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Interim Report

Stock code: HK8292

中期
業績報告
二零一零年

股票代碼: HK8292

Cover Output.ai   2010/8/6   10:25:42 PM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GEM”)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THE “STOCK EXCHANGE”)

GEM has been positioned as a market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companies to which 

a higher investment risk may be attached than other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Stock 

Exchange. Prospective investor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risks of investing 

in such companies and should make the decision to invest only after due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 The greater risk profile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GEM mean that it is a 

market more suited to professional and other sophisticated investors.

Given the emerging nature of companies listed on GEM, there is a risk that securities 

traded on GEM may be more susceptible to high market volatility than securities traded 

on the Main Board of the Stock Exchange and no assurance is given that there will be a 

liquid market in the securities traded on GEM.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and The Stock Exchange take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s of this report, make no representation as to its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and expressly 

disclaim any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loss howsoever arising from or in reliance upon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report.

This report, for which the directors (the “Directors”) of HC International, Inc. (the “Company”) 

collectively and individually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includes particulars given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Listing of Securities on GEM of the Stock Exchange (the “GEM 

Listing Rules”)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inform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Company. The Directors, 

having made all reasonable enquiries, confirm that, to the best of their knowledge and belief: (1)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is accurate and complete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and not 

misleading or deceptive; (2) there are no other matters the omission of which would make any 

statement in this report misleading; and (3) all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have been arrived 

at after due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 and are founded on bases and assumptions that are fair and 

reasonable.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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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

審慎周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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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

板買賣之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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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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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慧聰網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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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

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或欺騙成份；(2)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

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 (3)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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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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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致辭

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公布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同期之比較數字。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97,519 77,649 168,450 144,505

毛利 44,039 43,154 78,735 79,663

經調整EBITDA╱（LBITDA） 3,260 7,462 (6,301) 9,445

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2,173) (1,739) (11,171) (4,762)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重要財務數據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6,845萬元，
而上個財政年度同期則約為人民幣14,451萬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約為46.7%，而上個財政
年度同期則約為55.1%。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經調整未計利息支出、所得稅、
折舊、無形資產攤銷、土地使用權攤銷及股份付款攤銷前虧損經調整LBITDA約
為人民幣630萬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同期則錄得經調整EBITDA約人民幣945萬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1,117

萬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同期則約為人民幣476萬元。

財務及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6,845萬元（二
零零九年：人民幣14,45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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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從工商業目錄及黃頁目錄業務分部錄得營業額約為人民幣4,325

萬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5,153萬元）。本集團從互聯網服務業務分部錄得營業額約

為人民幣6,957萬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6,526萬元）。本集團從市場研究及分析業務

分部錄得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775萬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1,846萬元）。本集團從會

議及其他服務業務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2,788萬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926萬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所得稅前虧損約為人民幣1,666萬元（二

零零九年：虧損人民幣300萬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入約為人民幣2,702

萬元（二零零九年：流入人民幣1,444萬元）。

本集團不斷加強旗下網上交易平台「買賣通」的功能。於二零零八年九月「買賣通」新

版本推出。此新版本大幅提升了用戶在其網上購物和搜索引擎方面的體驗。

「買賣通」是慧聰網於二零零四年十月發佈的一個具有創新和方便用戶界面的電子

商務平台。該平台能夠為商業對商業社區的用戶提供及時而可靠的商業信息。通過

「買賣通」這一平台，用戶不僅能夠建立自身多元化的線上網絡商舖，包括產品的展

示，相關的促銷信息，在線交易洽談，資質認證等，而且買家和賣家可以獲得同步的，

互動的商業信息交流。今天，「買賣通」已經被國內的電子商務用戶廣泛認知。「買賣通」

向用戶提供了周到的服務。成千上萬的企業用戶正在利用「買賣通」產品不斷地發佈

其各類供應，求購，詢盤，代理等重要商業活動信息。很多的用戶已經通過「買賣通」

完成其最初階段的準備，並已經獲得一些買家的長期合作。

另外，本集團的代理銷售和電話銷售團隊大力發揮其銷售能力來支持行業銷售團隊，

加強了集團在工業品領域及快速消費品領域的銷售力量。

承蒙本集團管理層及各股東專心致志，努力不懈，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衷心致謝。

郭江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中國北京，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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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的討論及分析

流動性分析和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202,280,000元，流動

資產淨額約為人民幣89,647,000元。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

團的營運資金情況維持理想。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短期貸款。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

資本負債比率仍為0%，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資本負債比率是根據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短期貸款人民幣零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元）

及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約人民幣206,561,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214,312,000元）來計算。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從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14,312,000元減至約人民幣206,561,000元，減少約人民幣7,751,000元。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計劃。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香港慧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與

北京慧聰建設信息諮詢有限公司（「慧聰建設」）訂立買賣協議（「該協議」）。根據該協議，

慧聰建設已同意向香港慧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出售其於北京慧聰國際資訊有限公

司之18%股本權益，代價為人民幣54,800,000元（約相當於62,273,000港元）（「收購」）。

由於慧聰建設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兼主席郭凡生先生擁有80%權益，慧聰建設為郭凡

生先生之聯營公司，因而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收購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按適用比率計算，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章，收購亦構成一項主要交易。有關該

