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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com Inc.
中華網科技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6）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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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
慎周詳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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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
板買賣之證券承受更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
高流通量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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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中華網科技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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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並無遺
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公告內表達之一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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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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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於第二季度，本集團之業務仍然未脫全球金融危機之不利影響。以下為中華網科
技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財
務及業務摘要：

• 營業額為23,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1%，但較上一季度增長27%。

• 毛利為13,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4%，但較上一季度增長43%。

• 期內純利為600,000港元，而二零零九年第一季度為淨虧損6,000,000港元，二
零零八年第二季度則為純利14,600,000港元。

• 財務狀況仍然強勁，現金及現金等值、持作買賣投資及可供出售投資淨額約
為767,000,000港元。

• 根據開曼群島大法院之批准，本公司註銷每股現有普通股繳足股本內之3.99

港元，藉以將本公司股本由每股現有普通股面值4.00港元中削減3.99港元至每
股面值0.01港元，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生效。

• 董事會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日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00港元，有關股息將於二
零零九年九月九日或之前派付予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
登記冊之股東。

儘管經濟環境極為嚴峻，惟憑藉擴大汽車及遊戲專門頻道的客戶基礎，入門網站
分部收益仍能持續錄得增長。除改善社區平台以刺激點擊率外，本集團於第二季
度亦推出兩個新頻道，即「母嬰頻道」及「占卜頻道」，藉以增加收益來源。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入門網站之營業額較上一季度增長1,000,000港元或
16%。於第二季度，本集團與多位主要客戶簽訂新的廣告及推廣協議，包括海爾、
北京現代、一汽馬自達、上海大眾汽車、佳能中國、IBM中國、歐萊雅中國、廣州
本田、廣州豐田、東風汽車、海馬汽車及英特爾中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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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五月，中華網在浙江省嘉興市主辦第二屆全國「網頁遊戲高峰論壇」。共有超過
100個網頁遊戲開發商及運營商出席，逾200家媒體廣泛報道今次盛況。會上，中華
網聯同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與中國遊戲工作委員會一同公佈年度調查結果，並向
國內最具人氣的網頁遊戲開發商及運營商，頒發多個獎項。

而中華網於五月亦與浙江省嘉興市政府訂立合同，在市內運營「網頁遊戲孵化器」。
這是國內首個孵化器項目，提供全面支援，包括政府資助及政策支援，以推動國內
網頁遊戲業。

於四月，中華網在中國互聯網協會、人民日報網絡中心與中國國務院新聞辦舉辦
最高知名度的互聯網品牌評選活動中，榮獲「中國門戶網站十大品牌」及「北京奧運
最佳網站報道」等獎項。

儘管現時全球經濟下滑，加上爆發H1N1流感，惟本集團的旅遊媒體分部TTG在第
二季依然持續錄得盈利。於第二季度，TTG在上海成功籌辦兩項旅遊貿易活動，分
別為中國（上海）國際獎勵旅遊及大會博覽會，以及國際商務旅遊（上海）論壇暨商
務技術展覽會，兩者均獲得踴躍支持。此外，TTG獲台灣觀光協會指定為官方媒體
夥伴，而TTG亦以媒體夥伴的身份，與其他國家旅遊協會展開合作計劃。

由於全球經濟持續衰弱，本集團預期廣告開支將進一步削減，因而令本集團營業
額於未來季度備受影響。本集團會繼續精益求精，投放資源物色新的戰略機遇，尤
其集中於中國市場，以保持兩個核心業務增長。

謹此就　閣下對中華網科技公司之持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主席
錢果豐博士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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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下文統稱為「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季度期間」）及六個月（「半年期間」）之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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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2 23,885 34,741 42,635 56,806

銷售成本 (10,245) (16,680) (19,424) (28,095)

毛利 13,640 18,061 23,211 28,711

其他收入 2,804 21,731 5,750 44,157

出售及分銷成本 (6,068) (7,498) (9,347) (12,164)

行政開支 (8,965) (16,822) (21,186) (37,120)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582) (633) (1,080) (1,290)

其他開支 – – (2,403) –

除稅前溢利（虧損） 829 14,839 (5,055) 22,294

所得稅開支 4 (275) (281) (439) (995)

期內溢利（虧損） 5 554 14,558 (5,494) 21,299

下列各項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554 14,558 (5,494) 21,299
 

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 0.52港仙 13.36港仙 (5.13)港仙 19.5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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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機器及設備  4,109 4,690
 商譽  450 450
 可供出售投資  141,894 179,383
 遞延稅項資產  726 725
  

