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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O FINANCIAL GROUP LIMITED 

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票編號股票編號股票編號股票編號：：：：8888340340340340））））     
截至二零零八年截至二零零八年截至二零零八年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日止年度一日止年度一日止年度之之之之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業績公告業績公告業績公告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的特色的特色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創業板的定位創業板的定位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

上市的市場上市的市場上市的市場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

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資資資

深深深深投資者投資者投資者投資者。。。。    

    

由由由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

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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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各董事（「董

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部責任）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

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關於本公司的資料。董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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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告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告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3)本公告內表達的一切意見

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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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營業額約為港幣

14,100,000元(二零零七年：約港幣32,700,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下降約56.88%。 

 

�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應佔溢利為港

幣781,000元（二零零七年：約港幣19,000,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下降約95.9%。 

 

�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為約0.13港仙。（二

零零七年：約每股3.4港仙） 

 

�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0.078港仙（二零零七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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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業績及其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14,10414,10414,10414,104     32,681 其他收益 5 43434343    297 經營開支  (13,236)(13,236)(13,236)(13,236)    (9,985)        除稅前溢利 6 911911911911    22,993 所得稅 7 (130)(130)(130)(130)    (3,977)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781781781781    19,016        應付本公司股本持有人股息       本年度應佔： 8      年內已宣派中期股息  ----    19,000 結算日後擬派末期股息  500500500500    -       500500500500     19,000        每股盈利 9   – 基本及攤薄  0.13 港仙 3.40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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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478478478478    483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714714714714    642 應退稅項   325325325325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0,22130,22130,22130,221    29,149          31,26031,26031,26031,260    29,791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計開支   197197197197    70 應付股息   ----    14,000 應納稅項  132132132132    3,763          329329329329    17,833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30,93130,93130,93130,931    11,958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31,40931,40931,40931,409    12,441        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           股本   6,4006,4006,4006,400    10,000 儲備  25,00925,00925,00925,009    2,441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31,40931,40931,40931,409    1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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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綜合權益變動表綜合權益變動表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附註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千港元 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    千港元 合併儲備合併儲備合併儲備合併儲備    千港元 保留溢利保留溢利保留溢利保留溢利    千港元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的結餘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的結餘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的結餘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10,000 - - 2,425 12,425 二零零七年權益變動二零零七年權益變動二零零七年權益變動二零零七年權益變動：：：：          年度溢利   - - - 19,016 19,016 本年度已宣派股息 8 - - - (19,000) (19,000)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於二零零八年及於二零零八年及於二零零八年及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的結餘一月一日的結餘一月一日的結餘一月一日的結餘     10,000 - - 2,441 12,441 二零零八年權益變動二零零八年權益變動二零零八年權益變動二零零八年權益變動：：：：    年度溢利 重組產生  資本化發行 根據配售及公開發售發行股份  股份發行開支 
    - (9,900) 5,500 800  - 

 - - (5,500) 19,200  (1,813) 
 - 9,900 - -  - 

 781 - - -  - 
 781 - - 20,000  (1,813)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結餘        6,4006,4006,4006,400    11,88711,88711,88711,887    9,9009,9009,9009,900    3,2223,2223,2223,222    31,40931,40931,4093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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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1.1.1. 公司背景及編製基準公司背景及編製基準公司背景及編製基準公司背景及編製基準    

    

(a)(a)(a)(a) 本公本公本公本公司及重組司及重組司及重組司及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日根據開曼群島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3

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完

成重組（「重組」）以合理調整本集團的架構，據此，本公司成為本集團

現時組成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本公司的股份自二零零八月五月二十日起

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b)(b)(b)(b)呈列基準呈列基準呈列基準呈列基準    

 

由於參與重組的所有實體於重組前後均受同一組最終權益持有人控制，控

制權益持有人因而持續承受相關風險及溢利，故本集團於重組後被視為持

續經營實體。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指引第5號

「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法」按合併會計法基準編製，猶如本集團一直

存在。 

 

受共同控制的實體或企業的業務合併指參與業務合併的所有實體或企業於

業務合併前後均受相同人士的最終及非臨時控制的業務合併。受共同控制

實體的業務合併採用合併會計法編製財務資料。於採用合併會計法時，合

併實體或企業就合併共同控制權的報告期間及所披露任何可比較期間的財

務報表項目併入有關合併實體的綜合財務報表，猶如自該等合併實體或企

業首次受控制人士控制日期起已進行合併。 

 

合併公司的資產淨值按控制權益持有人的現有賬面值綜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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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公司背景及編製基準公司背景及編製基準公司背景及編製基準公司背景及編製基準（續） 

 

(b) 呈列基準呈列基準呈列基準呈列基準（續）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業績包括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各自註冊成立日期起（以較短期間為

准）錄得的業績，猶如本集團的現有架構已於該兩個呈報年度內存在。於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為本集團現時組成公司於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資產負債表。所有重大集團間交易及結餘

已於合併賬目時對銷。本公司董事認為，按上述基準編製的綜合財務報表

公允呈列本集團的整體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是按照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詞彙包括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個別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而編製。該等財務