協議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零年六

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及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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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本集團的業務持續表現良好，全賴本集團員工所擁有之技能、拼勁及承諾。於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2,905名員工。

員工的薪酬大致上符合市場趨勢，並與業內的薪酬水平相符，而酌情授予僱員的購

股權則視乎個別員工表現而定。集團員工可享受的其他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退休計劃、

培訓課程及教育津貼。

資本結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於行使購股權時已發行600,000股本公司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達到488,778,960股。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用作抵押。

匯兌風險

鑒於本集團之業務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為主，而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均

以人民幣（「人民幣」）結算，董事認為本集團業務並無承受重大匯兌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結算日後事項

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北京慧聰再創科技有限公司（「慧聰再創」）於二零一零年七月

九日與廣州君茗投資有限公司（「廣州君茗」）訂立五份買賣協議，據此，廣州君茗同

意出售而慧聰再創同意購買若干位於廣州之物業，總代價為人民幣24,171,833元（約

相當於27,467,992港元）。有關上述交易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七

月九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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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收入 3 97,519 77,649 168,450 144,505

銷售成本 4 (53,480) (34,495) (89,715) (64,842)
      

毛利 44,039 43,154 78,735 79,663

其他收益 596 625 1,204 1,423

銷售及分銷費用 4 (28,188) (24,717) (55,983) (42,647)

行政費用 4 (19,530) (18,196) (41,100) (41,525)

聯營公司權益收益 605 66 489 87
      

除所得稅前（虧損）╱

 溢利 (2,478) 932 (16,655) (2,999)

所得稅抵免╱（開支） 5 104 (1,856) 3,136 (1,326)
      

期間虧損 (2,374) (924) (13,519) (4,325)
     

其他全面虧損：

貨幣匯兌差異 (165) (288) (196) (8)
      

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2,539) (1,212) (13,715) (4,333)
     

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173) (1,739) (11,171) (4,762)

－非控股權益 (201) 815 (2,348) 437
      

(2,374) (924) (13,519) (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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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佔全面溢利╱（虧損）

 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338) (2,027) (11,367) (4,770)

－非控股權益 (201) 815 (2,348) 437
      

(2,539) (1,212) (13,715) (4,33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本期每股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列值）

 基本 6 (0.0044) (0.0036) (0.0229) (0.0098)

 攤薄 6 (0.0044) (0.0036) (0.0229) (0.0098)
      

第11頁至27頁之附註是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完整部份。

      

股息 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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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83,888 64,429

土地使用權 8 18,366 18,579

無形資產 8 9,297 10,807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997 1,508

遞延所得稅資產 8,358 3,501

長期按金 1,659 1,659
    

123,565 100,483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9 22,003 22,92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4,780 16,053

直接銷售成本 11 27,352 10,173

應收關聯公司款 16 1,362 861

應收聯營公司款 16 21,403 21,89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02,280 201,119
    

289,180 273,028
    

總資產 412,745 373,511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52,107 52,055

其他儲備 15 268,641 265,273

累計虧損 (114,187) (103,016)
  52,107 52,055

206,561 214,312

非控股權益 6,651 8,999
    

總權益 213,212 223,311
    



慧聰網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業績報告  8

w
w

w
.H

C
36

0.
co

m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2,612 2,332

遞延收入 151,543 107,36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7,380 22,279

其他應繳稅項 13 10,738 12,351

應繳所得稅 13 7,260 5,875
    

總負債 199,533 150,200
    

總權益及負債 412,745 373,511
    

流動資產淨值 89,647 122,82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3,212 223,311
    

第11頁至27頁之附註是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完整部份。



9  慧聰網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業績報告

w
w

w
.H

C
360.com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其他
儲備

累計
虧損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附註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結餘 52,055 259,968 (105,146) 5,958 212,835

本期（虧損）╱溢利 – – (4,762) 437 (4,325)

其他全面虧損：
貨幣匯兌差異 15 – (8) – – (8)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 (8) (4,762) 437 (4,333)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15 – 3,431 – – 3,431
於一家附屬公司之投資 – – – 200 200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結餘 52,055 263,391 (109,908) 6,595 212,133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結餘 52,055 265,273 (103,016) 8,999 223,311

本期虧損 – – (11,171) (2,348) (13,519)

其他全面虧損：
貨幣匯兌差異 15 – (196) – – (196)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      
 全面虧損總額 – (196) (11,171) (2,348) (13,715)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15 – 3,298 – – 3,298
行使購股權 15 52 266 – – 318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結餘 52,107 268,641 (114,187) 6,651 213,212
       

第11頁至27頁之附註是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完整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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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27,016 14,44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25,977) (11,918)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318 20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 1,357 2,72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01,119 162,60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匯兌虧損 (196) (8)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02,280 165,31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202,280 165,319
   

第11頁至27頁之附註是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完整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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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a) 一般資料
慧聰網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透過網上及網下渠道提供
商業信息，於中國各地建立商業對商業社區。本集團經營網上交易平台，透過其商
業對商業網站「hc360.com」提供行業搜尋結果優化服務（industrial search result prioritising 
services)。本集團亦於中國出版其本身之工商業目錄及黃頁目錄，及提供市場研究報告。

本公司乃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及在中國營運，其註冊辦事處位於4th 
Floor, One Capital Place, P.O. Box 847，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British 
West Indies。