147,179 185,248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8 13,661 23,67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330 7,936
 可供出售投資  – 38,292
 持作買賣投資  81,579 80,291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7 6,704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3 697
 銀行結餘及現金  543,029 870,461

644,729 1,028,060

總資產  791,908 1,213,308

股東資金及負債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 1,072 426,534
 儲備  754,987 724,951

 股東資金總額  756,059 1,151,48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11,072 15,04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2,959 19,409
 遞延收益  7,567 12,321
 稅項負債  4,251 6,417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8,634

35,849 61,823

股東資金及負債總額 791,908 1,213,30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56,059 1,15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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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   投資重估 股本贖回   購股權
 股本 溢價賬 股本儲備 商譽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金 匯兌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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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 438,114 1,020,109 – (31,193) (10,336) 110 24,123 36,262 52,493 211,398 1,741,080

可供出售投資之
 重估逆差 – – – – (23,065) – – – – – (23,065)

換算海外業務所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 15,553 – – 15,553

直接於股東資金
 確認之（開支）
 收入淨額 – – – – (23,065) – – 15,553 – – (7,512)

期內溢利 – – – – – – – – – 21,299 21,299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
 時撥回之投資
 重估儲備 – – – – 98 – – – – – 98

期內已確認收入及
 開支總額 – – – – (22,967) – – 15,553 – 21,299 13,885

確認股本結算
 以股份為基礎之
 付款 – – – – – – – – 3,122 – 3,122

特別股息 – (577,112) – – – – – – – – (577,112)

購回股份 (5,820) (10,596) – – – 5,820 – – – (5,820) (16,416)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432,294 432,401 – (31,193) (33,303) 5,930 24,123 51,815 55,615 226,877 1,16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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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投資重估 股本贖回   購股權
 股本 溢價賬 股本儲備 商譽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金 匯兌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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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426,534 430,501 – (31,193) 7,635 11,690 24,123 50,125 59,028 173,042 1,151,485

可供出售投資之
 重估逆差 – – – – (3,041) – – – – – (3,041)

換算海外業務所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 (55) – – (55)

直接於股東資金
 確認之開支淨額 – – – – (3,041) – – (55) – – (3,096)

期內虧損 – – – – – – – – – (5,494) (5,494)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
 時撥回之投資
 重估儲備 – – – – 708 – – – – – 708

期內已確認收入及
 開支總額 – – – – (2,333) – – (55) – (5,494) (7,882)

確認股本結算
 以股份為基礎之
 付款 – – – – – – – – 1,776 – 1,776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
 之股份 2,161 775 – – – – – – – – 2,936

行使購股權時轉移
 至股份溢價賬 – 317 – – – – – – (317) – –

削減股本（附註） (427,623) – 427,623 – – – – – – – –

特別股息 – (392,256) – – – – – – – – (392,256)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1,072 39,337 427,623 (31,193) 5,302 11,690 24,123 50,070 60,487 167,548 756,059

附註： 根據開曼群島大法院之批准，本公司股本由1,000,000,000港元（分為250,000,000股每股面
值4.00港元之股份）削減為2,500,000港元（分為25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削
減股本」），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生效。削減股本所產生之427,623,000港元進賬已撥入
股本儲備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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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13,409) (3,862)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75,060 240,141

（用於）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389,320) 37,880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減少）增加淨額 (327,669) 274,159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870,461 724,331

匯率變動對所持外幣現金結餘之影響 237 10,117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543,029 1,008,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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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
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綜合業績並未經由本公司之核數師審閱。本公司之核數師在進行週年
審核時，可能會辨別到需要進行調整之處。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綜合業績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按公平值計算之若干財務工具除
外。於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者一致。

2. 營業額
營業額乃指：(1)來自向流動電話用戶提供短訊服務及其他流動增值服務以及其他相關產品之
訂購收益；及(2)來自銷售網上橫額廣告、贊助、網下廣告活動、直接郵件及網上銷售之互聯
網及媒體收益。

本集團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增值服務收益 43 7,393

互聯網及媒體 42,592 49,413

42,635 5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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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及地區分部
業務分部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現由兩個業務分部組成－流動增值服務以及互聯網及媒體服務。該等分
部為本集團主要分部資料之基準。

主要業務如下：

流動增值服務 – 為流動電話用戶提供短訊服務及其他流動增值服務以及其他相關產
品；及

互聯網及媒體 – 銷售網上橫額廣告、贊助、網下廣告活動、直接郵件及網上銷售。

關於此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列報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流動 互聯網
增值服務 及媒體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43 42,592 – 42,635

分部間銷售 – – – –

總額 43 42,592 – 42,635

業績
分部業績 (772) (964) – (1,736)