報表亦符合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涵括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編製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基準。編製符合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可影響政策應用及資產、負債、

收入及開支呈報金額的判斷、估計和假設。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乃基於以

往經驗及相信於有關情況下屬合理的多項其他因素，而有關結果乃作為就

該等不可基於其他資料來源而顯易地得出的資產及負債賬面值的判斷基

準。實際的結果可能會與此等估計不同 

 

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持續檢討。若會計假設的修訂僅影響作出修訂的期

間，將會於該期間確認；若修訂影響當期及未來期間，則會於作出修訂及

其後期間確認。 

 

2222....會計政策變更會計政策變更會計政策變更會計政策變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以下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的新詮釋及修訂：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2號「服務特許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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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會計政策變更會計政策變更會計政策變更會計政策變更（續）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 對界定福利資產的限制、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的相互關係」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 金融資產的重新分類」 
 

由於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變動與本集團已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或與本集團

及本公司的業務並無關聯，故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變動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並無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3.3.3.3.分部申報分部申報分部申報分部申報    

 

分部是指本公司內可明顯劃分，並且負責提供產品或服務（業務分部），或在

特定的經濟環境中提供產品或服務（地區分部），而所涉及的風險和回報均與

其他分部有別的組成部分。 

 

本集團經營單一業務分部，即在香港提供金融服務。因此，本集團並無呈列分

部分析。 

 

4.4.4.4.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本集團的主要活動是在香港提供金融服務。營業額指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香港從提供金融服務所獲得的收益。 

 

5.5.5.5. 其他收益其他收益其他收益其他收益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總額  銀行利息收入         43434343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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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除稅前經營溢利除稅前經營溢利除稅前經營溢利除稅前經營溢利    

    

除稅前經營溢利乃於扣除下列後達致：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a)   職員成本職員成本職員成本職員成本：：：：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薪金及其他福利         99999999    7,2147,2147,2147,214      80 5,012      7,3137,3137,3137,313     5,092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b)   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折舊 有關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         190190190190    47474747    2,1342,1342,1342,134      70 56 1,079 
 

7.7.7.7. 綜合收益表內的所得稅綜合收益表內的所得稅綜合收益表內的所得稅綜合收益表內的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內的稅項指：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即期稅項即期稅項即期稅項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    年度撥備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55155155155    (25)(25)(25)(25)      3,977 -      130130130130     3,977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香港政府宣佈自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起，將利得稅稅率由17.5%調減至16.5%，有關稅率適用於本集團於香港的營運

業務。有關稅率調減於編製本集團及本公司二零零八年財務報表時已考慮在

內。因此，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就本年

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零七年：17.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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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本年度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年內已宣派股息（附註）     ----     19,000  結算日後擬派末期股息每股0.078港仙（二零零七年：零港元）     500500500500     -      500500500500     19,000 
 附註: 根據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大唐域高融資有限公司（「域高融資」）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所通過的決議案，域高融資當時各有關股東獲宣派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息19,000,000港元。有關股息中5,000,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其餘 14,000,000港元亦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償付。 
 

於結算日，結算日後擬派末期股息尚未確認為負債，並須於即將舉行的股東大

會上取得股東的批准。 

    

9999. . . .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a)a)a)a)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乃以年內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781,000港元

（ 二零零七年：19,016,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590,601,092股（二零零七年：560,000,000股）為依據，現計算如下：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二零零七年 股份數目  於一月一日的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成立本公司時發行的股份 因重組發行股份 資本化發行 因配售及公開發售發行股份的影響 
    560,000,000560,000,000560,000,000560,000,000    ----    ----    ----    30,601,09230,601,09230,601,09230,601,092    

 - 100 9,999,900 550,000,000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590,601,092590,601,092590,601,092590,601,092     5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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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 . .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續續續續））））    

    

a)a)a)a)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續）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為本公司

股份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在聯交所上市前的已發行股份560,000,000

股，猶如該等股份於上述整個年度已經發行。 

 

b)b)b)b)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具有潛在攤薄

影響的已發行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0101010. .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貿易款項已計入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於結算日的賬齢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即期     72727272     - 
 

應收貿易款項於開立賬單日期起計60日的信貸期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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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著次按危機爆發，主要金融機構

破產，全球股市銳挫以及全球流動性緊縮，全球經濟陷入嚴重低迷。於回顧年

度，在聯交所上市的證券總市值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跌至約102,988

億港元（二零零七年：約206,975億港元），降幅約為50.24 %。恒生指數亦跌

至14,387點（二零零七年：27,813點），降幅約為48.27%。 

 

雖然市場不景氣，本集團仍專注於香港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的核心業務，以

竭力保持良好業績。 

 

企業發展方面，本集團正致力開拓新商機，以擴大收益基礎及提供更廣泛的金

融服務。為鞏固客戶網絡，本集團亦將尋求機會，擴大其聯盟網絡及提高本集

團服務在業界的公眾知名度。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本集團業績本集團業績本集團業績本集團業績    

    

年內，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1,410萬港元（二零零七年：約3,270萬港元），下

降約56.88%。營業額下降主要由於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市況低迷。截至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股東應佔純利約為78.1萬港元（二零零七年：