本公司之第一上市地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創業板。

除另有說明者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人民幣千元為單位列值。該
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b) 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申報」及香港公司條例和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要求編製。本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一併閱讀。若干比較數字已予重
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該等重新分類對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權益總額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虧損並無影響。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
務報表所述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中期期間就收入徵收之稅項乃採用預期全年盈利總額適用之稅率累計。

以下為首次強制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準則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此項經修訂準則繼續應用收購法於業務合併，
並有若干重大更改。例如，收購業務之所有付款必須按收購日期之公允價值呈列，而分類
為債務之或然付款則於其後透過收益表重新計量。在計算被收購方之少數股東權益時，可
按逐項收購基準選擇以公允價值或少數股東權益應佔被收購方淨資產之比例計量。當業
務合併分階段達成時，收購方須按獲得控制權當日的公允價值重新計量過往所持被收購
方的權益，收益╱虧損須於全面收入報表確認。所有收購相關成本必須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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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和獨立財務報表。該修訂規定，倘控制權不變，附有少
數股東權益之所有交易的影響必須在權益中呈列（「經濟實體模式」）。此等交易將不再產生
商譽或損益。失去前附屬公司控制權時，於該實體之任何餘下權益按公允價值重新計量，
得出的損益於全面收入報表確認。該修訂亦對關連交易提供其他指引。

以下新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為首次強制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惟
目前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合資格對沖項目」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

•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首次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八年）改進。
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和已終止經營業務」於二零零
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九年五月第二次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改進。
所有改進於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生效。

以下新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已頒布，惟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
且並無提前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供股分類」，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
度期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權益工具抵銷金融負債」，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者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比較披露資
料的有限豁免」，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

「預付最低資金要求」，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
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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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期
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的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的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呈列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和獨立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的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申報」，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期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期間生效

管理層正評估上述已頒布惟於二零一零年尚未生效的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經營業務
帶來的影響，迄今尚未能確定影響程度。

3 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被認定為主要營運決策人。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
管理層根據該等報告劃分營運分部。

執行董事從產品角度考慮業務。執行董事從產品角度評估工商業目錄及黃頁目錄、互聯網服務、
市場研究及分析，以及會議及其他服務之表現。

執行董事根據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是項計量基準不包括
來自經營分部之非經常性支出之影響。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分為下列業務分部：

(i) 工商業目錄及黃頁目錄－透過本集團運營╱出版之工商業目錄及黃頁目錄提供工商
業信息。

(ii) 互聯網服務－為客戶提供可靠平台讓彼等在網上進行商業活動及結識業務夥伴。

(iii) 市場研究及分析－提供商業信息及分析服務。

(iv) 會議及其他服務－主辦研討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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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內，各業務分部之間並無任何銷售或其他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工商業
目錄及

黃頁目錄
互聯網
服務

市場研究
及分析

會議及
其他服務 總計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銷售 43,252 69,570 27,753 27,875 168,450
      

分部業績 (13,851) (3,146) (1,572) 710 (17,859)
      

其他收入 1,204

除所得稅前虧損 (16,655)

折舊和攤銷及購股權費用 1,192 8,362 1,710 294 11,558
聯營公司權益收益 – – 489 – 489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工商業
目錄及

黃頁目錄
互聯網
服務

市場研究
及分析

會議及
其他服務 總計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銷售 51,530 65,261 18,457 9,257 144,505
      

分部業績 (2,686) 56 3,098 (4,890) (4,422)
      

其他收入 1,423

除所得稅前虧損 (2,999)

折舊和攤銷及購股權費用 2,288 9,719 1,498 362 13,867
聯營公司權益收益 – – 87 – 87
      

本集團在中國營運。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中國外界客戶之收益為人
民幣168,45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44,505,000元），而來自
其他國家外界客戶之總收益則為零元（二零零九年：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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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分類的費用

按性質分類的費用包括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費用及行政費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工商業目錄及黃頁目錄之
 直接成本 7,531 10,654 15,048 18,755
互聯網服務之直接成本 4,746 4,984 8,701 8,629
市場研究及分析之直接成本 9,527 1,967 15,036 6,210
會議及其他服務之直接成本 10,315 1,857 14,961 2,632
市場推廣費用 3,099 3,740 6,596 6,436
網絡及通訊費用 3,544 2,685 6,751 5,476
核數師酬金 791 550 1,717 1,10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5,178 34,394 88,025 66,185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07 107 213 213
無形資產之攤銷 716 1,077 1,530 2,154
購股權費用之攤銷 2,219 1,937 3,298 3,43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292 4,034 6,517 8,06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
 撇銷 – 2,084 481 1,92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
 減值準備╱（準備撥回） 551 (292) 163 1,24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虧損╱（溢利） – 270 (19) 329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
 經營租約付款 3,803 2,349 7,495 6,568
其他費用 5,779 5,011 10,285 9,664
     

銷售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
 費用及行政費用合計 101,198 77,408 186,798 14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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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現行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i) – –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ii) (967) (1,385) (1,721) (1,593)
遞延所得稅 1,071 (471) 4,857 267
     

104 (1,856) 3,136 (1,326)
     

(i) 由於本集團於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未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
零零九年：零）。

