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techpacific.com Limited
（亞科網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季度報告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市場（「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而設立之一個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
有過往盈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亦可能因其新興性
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之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該等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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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聯交所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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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上刊登。上市公司
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之人士應注意，彼等須閱
覽創業板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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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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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之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
供有關 techpacific.com Limited之資料。各董事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佈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
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內容產
生誤導；及 (3)本公佈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並以公平合理
之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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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techpacific.com Limited之資料

techpacific.com Limited（「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為亞洲科技企業之領
導金融財經服務供應商，其主要業務為尋找、資助及建設亞洲之科技企業。

本公司經營下列相輔相成的業務部門：－

‧ techpacific.com Corporate Finance為一間透過安排增值資金（由企業及機構投資者提
供），為亞洲科技公司提供資金之公司。techpacific.com Corporate Finance亦為策略顧
問，並為亞洲科技公司提供收購與合併、重組及企業財務顧問服務。

‧ techpacific.com Venture Capital管理 98,000,000美元創業資本基金。該基金投資於初創及
尚未發展成熟之亞洲企業。在該受管理之 98,000,000美元中，有 32,000,000美元屬於與
Softbank共同管理之香港特別行政區管理應用研究基金。

‧ 此外，techpacific.com Venture Capital亦負責管理小型培育中心及促進業務部– tp Labs。
該部門提供科技及其他增值服務，以及選擇性地投資於亞洲初創科技企業。

‧ 本集團於年初投資之附屬公司 Spike提供各式各樣的技術顧問、網頁技術及集成服
務，包括網頁設計及發展、系統集成、網絡管理、網上品牌開發及向主要亞洲及國
際企業提供電子實施解決方案。Spike之總部位於澳洲，惟於日本及香港亦設有辦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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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零年同期及上一季之未經審核比
較數字如下。有關數字包括 Spike之財務業績。Spike為本公司擁有大多數股權及控制權
之附屬公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收入 2 7,483 4,979 2,916 1,701
經營支出 (18,538) (3,902) (6,626) (1,580)

經營（虧損）／溢利 (11,055) 1,077 (3,710) 121

攤銷商譽 (3,416) － (1,769) －
投資減值撥備 (17,943) － (8,884) －
固定資產撇銷 (612) － (529) －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撥備 (342) － (342) －
攤佔聯營公司虧損 (360) (184) (34) (19)

除稅前（虧損）／溢利 (33,728) 893 (15,268) 102
稅項 3 － (28) － －

除稅後（虧損）／溢利 (33,728) 865 (15,268) 102
少數股東權益 3,286 (39) 975 2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30,442) 826 (14,293) 104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5 (1.222美仙) 0.041美仙 (0.571美仙) 0.004美仙

附註：

1. 呈報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一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其股份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七日在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市場上市。

於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時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國際會計準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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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原控股公司乃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根據於二零零零年三月進行之集團重組，本
公司成為本集團之最終控股公司。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包括利用合併會計基準編製本集團
現時旗下各公司之業績（假設本集團之現行架構於本公布所涵蓋期間或自彼等各自之註冊成立日
期以來（以較短者為準）內一直存在）。

集團內公司間之所有重大交易及結餘均已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抵銷。

2. 收入包括若干服務費用及利息收入。

3. 由於本集團或其任何聯營公司並無賺取任何須予支付利得稅之溢利，故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
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期間均無就利得稅作出撥備。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稅率計算。

4. 儲備變動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資本贖回儲備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一月一日 52,444 587 4,589 4,589 － －

發行股份 － 58,521 － － － －

股份發行開支 － (3,559) － － － －

資本化發行股份 － (2,095) － － － －

就收購一間附屬公司而發行
新股份所產生之增幅 － － 5,132 － － －

購回本身股份所產生之
增幅／（減幅） (26) － － － 2 －

於三月三十一日 52,418 53,454 9,721 4,589 2 －

購回本身股份所產生之
增幅／（減幅） (209) － － － 9 －

就收購一間附屬公司而發行
新股份所產生之減幅 － － (535) － － －

於六月三十日 52,209 53,454 9,186 4,589 11 －

股份發行開支 － (157) － － － －

就收購一間附屬公司而發行
新股份所產生之增幅 － － 22 － － －

於九月三十日 52,209 53,297 9,208 4,589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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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一月一日 (186) － (179) －