利息收入及未能分配
其他企業收入    3,347

未能分配企業開支    (6,666)

除稅前虧損    (5,055)

所得稅開支    (439)

期內虧損    (5,494)

分部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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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流動 互聯網
增值服務 及媒體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狀況報表

資產
分部資產 131,338 71,736 203,074
可供出售投資、持作買賣投資及
未能分配企業資產   588,834

總資產   791,908
  

負債
分部負債 7,325 25,529 32,854
未能分配企業負債   2,995

總負債   35,849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流動 互聯網
增值服務 及媒體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7,393 49,413 – 56,806
分部間銷售 3,178 4,143 (7,321) –

總額 10,571 53,556 (7,321) 56,806

業績
分部業績 (5,088) (3,455) – (8,543)

利息收入及未能分配
其他企業收入    44,524

未能分配企業開支    (13,687)

除稅前溢利    22,294
所得稅開支    (995)

   

期內溢利    21,299

分部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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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流動 互聯網
增值服務 及媒體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狀況報表

資產
分部資產 145,861 90,947 236,808

可供出售投資、持作買賣投資及
未能分配企業資產   1,113,027

總資產   1,349,835

負債
分部負債 11,876 35,807 47,683

未能分配企業負債   137,593

總負債   185,276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乃位於中國、新加坡及香港。

下表乃按客戶所在地（不論服務來源）劃分之本集團營業額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4,060 21,648

新加坡 28,479 35,035

香港 96 123

42,635 5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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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半年期間及於二零零八年同期並無在香港產生重大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
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半年期間之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16.5%（二零零八年：16.5%）。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之司法權區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
例，按該等國家當時適用之稅率計算。

5. 期內（虧損）溢利
期內之（虧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843 2,213

核數師酬金 1,264 1,82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7,536 25,318

出售機器及設備之虧損（列為其他收入） – 47

匯兌虧損淨額 1,825 8,255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列為其他開支） 2,403 –

持作買賣投資之收益（列為其他收入） (1,289) (160)

可供出售投資之利息收入（列為其他收入） (1,954) (20,546)

其他利息收入（列為其他收入） (2,507) (2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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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虧損）
母公司普通股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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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554 14,558 (5,494) 21,299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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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107,174 108,969 107,015 108,953

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因行使購股權會構成反攤薄影響。

7. 股息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九日，本公司從本公司股份溢價中向股東宣派特別股息每股3.66港元（二零
零八年：每股5.34港元）。有關股息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派付，合共為392,256,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577,112,000港元）。

董事會向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之股東宣派半年期間之中期股息
每股1.00港元（二零零八年：零港元）。有關股息將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或之前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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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計算並已扣除呆賬準備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2,344 20,561

91-120日 117 605

121-180日 1,082 2,091

超過180日 118 422

13,661 23,679

9.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削減股本後 削減股本前 削減股本後 削減股本前

千港元 千港元

削減股本後每股面值0.01港元或
削減股本前每股面值4.0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250,000,000 250,000,000 2,5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期初╱年初 106,633,482 109,528,482 426,534 438,114

購回股份 – (2,895,000) – (11,580)

行使購股權 540,160 – 2,161 –

削減股本 – – (427,623) –

期終╱年終 107,173,642 106,633,482 1,072 426,534

根據開曼群島大法院之批准，本公司股本由1,000,000,000港元（分為250,000,000股每股面值
4.00港元之股份）削減為2,500,000港元（分為25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削減股
本」），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生效。削減股本所產生之427,623,000港元進賬已撥入股本儲
備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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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5,358 10,796

91-120日 50 104

121-180日 65 133

超過180日 5,599 4,009

11,072 15,042

11.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12. 結算日後事項
於半年期間，本集團並無重大結算日後事項。



17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及毛利

於半年期間之營業額為42,63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14,171,000港元或25%。營
業額出現淨下降主要是由於(1)流動增值服務收益下降7,350,000港元；及(2)互聯網
及媒體業務之廣告收益下降6,821,000港元所致。

毛利率於半年期間內維持於54%之穩定水平，而去年同期則為51%。

其他收入

於半年期間，其他收入下降87%至5,750,000港元，而二零零八年同期則為44,157,000

港元。此下降主要由於(1)可供出售投資之利息收入減少18,592,000港元；(2)現金及
銀行結餘之利息收入減少9,483,000港元；及(3)過去每季產生利息收入約5,850,000