(ii) 中國企業所得稅指於期間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的各個中國城市現行稅率就應課
稅溢利徵收的稅項。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通常應就應課稅收入按國稅及地
稅合併稅率25%繳付所得稅。若干附屬公司於期間享有稅務優惠並按15%至20%的稅
率繳付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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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基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2,173) (1,739) (11,171) (4,762)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目 488,779 488,179 488,479 488,179
     

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 (0.0044) (0.0036) (0.0229) (0.0098)
     

攤薄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須調整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以假設購股權已獲兌換 (即本公司
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 )。此計算方式旨在確定按未行使購股權所附認購權之貨幣價值
應可按公允價值 (以本公司股份於期內之平均市價釐定 )購入之股份數目。上述股份數目乃
與假設購股權獲行使而應予發行之股份數目作比較。

所有因兌換本公司所授購股權而產生之潛在普通股將對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虧損構成反攤薄效應。因此，每股基本虧損與每股攤薄虧損相同。

7 股息

於期內本公司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二零零九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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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資本開支
       

商譽 軟件開發 資料庫
無形資產

合計
土地

使用權

物業、
廠房

及設備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之
 期初賬面淨值 167 2,945 7,695 10,807 18,579 64,429
添置 – 20 – 20 – 25,977
出售 – – – – – (1)
折舊及攤銷 – (431) (1,099) (1,530) (213) (6,517)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之期末賬面淨值 167 2,534 6,596 9,297 18,366 83,888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之
 期初賬面淨值 167 3,383 9,893 13,443 19,006 62,803
添置 – – – – – 2,705
出售 – – – – – (439)
折舊及攤銷 – (1,055) (1,099) (2,154) (213) (8,069)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之期末賬面淨值 167 2,328 8,794 11,289 18,793 57,000
       

9 應收賬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30天至90天信貸期。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天 19,820 20,960
91至180天 1,292 1,299
181至365天 1,783 1,328
一至兩年 3,716 3,781
   

26,611 27,368
減：應收賬款減值準備 (4,608) (4,445)
   

22,003 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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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包括於中國的商業銀行的存款，合共人民幣10,000,000元。
此項存款按浮動利率介乎0厘至2.6厘計息。存款已於二零一零年二月歸還。

11 直接銷售成本

於收到第三方客戶的訂閱收入後，本集團即須向營業員及代理商支付銷售佣金及代理費。
訂閱費初步遞延處理，其後於提供服務之期間內在綜合全面收入表中確認。相應地，服務
期內所賺訂閱收入直接應佔的佣金和代理費均予遞延處理，並於相同期間的綜合全面收
入表中確認。

12 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天 2,051 1,574
91至180天 308 440
181至365天 77 132
超過一年 176 186
   

2,612 2,332
   

13 應繳所得稅及其他應繳稅項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繳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 7,260 5,875
   

其他應繳稅項：
 營業稅 4,971 6,580
 文化及發展稅 1,384 1,718
 其他稅項 4,383 4,053
   

10,738 1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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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普通股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488,178,960 52,055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88,178,960 52,055
行使購股權 600,000 5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488,778,960 52,107
   

法定普通股總數為1,000,000,000股（二零零九年：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二零零九年：
每股0.1港元）之股份。所有已發行股份均已繳足。

購股權
(i)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採納一項首次公

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董事會獲授權授出購股權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董事或僱員，以根據首
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的條款按將由董事會釐定的價格認購本公司股份。本公司
於本年度並無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授出額外購股權。

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每份購股權之行使期為10年，於本公司股份首次
在創業板開始買賣日期﹙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市日期」﹚起計十二個月
屆滿後可予行使。從上市日期之第一、第二及第三週年起，有關承授人最多可分別
行使其持有之購股權所涉及之本公司股份33.3%、66.6%及100%。

(ii)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
計劃（「購股權計劃」）。根據購股權計劃，董事會獲授權向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董
事或僱員授出購股權，以根據購股權計劃的條款按將由董事會釐定的價格認購本公
司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購股權計劃，合共26,000,000份購股
權已授予兩位執行董事及部分員工，而其中7,850,000份、9,350,000份、1,080,000份、
581,000份及245,000份購股權已分別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及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內失效。承授人可於購股權授出日期﹙即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後十二個月屆滿
開始之十年內，以每股2.40港元的行使價行使該等購股權。從授出日期之第一、第二
及第三週年起，有關承授人最多可分別行使其持該等有之購股權所涉及之本公司股
份33.3%、66.6%及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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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購股權計劃，合共10,000,000份購股
權已授予一位執行董事及部分員工，而其中2,460,000份、2,908,000份、346,000份及
524,000份購股權已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失效。承授人可於購股權授出
日期﹙即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計十二個月屆滿開始之十年內，以每股1.49
港元的行使價行使其持有之購股權所涉及之本公司股份100%。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購股權計劃，合共23,000,000份購股
權已授予兩名執行董事及部分員工，而其中10,267,000份、1,035,000份及2,167,000份
購股權已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失效。承授人可於購股權授出日期﹙即二零零七年七
月十一日﹚起計十二個月屆滿開始之十年內，以每股1.24港元的行使價行使該等購股權。
從授出日期之第一及第二週年起，有關承授人最多可分別行使其持有之購股權所涉
及之本公司股份50%及100%。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購股權計劃，合共14,600,000份購股
權已授予一名執行董事及部分員工，而其中500,000份及1,000,000份購股權已於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失效。
承授人可於購股權授出日期﹙即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起計十二個月屆滿開始
之十年內，以每股0.604港元的行使價行使該等購股權。從授出日期之第一週年起，
有關承授人可分別行使其持有之購股權所涉及之本公司股份100%。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購股權計劃，合共33,800,000份購股權
已授予一名執行董事及部分員工。承授人可於購股權授出日期（即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起計十二個月屆滿開始之十年內，以每股0.82港元的行使價行使該等購股權。從授
出日期之第一及第二週年起，有關承授人可分別行使其持有之購股權所涉及之本公
司股份50%及100%。

