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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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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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板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上市之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
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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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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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頁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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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能閱覽創業板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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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據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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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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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公佈內表達之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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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入門網站營運維持顯著增長。以下為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之部分財務及業務摘要：

• 入門網站之營業額為9,000,000港元，較去年及上一季度分別上升29%及68%。

• TTG之營業額為23,000,000港元，較去年及上一季度分別上升43%及88%。

• 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為14,600,000港元，而二零零八年第一季及二零零七年
第二季則分別為6,700,000港元及3,800,000港元。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已宣派特別股息每股5 . 3 4港元，合共
577,100,000港元。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股東批准將每40

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普通股合併為一股每股
面值4.00港元之股份，有關股份合併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效。

• 資產負債狀況仍然強勁，現金、持作買賣投資及可供出售投資淨額約為
1,300,000,000港元。

設於中國之入門網站業務乃本集團之基石。於第二季度，此業務繼續取得教人鼓
舞之財務回報，此乃由於本集團之入門網站之品牌廣受認同、網上廣告增長迅速，
以及多個新頻道投入營運。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入門網站業
務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及上一季度分別增長29%及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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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先前所公佈，中國政府對醫療及藥品之網上廣告實施嚴格限制。有鑑於此，本
集團成功將重點從醫藥業轉移至汽車及其他專門頻道。憑藉不斷優化及創新之內
容，本集團之汽車頻道已於中國業內擠身領先地位，而吾等之視像平台以及汽車
用戶調查服務，均深受頂尖之汽車原設備製造商歡迎。於第二季度，吾等成功與
豐田、福特、上海通用汽車及米芝蓮等客戶締結夥伴關係，以進行廣告及推廣活
動。本集團亦取得合約，跟國內大型汽車協會「聯合汽車俱樂部」（UAA）攜手推廣
聯名卡及有關推廣活動。

預期其他頻道將在中國大行其道，而中華網之入門網站，早已成為此蓬勃市場之
前驅先路。本集團銳意利用創新互動平台之豐富內容，以及不斷升級的技術，以
鞏固業界翹楚之地位。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增加中華網之品牌價值及開發內容。在汽車頻道及其他頻道
成功的基礎上，吾等籌劃果斷而審慎地擴闊入門網站之收益來源，同時保持其長
足發展。

TTG於二零零八年第二季度持續表現理想，營業額較去年增長43%，而較上一季
度更增長達88%。營業額增長乃主要由商戶對商戶廣告銷售以及在中國主辦行業
旅遊活動所帶動。在上海主辦的兩個旅行交易展會「亞洲獎勵旅遊暨會議展覽」及
「中國商務旅遊暨科技展銷會」，均吸引到大量代表團出席。此外，TTG亦獲越南
政府授權，負責將於二零零九年一月舉行的東協旅遊貿易論壇(ATF)之展覽部份。

在派付577,000,000港元特別股息後，本集團仍保留1,300,000,000港元之現金、持
作買賣投資及可供出售投資。本集團坐擁雄厚資源，足以於中國及其他正在起飛
的亞洲市場，掌握各個策略性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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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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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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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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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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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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2 34,741 47,707 56,806 89,465

銷售成本  (16,680) (20,879) (28,095) (41,197)
     

毛利  18,061 26,828 28,711 48,268

其他收入  21,482 22,692 44,524 45,305

出售及分銷成本  (7,498) (12,935) (12,164) (24,693)

行政開支  (16,822) (27,839) (37,263) (59,191)

其他開支  (384) (5,259) (1,514) (10,31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
 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  – (678) – (2,093)
     

除稅前溢利（虧損）  14,839 2,809 22,294 (2,718)

所得稅（開支）撥回 5 (281) 104 (995) 633
     

期內溢利（虧損） 4 14,558 2,913 21,299 (2,085)
     

下列各項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14,558 3,848 21,299 154

 少數股東權益  – (935) – (2,239)
     

  14,558 2,913 21,299 (2,085)
     

每股盈利 6

 基本  13.36仙 3.51仙 19.55仙 0.14仙
     

 攤薄  13.36仙 3.48仙 19.55仙 0.1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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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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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9 8,593