港元之60,000,000美元承兌票據，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到期。

出售及分銷成本

於半年期間，出售及分銷成本降至9,347,000港元，而二零零八年同期則為12,164,000

港元。此下降主要由於在半年期間銷售及市場推廣人員開支下降2,540,000港元所
致。

行政開支

於半年期間，行政開支減少43%至21,186,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37,120,000港
元。出現淨減少主要由於半年期間採取成本控制措施之成效所致。行政開支包括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確認之半年期間購股權開支1,776,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3,122,000港元）。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於半年期間，已就應收賬款作出1,08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290,000港元）之減值
虧損撥備，因本集團認為此等賬款乃無法收回。

其他開支

於半年期間，其他開支增加至2,403,000港元（二零零八年：零港元）。此增加主要由
於半年期間內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產生虧損2,403,000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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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於半年期間，本集團錄得所得稅開支439,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995,000港元。
半年期間之所得稅開支指所得稅撥備。

少數股東權益

於半年期間及去年同期之少數股東權益應佔溢利（虧損）為零港元。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於半年期間，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為5,494,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母公司
擁有人應佔溢利21,299,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為其經營業務提供資金。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持
續強勁，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股東資金為756,05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1,151,485,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總資產為791,908,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1,213,308,000港元），其中543,02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870,461,000港元）
為銀行結餘及現金，81,57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80,291,000港元）為持作買賣投
資，另外141,89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17,675,000港元）為可供出售投資。

資本架構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架構與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比較並
無變動。

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均無任何資產抵押。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相
等於債務淨額除以股東資金）為零。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有關對沖活動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貨幣資產及負債乃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算，故本集團被視
作僅有極低水平之匯率風險。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有
關對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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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公司董事已就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網上遊戲而可能引
致之稅項或然負債進行評估，並認為該稅項或然負債存在可能，並僅於稅務局裁
定來自該項出售之收益屬應課稅收益時方予確認。本公司董事根據現有資料認為
該稅項或然負債發生之可能性不大，因此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提撥稅項準備。如
計入有關稅項準備，半年期間之虧損將增加約110,000,000港元。

重大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於半年期間，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收購、出售或重大投資。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214名（二零零八年：230名）全職僱員，其
中8名（二零零八年：6名）於香港工作、160名（二零零八年：178名）於中國工作、
44名（二零零八年：43名）於新加坡工作、1名（二零零八年：2名）於泰國工作及1名
（二零零八年：1名）於馬來西亞工作。本集團已推出購股權計劃，以表揚僱員對本
集團發展所作之貢獻。有關計劃已經或將會因應市場情況變化及創業板上市規則
而不時作出修訂。

業務回顧

入門網站

儘管經濟環境極為嚴峻，惟憑藉擴大汽車及遊戲專門頻道的客戶基礎，入門網站
分部收益仍能持續錄得增長。除改善社區平台以刺激點擊率外，本集團於第二季
度亦推出兩個新頻道，即「母嬰頻道」及「占卜頻道」，藉以增加收益來源。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入門網站之營業額較上一季度增長1,000,000港元或
16%。於第二季度，本集團與多位主要客戶簽訂新的廣告及推廣協議，包括海爾、
北京現代、一汽馬自達、上海大眾汽車、佳能中國、IBM中國、歐萊雅中國、廣州
本田、廣州豐田、東風汽車、海馬汽車及英特爾中國等。

於五月，中華網在浙江省嘉興市主辦第二屆全國「網頁遊戲高峰論壇」。共有超過
100個網頁遊戲開發商及運營商出席，逾200家媒體廣泛報道今次盛況。會上，中華
網聯同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與中國遊戲工作委員會一同公佈年度調查結果，並向
國內最具人氣的網頁遊戲開發商及運營商，頒發多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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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華網於五月亦與浙江省嘉興市政府訂立合同，在市內運營「網頁遊戲孵化器」。
這是國內首個孵化器項目，提供全面支援，包括政府資助及政策支援，以推動國內
網頁遊戲業。

於四月，中華網在中國互聯網協會、人民日報網絡中心與中國國務院新聞辦舉辦
最高知名度的互聯網品牌評選活動中，榮獲「中國門戶網站十大品牌」及「北京奧運
最佳網站報道」等獎項。

媒體及旅遊

儘管現時全球經濟下滑，加上爆發H1N1流感，惟本集團的旅遊媒體分部TTG在第
二季依然持續錄得盈利。於第二季度，TTG在上海成功籌辦兩項旅遊貿易活動，分
別為中國（上海）國際獎勵旅遊及大會博覽會，以及國際商務旅遊（上海）論壇暨商
務技術展覽會，兩者均獲得踴躍支持。此外，TTG獲台灣觀光協會指定為官方媒體
夥伴，而TTG亦以媒體夥伴的身份，與其他國家旅遊協會展開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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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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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
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本公司所存置登記冊之權益，或
根據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條須另行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本公司