(iii) 使用二項式估值模式計算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所授出購股權之公允價值約為
人民幣20,193,000元。輸入該模式之主要參數為行使價2.4港元、預計股價回報率之標
準偏差32%、購股權之預計年期介乎5.4年至6.6年不等、預計派息率0%及年度無風險
利率介乎1.34%至4.43%。按照預計股價回報之標準偏差所計算之波幅，乃根據本公
司及業務性質類似之其他可資比較公司之過往價格變動之統計數字分析計算。

(iv) 使用二項式估值模式計算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所授出購股權之公允價值約
為人民幣3,919,000元。輸入該模式之主要參數為行使價1.49港元、預計股價回報率之
標準偏差34.8%、購股權之預計年期介乎3.2年至5.5年不等、預計派息率0%及年度無
風險利率4.911%。按照預計股價回報之標準偏差所計算之波幅，乃根據本公司及業
務性質類似之其他可資比較公司之過往價格變動之統計數字分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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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使用二項式估值模式計算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
之公允價值約為人民幣9,390,000元。輸入該模式之主要參數為行使價1.24港元，預計
股價回報率之標準偏差49.0%，購股權之預計年期介乎2.4年至6.2年不等，預計派息
率0%及年度無風險利率4.757%。按照預計股價回報之標準偏差所計算之波幅，乃根
據本公司及業務性質類似之其他可資比較公司之過往價格變動之統計數字分析計算。

(vi) 使用二項式估值模式計算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
權之公允價值約為人民幣2,756,000元。輸入該模式之主要參數為行使價0.604港元，
預計股價回報率之標準偏差72.2%，購股權之預計年期介乎3.8年至4.8年不等，預計
派息率0%及年度無風險利率3.133%。按照預計股價回報之標準偏差所計算之波幅，
乃根據本公司及業務性質類似之其他可資比較公司之過往價格變動之統計數字分
析計算。

(vii) 使用二項式估值模式計算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之
公允價值約為人民幣14,825,000元。輸入該模式之主要參數為行使價0.82港元，預計
股價回報率之標準偏差79.8%，購股權之預計年期介乎3.4年至5.9年不等，預計派息
率0%及年度無風險利率2.865%。按照預計股價回報之標準偏差所計算之波幅，乃根
據本公司及業務性質類似之其他可資比較公司之過往價格變動之統計數字分析計算。

未行使購股權數目及行使價之變動如下：

(a)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每股行使價 每股行使價

（港元） 購股權 （港元） 購股權
     

於一月一日 0.44 9,147,120 0.44 9,147,120
已行使 0.44 – 0.44 –
     

於六月三十日 0.44 9,147,120 0.44 9,147,120
     



23  慧聰網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業績報告

w
w

w
.H

C
360.com

(b) 購股權計劃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每股行使價 每股行使價

（港元） 購股權 （港元） 購股權
     

於一月一日 2.40 7,139,000 2.40 7,720,000
失效 2.40 (245,000) 2.40 (261,000)
     

於六月三十日 2.40 6,894,000 2.40 7,459,000
     

於一月一日 1.49 4,286,000 1.49 4,632,000
失效 1.49 (524,000) 1.49 (180,000)
     

於六月三十日 1.49 3,762,000 1.49 4,452,000
     

於一月一日 1.24 11,698,000 1.24 12,733,000
失效 1.24 (2,167,000) 1.24 (546,000)
     

於六月三十日 1.24 9,531,000 1.24 12,187,000
     

於一月一日 0.604 14,100,000 0.604 14,600,000
失效 0.604 (1,000,000) 0.604 (400,000)
已行使 0.604 (600,000) 0.604 –
     

於六月三十日 0.604 12,500,000 0.604 14,200,000
     

於一月一日 0.82 – 0.82 –
已授出 0.82 33,800,000 0.82 –
     

於六月三十日 0.82 33,800,000 0.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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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末未行使購股權之到期日及行使價如下：

(a)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

每股行使價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到期日 （港元）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0.44 9,147,120 9,147,120
    

(b) 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

每股行使價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到期日 （港元）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2.40 6,894,000 7,139,000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1.49 3,762,000 4,286,000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1.24 9,531,000 11,698,000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0.604 12,500,000 14,100,000
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 0.82 33,800,000 –
    

15 其他儲備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合併儲備
股份贖回

儲備

以股份為
基礎之

補償儲備 匯兌儲備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132,734 987 108,830 496 23,733 (6,812) 259,968
貨幣匯兌差異 – – – – – (8) (8)
購股權計劃－僱員服務
 之價值 – – – – 3,431 – 3,431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132,734 987 108,830 496 27,164 (6,820) 263,391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132,734 987 108,830 496 29,071 (6,845) 265,273
貨幣匯兌差異 – – – – – (196) (196)
購股權計劃－僱員服務
 之價值 – – – – 3,298 – 3,298
行使購股權 266 – – – – – 266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33,000 987 108,830 496 32,369 (7,041) 268,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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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連人士交易

