業務關係。

黃家明先生及洪國榮先生

黃先生及洪先生分別在香港之本地銀行及證券業務之企業融資方面積累了二十年及十二年經

驗，並受聘於Yorkshire Capital Limited，該公司為客戶提供業務顧問及會計服務，並負責本

集團籌備可能將股份上市而進行重組之方針及提供指引，由二零零一年初起至二零零二年中為

止。彼等之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提供關於本集團註冊成立之司法權區、股權架構及物色潛在融資

渠道之意見。黃先生並沒有參與管理工作，並且與本集團其他股東或董事概沒有任何業務交易

或關係。洪先生持有ZMGI（本公司上市時管理層股東）之3%權益。洪先生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辭任Yorkshire Capital Limited之職務。

除本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各上巿時管理層股東已向本公司、保薦人及聯交所確認彼

或其各自之聯繫人士，於上市前並無及將不會就其各自已獲發行及配發或根據配售將獲配

售之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股份，或就股份之價格，訂立任何安排或協議。除以

上所披露者外，各首次公開招股前股東已宣稱其均為獨立人士，與董事、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之行政總裁、主要股東或上市時管理層股東或彼等任何聯繫人或本公司之任何現有股

東概無關連；各首次公開招股前股東所持有之有關股份均以彼等本身之資金購入及／或以

有關之首次公開招股前股東之資產償付。收購有關股份之資金並非直接或間接由本公司之

關連人士、董事、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行政總裁、主要股東或上市時管理層股東或

彼等任何聯繫人提供。

各首次公開招股前股東並非慣常就登記於其名下之有關股份或以其他方式由其持有之

有關股份受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指示其收購、處置、投票或其他出售事項。

各首次公開招股前股東概無與本公司任何關連人士、董事、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之行政總裁、主要股東、上市時管理層股東或彼等任何聯繫人，就股份之投票權訂立任何

安排或建議。

董事認為，在考慮所涉及之投資風險後，與發行價比較，給予所有投資者之股份折讓

屬公平合理。董事並認為，本集團獲得之利益與配發予所有投資者之股份價值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