 商譽  450 450

 可供出售投資  213,268 175,426

 應收票據  – 491,592
   

  220,637 676,061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8 25,300 23,85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582 13,697

 可供出售投資  78,504 341,471

 持作買賣投資  1,752 4,525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6,453 6,701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69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08,607 724,331
   

  1,129,198 1,115,272
   

總資產  1,349,835 1,791,333
   

股東資金及負債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 432,294 438,114

 儲備  732,265 1,302,966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  1,164,559 1,741,080

少數股東權益  – –
   

股東資金總額  1,164,559 1,74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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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37 12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12,532 10,66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21,973 22,010

 應付股息  128,308 –

 遞延收益  9,796 4,278

 稅項負債  2,571 4,760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8,702 8,417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257 –
   

  185,139 50,125
   

股東資金及負債總額  1,349,835 1,791,33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64,696 1,74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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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股份  投資重估 股本贖回   購股權   少數股東
 股本 溢價賬 商譽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金 匯兌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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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437,926 1,018,727 (31,193) (18,649) – 24,123 18,115 33,168 811,231 2,293,448 12,933 2,306,381
            

可供出售投資之重估逆差 – – – (3,379) – – – – – (3,379) – (3,379)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 – 774 – – 774 – 774
            

直接於股東資金確認之
 （開支）收入淨額 – – – (3,379) – – 774 – – (2,605) – (2,605)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 – 154 154 (2,239) (2,085)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撥回
 之投資重估儲備 – – – 280 – – – – – 280 – 280
            

期內已確認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3,099) – – 774 – 154 (2,171) (2,239) (4,410)
            

確認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
 之付款 – – – – – – – 11,963 – 11,963 – 11,963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之股份 298 1,106 – – – – – – – 1,404 – 1,404

行使購股權時轉移至股份
 溢價賬 – 703 – – – – – (703) – – – –

發行新股份之交易成本 – (2) – – – – – – – (2) – (2)

購回股份 (110) (427) – – 110 – – – (110) (537) – (537)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438,114 1,020,107 (31,193) (21,748) 110 24,123 18,889 44,428 811,275 2,304,105 10,694 2,31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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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股份  投資重估 股本贖回   購股權   少數股東
 股本 溢價賬 商譽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金 匯兌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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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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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4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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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 – 15,5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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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512)

期內溢利 – – – – – – – – 21,299 21,299 – 2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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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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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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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付股息 – (577,112) – – – – – – – (577,112) – (577,112)

購回股份 (5,820) (10,596) – – 5,820 – – – (5,820) (16,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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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6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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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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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2) (34,095)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240,141 208,565

來自（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37,880 (104,655)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增加淨額 274,159 69,815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724,331 681,059

匯兌變動影響淨額 10,117 771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008,607 75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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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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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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增值服務收益 7,393 50,418

互聯網及媒體 49,413 39,047
  

 56,806 8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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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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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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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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18 39,047 – 89,465

分部間銷售 – 4,200 (4,200) –
    

總額 50,418 43,247 (4,200) 89,465
    

業績
分部業績 (24,521) 1,532 – (22,989)
   

利息收入及未能分配其他
 企業收入    45,305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
 借貸之利息開支    (2,093)

未能分配企業開支    (22,941)
    

除稅前虧損    (2,718)

所得稅撥回    633
    

期內虧損    (2,085)
    

分部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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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流動 互聯網
 增值服務 及媒體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負債表

資產
分部資產 693,649 56,454 750,103

可供出售投資、持作買賣投資及
 未能分配企業資產   1,643,604
   

總資產   2,393,707
   

負債
分部負債 15,091 31,869 46,960

未能分配企業負債   31,948
   

總負債   78,908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乃位於中國、香港及新加坡。

下表乃按本集團之地區市場（不論服務來源）劃分之營業額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21,648 62,025

香港 123 293

新加坡 35,035 27,147
  

 56,806 8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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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內溢利（虧損）

本集團於期內之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2,213 3,688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列為其他開支） – 8,226

呆壞賬準備（列為其他開支） 1,290 2,130

核數師酬金 1,822 1,488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5,318 42,503

出售機器及設備之虧損（收益）（列為其他開支） 47 (42)

匯兌虧損淨額 8,255 1,587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收益（列為其他收入） (337) –