以下為與關連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

(a) 銷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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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服務
－慧聰建設
  （技術服務）(i) 54 54 106 106
－慧聰建設
  （獲授權使用域名
  及商標）(ii) 60 60 120 120
－北京鄧白氏慧聰市場
  信息諮詢有限公司
  （「銷售合營公司」）(iii) 16,452 12,254 29,081 22,457
     

16,566 12,368 29,307 22,683
     

(i) 慧聰建設（一家由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郭凡生先生擁有80%權益之公
司）於二零零二年與本集團訂立一份三年期技術服務協議。於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雙方簽署補充協議將技術服務協議期限延期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並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簽署另一份補充協議，
將技術服務協議期限分別延期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據該協議，本集團按照提供服務與支援之工時向慧聰建設收取技術服務收入。

(ii) 慧聰建設於二零零二年與本集團訂立一份三年期域名及商標許可協議。於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雙方簽署補充協議，將域名及商標許可協議期限延
期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日簽署另一份補充協議，將域名及商標許可協議之期限分別延期至二零零九
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據該協議，慧聰建設按固定費用獲授權在協議期間使用本集團已擁有或取
得之域名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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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北京慧聰博信信息諮詢有限公司（「履約合營公司」）與銷售
合營公司訂立一份為期三年的履約服務協議，據此，履約合營公司將於該三年
分別收取銷售合營公司年度凈收益之66.7%、67.3%及66.2%，向銷售合營公司
提供市場研究履約服務。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履約費用
為人民幣24,128,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人民幣13,964,000元）。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與銷售合營公司訂立另一份履行服務協議，據此，本集團將
按實際成本加上12%盈利作為費用，出售e-Eyes產品。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之履約費用為人民幣4,953,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人民幣2,488,000元）。

(b) 購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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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服務：
－慧聰建設（網上資訊
  發佈服務）(i) 60 60 120 120
－慧聰建設（網上廣告
  刊登服務）(ii) 25 25 50 50
     

85 85 170 170
     

(i) 慧聰建設於二零零二年與本集團訂立一份三年期網上信息發佈協議。雙方於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日簽署補充協議，將網上信息發佈協議期限分別延期至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
網上信息發佈協議，慧聰建設按每年固定費用向本集團收取信息發佈收入。該
公司在其網站及本集團指定之其他媒體上發佈本集團商業信息與研究報告。

(ii) 慧聰建設於二零零二年與本集團訂立一份三年期網上廣告刊登協議。雙方於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日簽署補充協議將網上廣告刊登協議期限分別延期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據網上廣告刊登該協議，慧聰建設按固定費用向本集團收取廣告刊登費。該
公司於其網站及本集團指定之其他媒體上刊登本集團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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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要管理人員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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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酬及其他短期僱員
 福利 1,362 1,410 2,724 2,820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1,431 631 1,431 1,262
     

2,793 2,041 4,155 4,082
     

(d) 銷售╱購買服務之期末結餘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一家關聯公司之款項 1,362 861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之款項 21,403 21,899
   

17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18. 結算期後事項 

本集團附屬公司北京慧聰再創科技有限公司（「慧聰再創」）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與廣州
君茗投資有限公司（「廣州君茗」）訂立五份買賣協議，據此，廣州君茗同意出售而慧聰再
創同意購買若干位於廣州之物業（「該等物業」），總代價為人民幣24,171,833元（約相當於
27,468,000港元）。該等物業乃供作商業用途，並擬供本集團自用。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五日，香港慧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以總代價人民幣54,800,000元（約相
當於62,273,000港元）收購本集團附屬公司北京慧聰國際資訊有限公司18%股本權益已獲本
公司獨立股東批准。



慧聰網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業績報告  28

w
w

w
.H

C
36

0.
co

m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具有香港
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賦予的涵義）之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所擁有或被視作擁有
的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或根
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第5.67條所述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規定準則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股份總數
股權

百分比
        

郭凡生 實益擁有人 39,447,015 － － － 39,447,015 8.07%

李建光 受控制公司
 權益

－ － 40,000,384

（附註1）
－ 40,000,384

（附註1）
8.18%

郭江 實益擁有人╱
 家族權益

39,149,146 7,008,625 － － 46,157,771

（附註2）
9.44%

附註：

1. 該40,000,384股本公司股份乃與Callister Trading Limited所持本公司同一批股份有關，而該公
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李建光先生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建光先生被當作
或視作於上述40,000,384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該等於本公司之權益包括：

(a) 29,223,771股本公司股份，其中1,074,625股本公司股份由郭江先生之配偶耿怡女士持有；
及

(b)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所涉及之16,934,000股相關股份，其中5,934,000股乃來
自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耿怡女士之購股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郭先生被當作或視作於耿怡女士所持有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具有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賦予的涵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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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彼等在
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項下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記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第5.67

條所述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規定準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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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之股東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採納了

兩項購股權計劃，即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及

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

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八日之招股章程附錄五「法定及一般資料」一

節「購股權」一段概述。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a)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授予可認購合共