於普通股及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之好倉

  相關 權益性質╱ 佔權益之
董事姓名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所持地位 概約百分比
 附註(4) 附註(4)

錢果豐 142,900 450,000 個人╱實益 0.55%

林家禮 – – – –

汪安蓀 – – – –

李安國 – – – –

鄭來 – 37,875 公司 0.04%
   附註(3)

汪長禹 – 150,000 個人╱實益 0.14%

黃森捷 – 112,500 個人╱實益 0.11%

黃森捷 615,000 – 公司 0.57%
  （附註5）

葉克勇 85,400 – 公司 0.08%
   附註(1)

葉克勇 22,500 425,000 個人╱實益 0.42%

葉克勇 540,160 6,524,072 子女或配偶 6.59%
附註(10) 附註(9)及  之權益及

  附註(10) 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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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此等股份乃由Asia Internet Holdings Limited實益擁有，該公司由葉克勇先生擁有100%權益。

(2) 此等購股權乃由Asia Pacific On-Line Limited實益擁有，該公司由葉克勇先生之配偶及以葉先
生之配偶及其子女為受益人而設立之信託分別擁有50%權益。

(3) 此等購股權乃由SLC Management Consult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實益擁有，該公司由鄭來博
士擁有100%權益。

(4) 先前之股份數目及相關股份數目結餘（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前）已因應由股東於二零零
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正式批准將每40股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股本中每股
面值0.10港元現有普通股合併為一(1)股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4.00港元之合
併股份一事（「股份合併」）（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效）予以調整。股本面值已由每股
4.00港元削減至每股0.01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生效（「削減股本」）。削減股本已於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以特別決議案批准，並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
獲開曼群島大法院頒佈法院命令確認。

(5) 於半年期間，該等股份由Pan Asian Young Corporation Opportunities Fund, Ltd.購買及實益擁
有。Pan Asian Young Corporation Opportunities Fund, Ltd.由拿督黃森捷博士擁有100%之公司
Fine High Investments Limited擁有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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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前計劃、上市後計劃及二零零二年計劃可認購本公司普通股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之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附註(7) 附註(6) 附註(6)
  港元

錢果豐 二零零零年三月九日 75.20 250,000
 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 25.04 100,000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 25.20 100,000

汪長禹 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 25.04 50,000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 22.40 100,000

鄭來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11.00 37,500
   附註(8)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11.00 375

黃森捷 二零零零年三月九日 75.20 25,000
 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 25.04 62,500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 22.40 25,000

葉克勇 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 25.04 100,000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 25.20 100,000
 二零零六年一月三日 21.04 225,000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四日 17.80 5,983,912
   附註(9)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日 5.436 540,160
   附註(10)

附註：

(6) 在股份合併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效前，先前之購股權行使價及購股權數目結餘（二
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前）已予以調整。由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生效之削減股本，股本
面值已由每股4.00港元削減至每股0.01港元。

(7) 所有購股權可根據有關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於授出購股權日期後一年起計至授出購股權日期
後第十年結束期間內任何時間予以行使。授出購股權之代價為1.00港元。此等購股權（附註
(8)、附註(9)及附註(10)所載者除外）之歸屬期為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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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等購股權之歸屬期為三年。37,500份購股權之歸屬時間表如下：

－ 12,500份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歸屬
－ 12,500份購股權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歸屬
－ 12,500份購股權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歸屬

(9) 此等購股權乃授予Asia Pacific On-Line Limited，該公司由葉克勇先生之配偶及以葉先生之配
偶及其子女為受益人而設立之信託分別擁有50%權益。於股份合併前，授出239,356,507份購
股權一事已獲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而該等購股
權之數目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股份合併生效後調整為5,983,912份。

 有關購股權中108,798,412份（股份合併後：2,719,960份）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
七月一日之兩年內按季度歸屬，惟須受執行董事服務合約（「服務合約」）所載之條款及條件規
限，概列如下：

－ 12.5%之購股權由二零零六年十月一日起歸屬
－ 12.5%之購股權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歸屬
－ 12.5%之購股權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歸屬
－ 12.5%之購股權由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起歸屬
－ 12.5%之購股權由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起歸屬
－ 12.5%之購股權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歸屬
－ 12.5%之購股權由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起歸屬
－ 12.5%之購股權由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起歸屬