上市投資公平價值之減少 (626) (124) － －
綜合賬目時之匯兌差額減少 － － (491) －

於三月三十一日 (812) (124) (670) －

上市投資公平價值之增加 129 1,976 － －
綜合賬目時之匯兌差額增加 － － 185 －

於六月三十日 (683) 1,852 (485) －

上市投資公平價值之減少 (231) (1,861) － －
綜合賬目時之㶅兌差額減少 － － (222) －

於九月三十日 (914) (9) (707) －

5. 每 股（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按股東應佔虧損 30,442,397美元（二零零零
年﹕溢利 825,946美元）及加權平均股數 2,490,423,765股（二零零零年﹕2,040,493,975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按股東應佔虧損 14,292,775美元（二零零零
年﹕溢利 104,219美元）及加權平均股數 2,502,577,245股（二零零零年﹕2,399,677,245股）計算。

行使本公司所授購股權將會對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之每股虧損構成反
攤薄影響。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共有 103,932,283股可予行使之購股權。謹請注意，上述所有可
予行使之購股權現時為無價購股權。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零
年﹕無）。

業務回顧及前景

整體回顧

九一一事件不但帶來駭人聽聞的人命傷亡，更使已見放緩的全球經濟大幅增添不明朗
因素。此進一步加劇全球科技界之大幅調整。上述各項在亞洲之影響將會隨著時間之
推移更形明顯，所造成之影響包括進一步削減企業開支及推遲投資決定與新投資計劃。

就眼前來說，此等事項無疑已將市場情況對 techpacific.com業務構成的負面影響加劇。本
公司有需要就其向非上市科技公司所作之投資作出更大額的撥備，而來自進行中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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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融資交易之預期收入一直收取緩慢。儘管距離取得盈利之時間已較預期為快（見下
文），惟 Spike在第三季仍然錄得虧損。上述各項乃回顧期內錄得重大虧損之主要因素。

從正面的角度來看，企業融資工作之「渠道」一直穩定發展，而所取得較大型交易之數
目亦與日俱增。Spike之表現非常理想（特別是在現行市況下）；本季度之收入升近一倍
並繼續增加；成本受到嚴格控制及多名在澳洲與日本等地之新的世界級客戶選用 Spike。
我們相信，Spike已準備就緒，可望於二零零二年為本集團之業績作出重大的正面貢獻。

基金管理工作之收費在第三季有所減少，此乃由於其中一個基金之資產淨值減少所致。
然而，我們將繼續審慎投資，以於若干管理得宜之公司之估值處於歷史低位時從中獲
益。

本公司已合併位於香港之辦事處單位以減省成本及已削減員工開支。

本集團之財政狀況依然穩健，techpacific.com具有充足之現金結餘（ 22,600,000美金）及本
公司轄下基金尚有 68,000,000美元之資源仍未作投資。本公司並無任何借款及預計現金
數額將會大幅減少，相信主要是用於支援 Spike發展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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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較詳盡之業績分析：

techpacific.com techpacific.com
techpacific.com 綜合 綜合
（不包括 Spike） Spike （包括 Spike） （包括 Spike）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千美元） 第三季 第三季 第三季 第二季

收入 792 2,124 2,916 2,294
經營支出 (1,857) (3,669) (5,526) (5,633)

未計折舊、攤銷、撥備及撇賬／
撥回前之經營虧損 (1,065) (1,545) (2,610) (3,339)

攤銷商譽 (1,769) － (1,769) (988)
折舊 (150) (339) (489) (534)
撥回／（攤銷）知識產權 － 73 73 (108)
固定資產撇銷 (171) (358) (529) (83)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撥備 (342) － (342) －
於出售後撥回聯營公司虧損 － － － 156
呆賬（撥備）／撥回 (735) 51 (684) (914)
投資減值撥備 (8,884) － (8,884) (6,092)
攤佔聯營公司虧損 (82) 48 (34) (164)

除稅後虧損 (13,198) (2,070) (15,268) (12,066)
少數股東權益 127 848 975 1,525

股東應佔淨虧損 (13,071) (1,222) (14,293) (10,541)

投資減值撥備

於本季度內，本集團所持投資（包括 techpacific.com於其轄下基金之投資，惟不包括在 Spike
之 投 資 ）之 賬 面 值 額 外 減 少 8,900,000美 元。此 導 致 本 年 度 之 投 資 賬 面 值 合 共 降
低 17,900,000美元，佔原投資成本 81%。我們相信，我們在本季度及之前所作之撥備乃穩
妥地作出，並能全面反映因現行極端艱困情況所引致之減值。

在決定投資項目之任何賬面值減值時，本公司先行確定有關被投資公司在可見未來將
不會遇上持續經營問題及有關被投資公司乃錄得盈利之公司或已達致與本公司預先議
定之業務計劃所載之里程碑。倘本公司認為被投資公司出現持續經營問題，則將會按
最近期之估值（近期實際進行之集資活動所出現者）或按本公司之估計（包括同類公司
之估值）作出撥備。在若干被視為合適之情況下，本公司亦將考慮被投資公司之變現價
值。