約1,900萬港元），下降約 95.89%。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約為3,170萬港元（二零零七

年：約 3,030萬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凈值約

為3,140萬港元（二零零七年：約1,240萬港元），即每股約4.9港仙。 

 

本集團維持健康及穩定流動現金狀況。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為3,020萬港元。本集團的政策是採取謹慎財務管理策略，

並維持適合水平的流動資金融資額以滿足營運需求及把握收購機會。於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定義為本集團的總借貸除以股

東資金）為零（二零零七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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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架構股本架構股本架構股本架構    

    

本集團的股本架構僅包括普通股。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已

發行普通股總數為640,000,000股股份。 

 

本集團資產抵押本集團資產抵押本集團資產抵押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以其資產作出任何抵押（二零零七

年：無）。 

 

對沖對沖對沖對沖    

    

由於本集團所有交易均以港元計值，因此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並無採取對沖

或其他安排以降低貨幣風險。 

 

僱員資料僱員資料僱員資料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13名僱員（二零零七年：15名）。

回顧年度的僱員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730萬港元（二零零七年：約510

萬港元）。 

 

本集團參考巿場條款以及個別僱員的表現、資歷及經驗釐定薪酬政策。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二零零七年：

無）。 

    

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亦

無進行任何結構性證券及╱或產品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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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披露者

外，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其他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

的未來計劃。 

 

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的比較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的比較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的比較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的比較    

    

招股章程所載的業務目標與本集團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期間的實際業務進展的比較分析載列如下： 

     招股章程載列二零零八年招股章程載列二零零八年招股章程載列二零零八年招股章程載列二零零八年    七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業務目標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業務目標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業務目標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業務目標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實際業務進展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實際業務進展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實際業務進展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實際業務進展  1.  業務發展  本集團繼續探討建立資本市場分部或收購現有證券經紀行的可能性，藉以拓展市場服務，有關計劃已按安排展開。  本集團繼續探討為資本市場分部建立基礎設施及系統的可能性，且有關計劃已按安排展開。  本集團已展開在中國上海或深圳設立業務信息中心的可行性研究。  本集團已推出持續增值財務計劃，以提供更廣泛的服 務。  已新聘兩名行政人員。  2. 擴大聯盟網絡 已於香港組成聯盟。  本集團已展開關於在新加坡建立聯盟網絡的可行性研究。  已向本集團聯盟成員公司提供持續培訓。  已就人員招聘及培訓尋求與政府部門及大學進行合 作。  本集團不時向其聯盟成員公司出版及刊發通訊。  本集團已啟動宣傳活動，以推廣╱擴大本集團的聯盟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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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的比較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的比較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的比較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的比較（（（（續續續續））））  3. 提高公眾知名度 回顧期內， 本集團和其僱員已參與多個研討會及會 議。  已向經選定的客戶及金融機構發出通訊，進一步提升 本集團的地位及形象。 
 

所得款項用途所得款項用途所得款項用途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發行新股

份籌集的所得款項淨額已用於以下用途： 

  招股章程載列招股章程載列招股章程載列招股章程載列    所得款項所得款項所得款項所得款項    於二零零八年於二零零八年於二零零八年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三十一日七月三十一日七月三十一日七月三十一日    至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計劃用途計劃用途計劃用途計劃用途    （千港元） 
所得款項所得款項所得款項所得款項    於二零零八年於二零零八年於二零零八年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三十一日七月三十一日七月三十一日七月三十一日    至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實際用途實際用途實際用途實際用途    （千港元）  業務發展 擴大聯盟網絡 提高公眾知名度  650 200 200  642 198 195  附註: 招股章程載列的業務目標及擬定所得款項用途乃以本集團於編製招股章程時對未來巿況的最佳估計為依據，而所得款項乃按巿場的實際發展使用，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所得款項淨額餘額已作為計息存款存置入香港銀行。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展望未來，全球金融市場動蕩仍會持續影響本集團的整體營商環境。然而，本

集團將利用其於企業融資顧問服務的專業知識及聯盟╱客戶網絡，持續擴大其

收益來源。 

 

企業管治常規企業管治常規企業管治常規企業管治常規    

    

除守則條文第A.2.1及A.4.1條的偏離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財政年度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第A.2.1及A.4.1條的詳細說明將於本集

團之二零零八年年報內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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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成立，並遵照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28至5.529 條訂立書面職權範圍。委員會的主要職務為審查本公司的內

部監控程序、年度報告、財務報表、半年報告及季度報告，以及就此向董事會

提供意見及推廌建議。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葉棣謙先生、

李永倫先生及胡惠連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佈，並已就此提供意見及建議。 

 

購回購回購回購回、、、、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回、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包括首尾兩

日）止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該期間內亦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為符合資

格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於二

零零九年四月二十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

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

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承董事會命 

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鍾浩仁鍾浩仁鍾浩仁鍾浩仁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月月月十八十八十八十八日日日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鍾浩仁先生及繆家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葉棣謙先生、胡惠連先生及李永倫先生組成。 

本公佈將於其刊載日期起計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

「最新公司公告」頁內以及本公司網（http://www.vinco.com.hk）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