9,147,120股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尚未行使。有關詳情載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每股 於二零一零年 於期內 於期內 於期內 於二零一零年
承授人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價 一月一日 授出 行使 失效 六月三十日

港元 （附註1）
        

前僱員
樊啟淼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日 0.44 5,111,104 － － － 5,111,104

顧援朝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日 0.44 3,777,774 － － － 3,777,774

其他僱員
合計（附註2）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日 0.44 258,242 － － － 258,242

     

總計 9,147,120 － － － 9,147,120
     

附註：

1. 每份購股權之行使期為10年，於本公司股份首次在創業板買賣日期（「上市日期」，即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起計十二個月屆滿後可予行使。於自上市日期之第一、第
二及第三週年後，有關承授人最多可分別行使其持有之購股權所涉及之本公司股份
之33.3%、66.6%及100%（扣除任何過往已行使的購股權所涉及的本公司股份數目）。

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已向3名僱員授出購股權，
該等購股權合共可認購258,242股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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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可認購合共66,487,000股本公

司股份之購股權尚未行使。有關詳情載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每股 於二零一零年 於期內 於期內 於期內 於二零一零年
承授人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價 一月一日 授出 行使 失效 六月三十日

港元 （附註1）
        

董事
郭江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 2.40 1,000,000 – – – 1,000,00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1.49 1,000,000 – – – 1,000,000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 1.24 2,200,000 – – – 2,200,000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0.604 2,000,000 – – – 2,000,000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0.82 – 4,800,000 – – 4,800,000

高級管理人員
耿怡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 2.40 300,000 – – – 300,00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1.49 434,000 – – – 434,000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0.604 1,000,000 – – – 1,000,000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0.82 – 4,200,000 – – 4,200,000

郭冰冰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0.604 800,000 – – – 800,000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0.82 – 3,200,000 – – 3,200,000

洪廣志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0.604 1,000,000 – – – 1,000,000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0.82 – 3,200,000 – – 3,200,000

趙龍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 2.40 30,000 – – – 30,00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1.49 66,000 – – – 66,000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 1.24 145,000 – – – 145,000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0.604 800,000 – – – 800,000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0.82 – 3,200,000 – – 3,200,000

高昕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0.604 1,000,000 – – – 1,000,000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0.82 – 3,200,000 – – 3,200,000

其他僱員
合計（附註2）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 2.40 5,809,000 – – (245,000) 5,564,000
合計（附註3）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1.49 2,786,000 – – (524,000) 2,262,000
合計（附註4）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 1.24 9,353,000 – – (2,167,000) 7,186,000
合計（附註5）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0.604 7,500,000 – (600,000) (1,000,000) 5,900,000
合計（附註6）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0.82 – 12,000,000 – – 12,000,000

     

總計 37,223,000 33,800,000 (600,000) (3,936,000) 66,4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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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每份購股權之行使期為10年，於購股權授出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屆滿後可予行使。

就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授出可按行使價2.40港元行使的購股權而言，有關承授
人於自購股權授出日期之第一、第二及第三週年後，最多可分別行使其持有之購股
權認購所涉及之本公司股份之33.3%、66.6%及100%（扣除任何過往已行使的購股權
所涉及的本公司股份數目）。

就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授出可按行使價1.49港元行使的購股權而言，有關承
授人可於購股權授出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屆滿後之10年期間內行使該等購股權。

就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授出可按行使價1.24港元行使的購股權而言，有關承授
人於自購股權授出日期之第一及第二週年起，最多可分別行使其持有之購股權認購
所涉及之本公司股份50%及100%（扣除任何過往已行使的購股權所涉及的本公司股
份數目）。

就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授出可按行使價0.604港元行使的購股權而言，有關承
授人可於購股權授出日期十二個月屆滿後之10年期間內行使該等購股權。

就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授出可按行使價0.82港元行使的購股權而言，有關承授人
於自購股權授出日期之第一及第二週年起，最多可分別行使其持有之購股權認購所
涉及之本公司股份50%及100%（扣除任何過往已行使的購股權所涉及的本公司股份數目）。

2. 根據購股權計劃已向51名僱員授出購股權以每股2.40港元合共可認購5,564,000股本
公司股份。

3. 根據購股權計劃已向30名僱員授出購股權以每股1.49港元合共可認購2,262,000股本
公司股份。

4. 根據購股權計劃已向37名僱員授出購股權以每股1.24港元合共可認購7,186,000股本
公司股份。

5. 根據購股權計劃已向29名僱員授出購股權以每股0.604港元合共可認購5,900,000股本
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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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購股權計劃已向15名僱員授出購股權以每股0.82港元合共可認購12,000,000股本
公司股份。

7. 使用二項式估值模式計算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
之公允價值約為人民幣20,193,000元。輸入該模式之主要參數為行使價2.4港元、預計
股價回報率之標準偏差32%、購股權之預計年期介乎5.4年至6.6年不等、預計派息率
0%及年度無風險利率介乎1.34%至4.43%。按照預計股價回報之標準偏差所計算之波
幅，乃根據本公司及業務性質類似之其他可資比較公司之過往價格波動之統計數字
分析計算。