– 8 –

展望

目前很難預料全球經濟活動之「嚴冬」及有關投資於科技公司之市場氣氛何時才告終。
我們的業務計劃及立場假定，有關情況於活動及估值大幅收復前，仍將維持一段頗長
的時間。

在現行情況下，本公司之策略仍為控制成本及減少現金流出與經營虧損，並尋求機會
鞏固本公司在亞洲之領導地位，作為專責向科技公司提供優質企業融資顧問及集資服
務之獨立供應商，以及專業的創業資本基金管理公司。

現時惡劣的市場情況締造了大量機會，使我們能以更合理的成本收購公司及招聘人才，
而此在過往多年是不大可能的。我們計劃選擇性地利用此等良機。本公司近期增聘了
兩名新員工，以補充我們的資本市場及集資業務之實能。此外，我們亦致力籌集一項新
基金，其特別針對亞洲科技界中估值過低之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兩者）而
設。

與此同時，我們亦擬利用現行市場及本公司高級管理隊伍之經驗與人際網絡，以拓展
企業融資諮詢業務至科技界以外之範疇。此舉旨在擴大及增加本公司之收入來源。就
此而言，我們已協議收購 Crosby Asia Holdings Ltd。該公司為一間以新加坡為基地之公司，
在企業融資及資產管理方面擁有既定的區內特權及聲譽。其將成為本公司擴大投資銀
行及基金管理服務種類與地區範疇之平台。

披露權益

(a)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之股份中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之股本中，擁有並須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 28
條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包括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 31條或附表第一部份被
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 29條須記於本公司按該條存置之
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0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i) 本 公司之股本權益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區偉賢 107,957,606 － － －
Ilyas Tariq Khan（附註 1及 2） 79,994,076 － 513,498,147 －
陳覺忠（附註 3） 207,805,852 16,097,387 － －
Max Carrol Chapman, Jr. 18,448,931 1,635,744 － －
袁天凡（附註 4） － － 929,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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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自二零零零年四月進行之初次公開招股起，TW Indus Ltd.持有 188,208,147股股份。Ilyas

Tariq Khan實益全資擁有 TW Indus Ltd.。

附註 2： 自二零零零年四月進行之初次公開招股起，ECK & Partners Limited持有 325,290,000股
股份。ECK & Partners Limited分別由 Ilyas Tariq Khan實益擁有 61.43%、由區偉賢實益擁
有 20%及由陳覺忠實益擁有 18.57%。

附註 3： 自二零零零年四月進行之初次公開招股起，Yuda Udomritthiruj 持有 16,097,387股股份。
Yuda Udomritthiruj乃陳覺忠之妻子，就披露權益條例而言，其股份因而計入陳覺忠持
有之股份內。

附註 4： 自二零零零年四月進行之初次公開招股起，Latlink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 929,400股股
份。Latlink Investments Limited由袁天凡實益擁有 50%權益及由其妻子實益擁有餘下 50%
權益。

(ii) 董 事購買本公司股份之權利

根據本公司首次公開售股前之僱員購股權計劃及首次公開售股後之僱員購股
權計劃，若干董事於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中擁有下列權益。購股權可自
生效日期之後一週年起計三年內行使。

董事姓名 生效日期 購股權股份 認購價

區偉賢 二零零零年一月三日 14,252,349 0.0251美元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5,111,700 0.0610美元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七日 464,700 1.050港元

Ilyas Tariq Khan 二零零零年一月三日 4,061,478 0.0251美元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15,102,750 0.0610美元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七日 2,788,200 1.050港元

陳覺忠 二零零零年一月三日 45,777,597 0.0251美元
附註 1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20,214,450 0.0610美元
附註 2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七日 15,335,100 1.050港元
附註 3

Max Carrol Chapman, Jr.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2,323,500 0.0610美元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2,323,500 1.05港元

袁天凡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4,647,000 1.05港元

附註 1： 包括由 Yuda Udomritthiruj擁有權益可以 0.0251美元之認購價行使之 2,323,500股購股權。
Yuda Udomritthiruj乃陳覺忠之妻子，就披露權益條例而言，其購股權因此計入陳覺忠
持有之購股權內。

附註 2： 包括由 Yuda Udomritthiruj擁有權益可以 0.0610美元之認購價行使之 1,394,100股購股權。

附註 3： 包括由 Yuda Udomritthiruj擁有權益可以 1.05港元之認購價行使之 929,400股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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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4﹕於回顧期間內，並無任何上述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

(iii) 於 本 公司之附屬公司 te chp a c if ic .c om  Ca p ita l L im ite d（前 稱「 te chp a c if ic .c om  Company

L im ite d」）之權益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區偉賢 3,000 － － －
Ilyas Tariq Khan（附註 1） 1 － 110,001 －
陳覺忠 30,000 － － －