 在130,558,095份（股份合併後：3,263,952份）購股權當中，50%將根據服務合約所載條款及條
件於下文概述之其中一項事件發生時歸屬（發生日期將為該等購股權之歸屬日期），惟(i)葉克
勇先生於該等購股權之有關部分歸屬當日須仍然於本公司提供服務及(ii)服務合約並無因任
何原因被終止：

－ 事件1：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當局授出資產管理牌照或等同權利，允許本公司或其聯
屬公司或聯繫人士成立及管理一個或多個人民幣定值基金，而有關基金將投資於下列
者任何一項：a)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之「A」股；b)首次公開發售前之
「A」股；及c)可轉換貸款。就事件1而言，歸屬日期應為獲授牌照之日期。

－ 事件2：完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房地產發展項目，包括可供本公司及CDC Corporation

使用及出租予第三方之住宅及商業單位。就事件2而言，歸屬日期應為完成房地產發展
項目之日期，有關日期將由本公司董事會全權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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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日，本公司董事會議決向Asia Pacific On-Line Limited（「APOL」）授出
合共1,080,320份購股權，佔於授出日期（即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日）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不
超過1%。APOL由葉克勇先生之配偶及以葉先生之配偶及其子女為受益人而設立之信託分別
擁有50%權益。該等購股權乃作為葉先生根據服務合約提供服務之酬金，將由二零零八年十
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止一年內按季度歸屬。1,080,320份購股權之歸屬時間表如下：

－ 270,080份購股權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歸屬
－ 270,080份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歸屬
－ 270,080份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歸屬
－ 270,080份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歸屬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因應APOL行使1,080,320份購股權中之540,160份而向APOL發行
及配發540,160股本公司新普通股。

相聯法團

於CDC Corporation A類普通股及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之好倉

  相關 權益性質╱ 佔權益之
董事姓名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所持地位 概約百分比

錢果豐 1,023,773 355,000 個人╱實益 1.17%

林家禮 – 10,000 個人╱實益 0.01%

鄭來 – 92,000 公司 0.08%

   附註(2)

汪長禹 – 115,000 個人╱實益 0.10%

黃森捷 – 20,000 個人╱實益 0.02%

葉克勇 16,866,251 6,809,999 子女或配偶 20.01%

   之權益
附註(1)

葉克勇 – 190,000 個人╱實益 0.16%



26

附註：

(1) 11,987,253股A類普通股及6,809,999份可認購A類普通股之股票增值權╱購股權乃以Asia Pacific

On-Line Limited（「APOL」）之名義持有。APOL由葉克勇先生（「葉先生」）之配偶及以葉先生之
配偶及其子女為受益人而設立之信託分別擁有50%權益。4,878,998股A類普通股乃由葉先生
之配偶持有。

(2) 此等購股權乃由SLC Management Consult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實益擁有，該公司由鄭來博
士擁有100%權益。

根據CDC Corporation購股權計劃可認購CDC Corporation A類普通股之購股權╱股
票增值權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股票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購股權行使期間 行使價 增值權數目
   美元

錢果豐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至 6.8125 100,000
 十月十七日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六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一月九日至 4.2813 30,000
 一月九日 二零一一年一月八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二月九日至 6.1800 25,000
 十一月九日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八日 附註(1)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至 2.170 180,000
 九月十八日 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附註(1)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至 1.000 20,000
 三月十九日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林家禮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至 8.5100 10,000
 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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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股票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購股權行使期間 行使價 增值權數目
   美元

鄭來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至 1.2700 40,000
 十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註(1)

 二零零八年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1.2700 15,000
 十月二十九日  附註(1)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至 1.2000 2,000
 四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註(1)及附註(3)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八月四日至 1.2000 35,000
 五月四日 二零一六年五月三日 附註(1)及附註(4)

汪長禹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至 3.2100 90,000
 十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至 8.5200 25,000
 十二月十八日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註(1)

黃森捷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至 8.5100 20,000
 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註(1)

葉克勇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至 2.660 165,000*
 七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註(1)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至 0.8700 600,000*
 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附註(1)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至 0.8700 345,000*
 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至 0.8700 2,400,000*
 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0.8700 2,399,999*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至 0.8700 190,000
 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九日至 1.2900 900,000*
 十二月十九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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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此為根據二零零五年股份獎勵計劃授出可認購CDC Corporation之A類普通股之股票增值權。

(2)* 此等可認購CDC Corporation之A類普通股之購股權╱股票增值權乃授予Asia Pacific On-Line

Limited，該公司由葉克勇先生之配偶及以葉先生之配偶及其子女為受益人而設立之信託分別
擁有50%權益。

(3) 此為CDC Corporation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授出之股票增值權。該等2,000份股票增值權
中之10%於授出日期即時歸屬，而其他部份之歸屬時間則視乎CDC Corporation所協定達成里
程事項之時間而定。