可供出售投資之利息收入（列為其他收入） (20,546) (18,436)

其他利息收入 (23,498) (26,869)
  

5.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半年期間及於二零零七年同期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
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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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
按該等國家當時適用之稅率計算。

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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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期內溢利 14,558 3,848 21,299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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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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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108,969 109,487 108,953 109,484

具攤薄潛力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 1,229 1 1,021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108,969 110,716 108,954 110,505
    

就計算每股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因應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效之本公司股份
合併予以調整。

7. 股息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已宣派特別股息每股5.34港元（二零零七年：無），合共
577,112,000港元。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半年期間及二零零七年同期之中期股息。

8. 應收賬款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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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8,618 21,824

91-120日 1,052 528

121-180日 1,874 1,404

超過180日 3,756 94
  

 25,300 2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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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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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7,521 6,460

91-120日 465 247

121-180日 129 252

超過180日 4,417 3,701
  

 12,532 10,660
  

10. 股本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
 股份數目 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每股面值4.0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250,000,000 1,000,000 25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期初╱年初 109,528,481 438,114 109,481,424 437,926

 購回股份 (1,455,050) (5,820) (27,500) (110)

 行使購股權 – – 74,557 298
    

 期終╱年終 108,073,431 432,294 109,528,481 438,114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股東已批准將每40股本公司股
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普通股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4.00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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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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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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0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2,659,000港元或37%。
營業額出現淨下降主要是由於(1)流動增值服務收益下降43,024,000港元；及(2)互
聯網及媒體業務之廣告收益增加10,365,000港元所致。

毛利率於半年期間內維持於51%之穩定水平，而去年同期則為54%。

其他收入

於半年期間，其他收入下降2%至44,524,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同期則為
45,305,000港元。此下降主要由於(1)長期可供出售投資之回報率提升，令可供出
售投資之利息收入增加2,110,000港元；(2)現金及銀行結餘之回報率下降，致使銀
行利息收入減少3,275,000港元；及(3)出售持作買賣投資錄得收益337,000港元。

出售及分銷成本

於半年期間，出售及分銷成本降至12,164,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同期則為
24,693,000港元。此下降主要由於在半年期間本集團之流動增值服務業務所產生
之市場推廣及宣傳開支下降10,132,000港元所致。

行政開支

於半年期間，行政開支減少37%至37,263,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59,191,000港
元。出現淨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半年期間縮減流動增值服務業務經營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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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000港
元（二零零七年：11,963,000港元）。

其他開支

於半年期間，其他開支減少8,800,000港元至1,514,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10,314,000港元。此減少主要由於無形資產攤銷開支及壞賬開支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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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於半年期間，本集團錄得所得稅開支995,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所得稅撥回
63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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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股東權益之應佔溢利為零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少數股東權益
應佔虧損2,239,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同期少數股東權益之應佔虧損指少數股東
權益應佔本集團流動增值服務業務分部之虧損。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於半年期間，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為21,299,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15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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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股東資金為1,164,559,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1,741,08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總資產為1,349,835,000港元（二
零零七年：1,791,333,000港元），其中1,008,607,000港元（二零零七年：724,331,000

港元）為銀行結餘及現金，1,752,000港元（二零零七年：4,525,000港元）為持作買
賣投資，另外291,772,000港元（二零零七年：516,897,000港元）為可供出售投資。

資本架構

除於半年期間悉數償還468,000,000港元（60,000,000美元）之本集團承兌票據外，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架構與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比較並
無變動。

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資產抵押（二零零七年：無）。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相等於債務淨額除以股東資金）
為零（二零零七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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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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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將減少約110,000,000港元。

重大收購及重大投資

於半年期間，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收購或重大投資。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260名（二零零七年：364名）全職僱員，其
中6名（二零零七年：8名）於香港工作、207名（二零零七年：315名）於中國工作及
47名（二零零七年：41名）於新加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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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門網站業務為本集團之起源。受惠於本集團入門網站之品牌廣受認同，加上中
國內地之網上廣告以及其他頻道營運迅速增長，本集團入門網站業務持續為投資
者取得教人鼓舞之財務回報。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汽車及其他頻道，務求成為中
國領先之專門媒體。