8. 使用二項式估值模式計算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
權之公允價值約為人民幣3,919,000元。輸入該模式之主要參數為行使價1.49港元、預
計股價回報率之標準偏差34.8%、購股權之預計年期介乎3.2年至5.5年不等、預計派
息率0%及年度無風險利率4.911%。按照預計股價回報之標準偏差所計算之波幅，乃
根據本公司及業務性質類似之其他可資比較公司之過往價格波動之統計數字分析計算。

9. 使用二項式估值模式計算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
之公允價值約為人民幣9,390,000元。輸入該模式之主要參數為行使價1.24港元、預計
股價回報率之標準偏差49.0%、購股權之預計年期介乎2.4年至6.2年不等、預計派息
率0%及年度無風險利率4.757%。按照預計股價回報之標準偏差所計算之波幅，乃根
據本公司及業務性質類似之其他可資比較公司之過往價格波動之統計數字分析計算。

10. 使用二項式估值模式計算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
權之公允價值約為人民幣2,756,000元。輸入該模式之主要參數為行使價0.604港元、
預計股價回報率之標準偏差72.2%、購股權之預計年期介乎3.8年至4.8年不等、預計
派息率0%及年度無風險利率3.133%。按照預計股價回報之標準偏差所計算之波幅，
乃根據本公司及業務性質類似之其他可資比較公司之過往價格波動之統計數字分
析計算。

11. 使用二項式估值模式計算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之
公允價值約為人民幣14,825,000元。輸入該模式之主要參數為行使價0.82港元、預計
股價回報率之標準偏差79.8%、購股權之預計年期介乎3.4年至5.9年不等、預計派息
率0%及年度無風險利率2.825%。按照預計股價回報之標準偏差所計算之波幅，乃根
據本公司及業務性質類似之其他可資比較公司之過往價格波動之統計數字分析計算。

12.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股東通過一項普通
決議案，以更新購股權計劃項下之計劃授權限額。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
八年六月五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之通函及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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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就於期內辭職而其購股權尚未歸屬之僱員而言，有關購股權均予沒收，而過往已確
認之股份補償成本則計入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報表。

14. 在以股份為基礎之補償儲備中確認之購股權價值須受多項假設規限，並計及估值模
式之限制。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的第2及第3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以及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記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之權益之人士（並非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如下：

      

股東姓名 股份類別 好倉 淡倉性質

概約權益╱

持有身份 股本百分比
      

主要股東

McGovern Patrick J 普通股 104,790,697

（附註1）

－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1.44%

McCarthy Kent C. 普通股 116,846,000

（附註2）

－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3.91%

Zhou Quan 普通股 79,316,743

（附註3）

－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6.23%

其他人士

耿怡 普通股 46,157,771

（附註4）

－ 實益擁有人╱

 家族權益

9.44%

附註：

1. 該等於本公司之權益包括由 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Inc. (其大多數股份由Patrick McGovern先
生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 Inc.擁有的25,473,954股本公司股
份、由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LC（該公司受Patrick J. McGovern先生及Zhou Quan
先生共同控制）控制的特拉華州有限合夥企業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P.擁有
的16,664,743股本公司股份以及由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 III, LLC（該公司受Patrick 
J. McGovern先生及Zhou Quan先生共同控制）控制的特拉華州有限合夥企業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 III, L.P.擁有的62,652,000股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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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等於本公司之權益包括由Jayhawk Private Equity Fund, L.P.擁有的110,033,545股本公司股份
及由Jayhawk Private Equity Co-Invest Fund, L.P.擁有的6,812,455股本公司股份。上述公司之全
部已發行股本均由McCarthy C. Kent先生擁有。

3. 該等於本公司之權益包括由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LC（該公司受Patrick J. 
McGovern先生及Zhou Quan先生共同控制）控制的有限合夥企業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P.擁有的16,664,743股本公司股份及由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 III, LLC（該
公司受Patrick J. McGovern先生及Zhou Quan先生共同控制）控制的特拉華州有限合夥企業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 III, L.P.擁有的62,652,000股本公司股份。

4. 該等於本公司之權益包括：

(a) 29,223,771股本公司股份，其中28,149,146股本公司股份由耿女士之配偶郭江先生持有；
及

(b)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涉及16,934,000股相關股份，其中11,000,000股相關股
份乃來自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耿女士之配偶郭江先生之購股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耿女士被當作或視作於郭江先生所持有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收到任何主要股東或其

他人士通知其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2及3分

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入本公司存置的登

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日採納一份嚴謹程度不遜於創業版上市規則第5.48至5.67

條所規定標準的書面指引，作為董事買賣證券之守則。本公司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

定查詢後，確認董事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該交易規

定準則以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上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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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成立審核委員會，

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成立審核委員會指引」所載之指引制訂書面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於

本報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克先生及項兵先生以及一名非

執行董事李建光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之主席為張克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本報告及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董事及管理層股東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

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均已確認，彼等概無在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

成競爭之任何公司中擁有任何業務或權益，而彼等亦無與本集團有或可能有任何

其他利益衝突而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須予披露。

優先購股權

本公司之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概無優先購股權之條文，以規定本公司按比例

向本公司現有股東配售新股。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已審閱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並信納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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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承董事會命

慧聰網有限公司

郭江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郭凡生先生（執行董事）

郭江先生（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李建光先生（非執行董事）

張克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項兵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郭為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