(4) 此為CDC Corporation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授出之股票增值權。20,000份股票增值權於三年
內按季度歸屬，而其他15,000份股票增值權之歸屬時間則視乎CDC Corporation所協定達成里
程事項之時間而定。

於CD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前稱CDC Software Corporation）（「CDC 
Software」）之普通股及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之好倉

  相關 權益性質╱ 佔權益之
董事姓名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所持地位 概約百分比

錢果豐 – 25,000 個人╱實益 0.08%

汪長禹 – 20,000 個人╱實益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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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CDC Software購股權計劃可認購CDC Software普通股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之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購股權行使期間 行使價 股票增值權數目
   美元

錢果豐 二零零七年 首次公開發售之開始日期至 13.330 25,000

 二月十七日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汪長禹 二零零七年 首次公開發售之開始日期至 13.330 20,000

 二月十七日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於CDC Game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前稱CDC Games Corporation）（「CDC 
Games」）之普通股及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之好倉

  相關 權益性質╱ 佔權益之
董事姓名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所持地位 概約百分比

汪長禹 – 120,000 個人╱實益 0.40%

葉克勇 – 900,000 子女或配偶 3.00%

   之權益
   附註(1)

錢果豐 – 100,000 個人╱實益 0.33%

鄭來 – 45,000 個人╱實益 0.15%

附註：

(1) 此等可認購普通股之購股權乃以Asia Pacific On-Line Limited之名義持有，該公司由葉克勇先
生之配偶及以葉先生之配偶及其子女為受益人而設立之信託分別擁有50%權益。

(2) 該等購股權乃由SLC Management Consult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實益擁有，該公司由鄭來博
士擁有10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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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CDC Games購股權計劃可認購CDC Games普通股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之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購股權行使期間 行使價 股票增值權數目

美元

汪長禹 二零零八年 首次公開發售之開始日期至 2.570 120,000

 四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葉克勇 二零零八年 首次公開發售之開始日期至 2.570 150,000

 四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錢果豐 二零零八年 首次公開發售之開始日期至 2.570 50,000

 四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鄭來 二零零八年 首次公開發售之開始日期至 2.570 120,000

 四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
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
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例所述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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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以下公
司（並非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如下：

  相關 佔已發行
名稱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CDC Corporation 84,546,700 – 78.89%

China M Interactive (BVI) Limited 84,045,700 – 78.42%

Asia Pacific On-Line Limited 540,160 6,524,072 6.59%

China M Interactive (BVI) Limited乃chinadotcom Mobile Interactive Corporation之全
資附屬公司。chinadotcom Mobile Interactive Corporation為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CDC

Corporation之全資附屬公司。

Asia Pacific On-Line Limited乃由葉克勇先生（「葉先生」）之配偶及以葉先生之配偶
及其子女為受益人而設立之信託分別擁有50%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獲知任何其他人士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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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規定須向
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任何其他成
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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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上市前計劃

 購股權數目
   於 於半年 於半年 於半年 於
參與者 購股權之 購股權 二零零九年 期間 期間 期間 二零零九年
姓名或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一月一日 已授出 已行使 已失效 六月三十日
  港元

董事

錢果豐 二零零零年三月九日 75.200 250,000 – – – 250,000

黃森捷 二零零零年三月九日 75.200 25,000 – – – 25,000

其他合資格人士

合計 二零零零年三月九日 75.200 24,500 – – (17,000) 7,500

   299,500 – – (17,000) 282,500

上市後計劃

購股權數目
   於 於半年 於半年 於半年 於
參與者 購股權之 購股權 二零零九年 期間 期間 期間 二零零九年
姓名或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一月一日 已授出 已行使 已失效 六月三十日

港元

僱員

合計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20.720 20,899 – – (4,535) 16,364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日 11.440 3,751   (605) 3,146

其他合資格人士

合計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3.880 1,552 – – – 1,552

   26,202 – – (5,140) 2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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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計劃

 購股權數目
   於 於半年 於半年 於半年 於 緊接行使
參與者 購股權之 購股權 二零零九年 期間 期間 期間 二零零九年 日期前股份
姓名或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一月一日 已授出 已行使 已失效 六月三十日 之收市價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港元      港元

董事

錢果豐 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 25.040 100,000 – – – 100,000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 25.200 100,000 – – – 100,000

黃森捷 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 25.040 62,500 – – – 62,500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 22.400 25,000 – – – 25,000

葉克勇 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 25.040 100,000 – – – 100,000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 25.200 100,000 – – – 100,000
 二零零六年一月三日 21.040 225,000 – – – 225,000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四日 17.800 5,983,912 – – – 5,983,912