於二零零八年第二季度，本集團入門網站業務之收益較去年增長29%，較上一季
度更增長68%。收益增長主要由於品牌價值上升、與更多行業領袖締結策略夥伴
關係，以及在汽車及其他專門頻道取得可喜之收益增長。而隨著北京奧運舉行在
即，本集團之奧運頻道亦吸引到大量廣告。

如先前所公佈，中國政府對醫療及藥品之網上廣告實施嚴格限制。該等措施已對
入門網站之廣告收益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為將政府此項新政策對收益造成之不利
影響減至最低，吾等已成功將重點從醫藥業轉移至汽車及其他頻道。憑藉不斷優
化及創新之內容，本集團之汽車頻道已擠身為中國業內首屈一指之網上媒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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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展示新車型號之先進視像平台，亦為有關汽車用戶習慣模式之一級市場調查
服務供應商。於第二季度，吾等已成功與聲名顯赫之汽車客戶（例如豐田、福特、
上海通用汽車及米芝蓮）締結夥伴關係，以進行廣告及推廣活動。

隨著中國互聯網滲透率不斷提升，且發展愈趨成熟，吾等已將作為網上社群一分
子，確認為一個新賣點。於二零零八年第二季度，中華網入門網站為首個報道有
線新聞網絡對西藏動亂作出偏頗報道之網上媒體，中央電視及鳳凰衛視等多個頂
尖媒體，亦相繼引述吾等之報道。吾等預期，作為網上社群領導者之定位，將為
中華網入門網站開拓新的收益來源。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增加中華網之品牌價值及開發內容。除物色新的收益來源外，
吾等亦將繼續致力改善汽車及其他頻道，務求使之成為國內一個專業入門網站。
本集團相信，此一策略加上多項新的銷售計劃，將有助營業額於未來季度維持持
續增長。

流動增值服務

誠如先前之公佈所述，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注意到中國移動（「CMCC」）夢網
平台所有訂購服務之政策變動，對本集團流動增值服務之訂購服務構成影響。是
項變動乃根據中國信息產業部之政策指示而實行，旨在滿足業界期望，包括減少
客戶投訴、提高客戶滿意程度及推動流動增值服務行業及CMCC夢網之穩健發展。

由於此項政策之長期及對業界的廣泛影響，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
本集團之流動增值服務總收益較去年下降89%，較上一季亦下跌38%。於第二季度，
短訊服務及彩訊服務繼續成為此分部之主要收益來源，分別佔流動增值服務總收
益之69%及19%，剩餘部分則主要來自無線應用程式及互動式語音增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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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流動增值服務行業之監管環境持續困難，加上並無合理實例證明本集團流動
增值服務業務可於預見將來轉虧為盈，故一如先前所公佈，本集團正不斷縮減流
動增值服務之大部分業務經營，僅保留少量資源以迎合中國3G之來臨。

媒體及旅遊

TTG於二零零八年第二季度持續表現理想，營業額已超過預期目標19%。於二零
零八年第二季度，營業額較去年增長43%，而較上一季度更增長達88%。營業額增
長乃歸因於商戶對商戶廣告銷售以及廣告項目持續改善，加上在中國上海主辦旅
遊活動所致。

於第二季度，TTG在上海主辦兩個旅行交易展會「亞洲獎勵旅遊暨會議展覽」及「中
國商務旅遊暨科技展銷會」，吸引到大量代表團出席。TTG於本季度取得佳績之
其他活動包括出版《新加坡熱賣會官方指南》(Official Great Singapore Sale Guide)、
主辦「TTG China旅遊大獎」，以及為菲律賓旅遊局印製「Zaragoza Project」。此外，
吾等分別榮獲台灣觀光協會及越南國家旅遊局指定為其旅行交易展會之媒體夥伴，
亦堪為本季度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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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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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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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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

謝國安 – 62,500 個人╱實益 0.06%

方新 – 25,000 個人╱實益 0.02%

林家禮 – – – –

汪安蓀 – – – –

鄭來 – 37,875 公司 0.03%

   附註(3)  

汪長禹 – 150,000 個人╱實益 0.14%

黃森捷 – 112,500 個人╱實益 0.10%

葉克勇 85,400 – 公司 0.08%

   附註(1)  