附註 1： TW Indus Ltd.持有 110,001股 techpacific.com Company Limited股份。TW Indus Ltd.由 Ilyas Tariq

Khan實益全資擁有。

(b) 購股權

(i) 首 次公開售股前之僱員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在首次公開售股前之僱員購股權計劃（於一九九九
年七月二日獲 techpacific.com Capital Limited股東批准，並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
八日更新）項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可合共認購本公司每股面值 0.001美元之普
通股 350,648,679股，其已就 11,059,860股失效購股權（期內離職之兩名本公司僱
員獲授之購股權）作調整。在首次公開售股前之僱員購股權計劃項下授出及於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與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五
日刊發之售股章程第 224-230頁所披露者相同。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並無任何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僱員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獲行
使。

(ii) 購 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期內，本公司並無根據購股
權計劃（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三日獲本公司採納）授出任何購股權。於二零零一
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期內，並無任何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
購股權獲行使。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期內，七名本公司僱員離開
本公司，彼等合共持有 26,311,500股購股權。因此，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該等
購股權自該等僱員離職之日起即告失效。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 23.03(2)
條（附註 2），根據計劃條款失效之購股權將不會計作為須受 30%已發行股本之
計劃限額所限制之證券總數之部份。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可合共認購 140,119,585股本公司每
股面值 0.001美元普通股之購股權尚未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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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或其附屬
公司之董事及僱員概無獲授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各個購股權計劃主要條款之概要（包括據此授出之所有購股權詳情）載於本
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五日刊發之售股章程第 224-245頁。

(c) 主要股東及管理股東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下列各方持有本公司股份 10%或以上﹕

所持現行
已發行股份

之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或概約 或概約應佔

名稱 應佔股份數目 百分比 (%)

Ilyas Tariq Khan（附註 1及 4） 593,492,223 23.72
ECK & Partners Limited（附註 2及 4） 325,290,000 13.00
tekbanc.com Limited（附註 3及 4） 302,055,000 12.07

附註 1： Ilyas Tariq Khan之權益包括由 TW Indus Ltd.（由彼實益全資擁有）持有之 188,208,147股股份
及由 ECK & Partners Limited（由彼實益擁有 61.43%權益）持有之 325,290,000股股份。

附註 2： ECK & Partners Limited在 325,290,000股股份中持有直接權益。Ilyas Tariq Khan實益擁有 ECK &

Partners Limited股本之 61.43%權益。因此，Ilyas Tariq Khan亦於該 325,29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
益，該等權益已重複計算在 Ilyas Tariq Khan擁有權益之 593,492,223股股份之中。

附註 3﹕ tekbanc.com Limited乃 由 Kuwait Fund for Arab Economic Development全 資擁 有之 公 司，Kuwait
Fund for Arab Economic Development乃由科威特政府擁有之發展融資機構。

附註 4﹕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2,502,577,245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擁有
本公司股份 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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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證券之權益外，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
十日，本公司其他初期管理股東各自之持股量及在購股權下所持之股份詳情如
下：－

佔已發行股本 在購股權下之
股東 股份數目 百分比 股份數目

%

Jose Roy Hernandez Borromeo 84,651,027 3.38 17,961,550
Ali Jehangir Siddiqui* 53,238,950 2.13 6,425,820
Softbank Internet Fund 79,691,403 3.18 －
SOFTVEN NO.2 Investment
  Enterprise Partnership 40,954,011 1.64 －

* Ali Jehangir Siddiqui之 權 益包括由 StartupGroup Inc.擁 有 之 34,620,150股 股份。StartupGroup Inc.由 Ali

Jehangir Siddiqui實 益全資擁有。

(d) 保薦人

根據本公司之保薦人法國巴黎百富勤融資有限公司（「保薦人」）之通知，於二零
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保薦人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Yi Hua Assets
Limited（「Yi Hua」）持有 16,380,675股本公司股份。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保薦人或其董事或僱員或聯繫人士（參考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6.35條第 3項指引）概無於本公司之證券（包括購股權或可認購有關證券之權利）中
擁有任何權益。

根據本公司與保薦人訂立之協議，保薦人將就出任本公司之持續保薦人而於二零
零零年四月十七日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收取費用。

(e) 其他權益

董事並不知悉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或初期管理股東或彼等各
自之聯繫人士之任何業務或權益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1.04條之規定予以披露。

(f) 審 核委員會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23條之規定，本公司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20條及第
5.25條之規定（其明確交待審核委員會之職權及職責），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成立具有明確職權及職責範圍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成員包括徐耀華、
Max Carroll Chapman及區偉賢，其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管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程序及
內部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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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並無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區偉賢

香港，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六日

本公佈將由其上網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載於創業板網址的「最新公司公佈」一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