附註 (d)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日 5.436 1,080,320 – (540,160) – 540,160 3.010

 附註 (e)  附註 (e)

汪長禹 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 25.040 50,000 – – – 50,000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 22.400 100,000 – – – 100,000

方新附註(f)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 25.200 25,000 – – (25,000) –)

鄭來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11.000 37,500 – – – 37,500
附註 (g)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11.000 375 – – – 375

僱員

合計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6.840 807 – – – 807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28.640 1,614 – – – 1,614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5.360 1,291 – – (1,291) –
 二零零四年九月七日 20.400 2,294 – – (1,003) 1,291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1.120 4,198 – – (4,198) –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 22.400 65,000 – – (50,000) 15,000
 二零零六年一月三日 21.040 6,250 – – – 6,250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 17.160 11,250 – – (1,250) 1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17.760 12,500 – – (12,500) –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11.000 6,250 – – (6,250) –

其他合資格人士

合計 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 25.040 16,250 – – – 16,250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 22.400 48,750 – – – 48,750
 二零零六年一月三日 21.040 400,000 – – (125,000) 275,000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18.000 125,000  – – – 125,000

 附註 (h)

   8,691,061 – (540,160) (226,492) 7,92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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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概無授予董事、僱員及╱或其他合資格人士之購股權可於授出日期後
首十二個月內歸屬。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累計最多25%授予董事、僱員及╱或其他合資格人士之購股權可於授
出日期後第二個十二個月內歸屬。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累計最多50%授予董事、僱員及╱或其他合資格人士之購股權可於授
出日期後第三個十二個月內歸屬。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累計最多75%授予董事、僱員及╱或其他合資格人士之購股權可於授
出日期後第四個十二個月內歸屬。

累計100%授予董事、僱員及╱或其他合資格人士之購股權可於餘下購股權期限內歸屬。

(b) 購股權之行使價須在進行供股或發行紅股或本公司股本出現其他類似變動之情況下予以調
整。在股份合併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效前，上市前計劃、上市後計劃及二零零二年
計劃各自項下先前之購股權行使價及購股權數目結餘（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前）已予以
調整。由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生效之削減股本，股本面值已由每股4.00港元削減至每股
0.01港元。

(c) 所披露之本公司股份緊接購股權行使日期前當日之價格即緊接購股權行使日期前一個交易日
於聯交所之收市價。

(d) 有關歸屬期請參閱「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一
節附註(9)。

(e) 有關歸屬期請參閱「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一
節附註(10)。

(f) 於半年期間內辭任董事之職。

(g) 有關歸屬期請參閱「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一
節附註(8)。

(h) 125,000份購股權（股份合併前為5,000,000份）於三年期間內每三個月分期歸屬10,417份（股份
合併前為416,66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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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半年期間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競爭權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安國教授乃資訊科技發展之知名人士，彼並曾被委以多
間機構及公司之職位，包括顧問及董事，此等機構及公司從事研究發展資訊科技
的業務，故可能與本集團構成競爭。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並不知悉本公司任何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
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業務出現或可能出現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董事之證券交易

於半年期間，本公司並無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惟已應用創業
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有關證券買賣標準之原則（「交易必守標準」）。經向
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半年期間一直遵守或並不知悉
有任何不遵守交易必守標準之規定。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應用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守則條
文之原則，且信納本公司於半年期間內一直遵守守則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五日設立審核委員會，並確定其書面職權範圍，職
權範圍不比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中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者寬
鬆。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拿督黃森捷博士（委員會主席）、
汪長禹先生及林家禮博士。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監督管理層：(i)已經保持本公
司之會計政策及財務申報及披露慣例之可靠性及完整性；(ii)已經設立及持續進行
一套程序以確保本公司運作完善之內部監控制度；及(iii)已經設立及持續進行一套
程序以確保本公司符合所有適用法例、規例及公司政策。審核委員會已經審閱本
報告之草稿，並對此提供建議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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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宣佈，董事會已議決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00港元予於二零零九
年八月二十八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之股東。本公司擬於二零
零九年九月九日或以前向股東寄發有關中期股息之支票。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為派發中期股息，本公司將會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
日期間（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登記股份過戶。

為符合資格獲發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不遲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正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香港分處香港
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

號商舖）。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錢果豐博士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葉克勇先生、鄭來博士；非執行董事為錢果豐
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拿督黃森捷博士、汪長禹先生、林家禮博士、汪安蓀先生
及李安國教授。

本公告將於刊登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
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www.inc.china.com內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