葉克勇 22,500 425,000 個人╱實益 0.41%

葉克勇 – 5,983,912 子女或配偶 5.46%

   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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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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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購股權由SLC Management Consult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實益擁有，該公司由鄭來博士
擁有100%權益。

(4) 股份數目及相關股份數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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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及二零零二年購股
權計劃可認購本公司普通股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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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註(5) 附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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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國安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 22.40 62,500

方新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 25.2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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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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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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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註(5) 附註(5)

  港元

鄭來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11.00 37,500

   附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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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註：

(5)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行使價及購股權數目已因應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二十七日生效之股份合併予以調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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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及附註(8)所載者除外）之歸屬期為四年。

(7) 此等購股權之歸屬期為三年。

(8) 此等購股權乃授予Asia Pacific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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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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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購股權中2,719,960份（股份合併前：108,798,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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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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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3,952份（股份合併前：130,558,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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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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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773 155,000 個人╱實益 1.00%

方新 – 70,000 個人╱實益 0.06%

林家禮 – 10,000 個人╱實益 0.01%

汪安蓀 – – – –

鄭來 – 40,000 公司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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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2,649 5,744,999 子女或配偶 19.02%

   之權益
   附註(1)

葉克勇 – 90,000 個人╱實益 0.08%

附註：

(1) 11,987,253股A類普通股及5,744,999份購股權乃由Asia Pacific Online Limited（「AP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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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5,396股A類普通股由葉先生之配偶持有。

(2) 此等購股權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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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ion購股權計劃可認購CDC Corporation A類普通股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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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新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 3.3000 70,000

 十一月十六日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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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來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四日至 3.9900 15,000

 一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註(1)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至 4.1600 25,000

 一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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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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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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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克勇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二日至 3.3750 60,000

 六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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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至 4.9500 200,000*

 六月三日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至 5.1600 100,000*

 六月十六日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至 3.2100 45,000*

 十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至 3.2200 600,000*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二日至 3.9900 2,400,000*

 四月十二日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附註(2) 3.9900 2,399,999*

 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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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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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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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CDC Software Corpor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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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克勇 – 330,000 子女或配偶 1.10%

   之權益
   附註(1)

附註：

(1) 此等可認購普通股之購股權乃以Asia Pacific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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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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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CDC Software Corporation購股權計劃可認購CDC Software Corporation普通股
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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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數目
   美元

錢果豐 二零零七年 CDC Software Corporation 13.33 25,000

 二月十七日 首次公開發售之開始日期至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汪長禹 二零零七年 CDC Software Corporation 13.33 20,000

 二月十七日 首次公開發售之開始日期至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葉克勇 二零零七年 CDC Software Corporation 13.33 330,000

 二月十七日 首次公開發售之開始日期至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於CDC Games Corpor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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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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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此等可認購普通股之購股權乃以Asia Pacific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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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CDC Games Corporation購股權計劃可認購CDC Games Corporation普通股之購
股權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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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數目
   美元

汪長禹 二零零七年 CDC Games Corporation 4.50 120,000

 二月十七日 首次公開發售之開始日期至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葉克勇 二零零七年 CDC Games Corporation 4.50 900,000

 二月十七日 首次公開發售之開始日期至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錢果豐 二零零八年 CDC Games Corporation 2.57 100,000

 四月二十一日 首次公開發售之開始日期至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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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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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須記入本公司所存置登記冊之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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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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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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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M Interactive (BVI) Limited 84,045,700
#
 – 76.73%

Asia Pacific Online Limited – 5,983,912
#
 5.46%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股份合併生效後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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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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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上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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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開發售前之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數目
 

 股份合併前 股份合併後
  

  股份     於  於
  合併前之 於 於半年 於半年 於半年 二零零八年 經調整之 二零零八年
參與者 購股權之 購股權 二零零八年 期間 期間 期間 六月 購股權 六月三十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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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日 行使價 經調整結餘
 附註(a) 附註(b)      附註(b) 附註(b)

  港元      港元

董事

錢果豐 二零零零年 1.880 10,000,000 – – – 10,000,000 75.20 250,000

 三月九日

黃森捷 二零零零年 1.880 1,000,000 – – – 1,000,000 75.20 25,000

 三月九日

僱員

合計 – – – – – – – – –

其他合資格
 人士

合計 二零零零年 1.880 980,000 – – – 980,000 75.20 24,500

 三月九日
         

   11,980,000 – – – 11,980,000  2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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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發售後之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數目
 

 股份合併前 股份合併後
  

  股份     於  於
  合併前之 於 於半年 於半年 於半年 二零零八年 經調整之 二零零八年
參與者 購股權之 購股權 二零零八年 期間 期間 期間 六月 購股權 六月三十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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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日 行使價 經調整結餘
 附註(a) 附註(b)      附註(b) 附註(b)

  港元      港元

董事

無 – – – – – – – – –

僱員

合計 二零零零年 0.518 1,050,620 – – (129,160) 921,460 20.72 23,031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零零一年 0.286 166,312 – – (16,146) 150,166 11.44 3,751

 四月十日

其他合資格
 人士

合計 二零零二年 0.347 62,080 – – – 62,080 13.88 1,552

 二月二十八日
         

   1,279,012 – – (145,306) 1,133,706  2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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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數目
 

 股份合併前 股份合併後
  

  股份     於  於
  合併前之 於 於半年 於半年 於半年 二零零八年 經調整之 二零零八年
參與者 購股權之 購股權 二零零八年 期間 期間 期間 六月 購股權 六月三十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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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日 行使價 經調整結餘
 附註(a) 附註(b)      附註(b) 附註(b)

  港元      港元

董事

錢果豐 二零零三年 0.626 4,000,000 – – – 4,000,000 25.04 100,000

 六月五日
 二零零五年 0.630 4,000,000 – – – 4,000,000 25.20 100,000

 十月十日

黃森捷 二零零三年 0.626 2,500,000 – – – 2,500,000 25.04 62,500

 六月五日
 二零零五年 0.560 1,000,000 – – – 1,000,000 22.40 25,000

 九月十五日

葉克勇 二零零三年 0.626 4,000,000 – – – 4,000,000 25.04 100,000

 六月五日
 二零零五年 0.630 4,000,000 – – – 4,000,000 25.20 100,000

 十月十日
 二零零六年 0.526 9,000,000 – – – 9,000,000 21.04 225,000

 一月三日
 二零零六年 0.445 239,356,507 – – – 239,356,507 17.08 5,983,912

 八月十四日      附註(c)  附註(c)

汪長禹 二零零三年 0.626 2,000,000 – – – 2,000,000 25.04 50,000

 六月五日
 二零零五年 0.560 4,000,000 – – – 4,000,000 22.40 100,000

 九月十五日

謝國安 二零零五年 0.560 2,500,000 – – – 2,500,000 22.40 62,500

 九月十五日

方新 二零零五年 0.630 1,000,000 – – – 1,000,000 25.20 25,000

 十月十日

陳曉薇 二零零五年 0.560 4,000,000 – – (4,000,000) – – –

 九月十五日 

 二零零六年 0.526 11,200,000 – – (11,200,000) – – –

 一月三日
 二零零六年 0.460 7,500,000 – – (7,500,000) – – –

 七月一日

鄭來 二零零八年 0.275 – 1,515,000 – – 1,515,000 11.00 37,875

 三月二十六日   附註(d)及(e)     附註(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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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數目
 

 股份合併前 股份合併後
  

  股份     於  於
  合併前之 於 於半年 於半年 於半年 二零零八年 經調整之 二零零八年
參與者 購股權之 購股權 二零零八年 期間 期間 期間 六月 購股權 六月三十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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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日 行使價 經調整結餘
 附註(a) 附註(b)      附註(b) 附註(b)

  港元      港元

僱員

合計 二零零三年 0.171 32,290 – – – 32,290 6.84 807

 二月二十四日
 二零零三年 0.716 64,580 – – – 64,580 28.64 1,614

 五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三年 0.634 103,320 – – – 103,320 25.36 2,582

 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四年 0.510 169,285 – – (77,500) 91,785 20.40 2,294

 九月七日
 二零零四年 0.528 245,420 – – – 245,420 21.12 6,135

 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零零五年 0.560 8,025,000 – – (2,625,000) 5,400,000 22.40 135,000

 九月十五日
 二零零六年 0.526 1,250,000 – – (1,000,000) 250,000 21.04 6,250

 一月三日
 二零零七年 0.429 3,450,000 – – (2,200,000) 1,250,000 17.16 31,250

 十月二日
 二零零七年 0.444 500,000 – – – 500,000 17.76 12,500

 十一月十三日
 二零零八年 0.275 – 350,000 – (100,000) 250,000 11.00 6,250

 三月二十六日   附註(d)

其他合資格
 人士

合計 二零零三年 0.716 90,420 – – – 90,420 28.64 2,260

 五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三年 0.626 1,400,000 – – (750,000) 650,000 25.04 16,250

 六月五日
 二零零五年 0.560 4,325,000 – – (2,375,000) 1,950,000 22.40 48,750

 九月十五日
 二零零六年 0.526 16,187,500 – – (187,500) 16,000,000 21.04 400,000

 一月三日
 二零零六年 0.450 5,000,000 – – – 5,000,000 18.00 125,000

 八月二十五日      附註(f)  附註(f)
         

   340,899,322 1,865,000 – 32,015,000 310,749,322  7,76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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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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進行供股或發行紅股或本公司股本出現其他類似變動，購股權之行使價可予調整。根據
首次公開發售前之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後之購股權計劃及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
已因應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效之40合1股份合併對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
使之購股權之行使價及數目予以調整。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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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本公司股份於緊接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即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之價格為0.275港元，即
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一個交易日於聯交所之收市價。

(e)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授出之1,515,000份購股權（股份合併後調整為37,875份）中，
15,000份（股份合併後調整為375份）之歸屬期為四年，其餘1,500,000份（股份合併後調整為
37,500份）之歸屬期為三年。

(f) 該等購股權可於三年期間內以每三個月平均分期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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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效之40合1股份合併前，本公司以總金額16,343,580
港元（已扣除交易成本）於聯交所購回合共58,202,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董事相信，
有關購回將提升本公司每股資產淨值及╱或其每股盈利，並將對本公司及本公司
之股東有利。購回股份詳情如下：

 每股購回價
購回日期 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四日 96,000 0.310 –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八日 150,000 0.310 0.300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九日 470,000 0.315 –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 200,000 0.320 0.315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150,000 0.315 –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1,100,000 0.275 0.265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1,110,000 0.275 0.265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200,000 0.270 –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102,000 0.285 0.275
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1,000,000 0.285 –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日 256,000 0.290 0.285
二零零八年四月七日 1,000,000 0.300 –
二零零八年四月八日 970,000 0.300 0.295
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 3,782,000 0.300 0.290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 1,000,000 0.305 0.295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 750,000 0.305 0.300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 2,714,000 0.300 0.295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 1,862,000 0.300 0.290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 2,000,000 0.300 –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七日 734,000 0.300 –
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 1,326,000 0.285 –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日 500,000 0.280 –
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 1,808,000 0.265 0.260
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 2,690,000 0.275 0.265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 2,608,000 0.270 0.265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 2,722,000 0.270 0.260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 1,500,000 0.265 –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 2,938,000 0.275 0.265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 1,250,000 0.275 –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七日 2,426,000 0.275 0.270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八日 1,700,000 0.275 0.270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 1,940,000 0.275 0.270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 3,466,000 0.280 0.270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3,050,000 0.280 0.270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2,160,000 0.280 0.275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1,832,000 0.280 –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4,640,000 0.285 0.280
 

 58,2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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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份合併後直至二零零八年七月四日，本公司以總金額528,355港元（已扣除交
易成本）於聯交所進一步購回合共40,950股本公司經合併普通股。董事相信，有關
進一步購回將提升本公司每股資產淨值及╱或其每股盈利，並將對本公司及本公
司之股東有利。購回股份詳情如下：

 每股購回價
購回日期 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二零零八年七月四日 40,950 12.92 12.90
 

 40,950
 

所購回之股份均已被註銷。

競爭權益

現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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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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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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包括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拿督黃森捷（委員會主席）、汪長禹
先生、謝國安先生及林家禮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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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錢果豐博士

香港，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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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新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拿督黃森捷、汪長禹先生、謝國安先生、
林家禮博士及汪安蓀先生。

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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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