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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M DREAM INWORLD LIMITED
聯夢活力世界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8100)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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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練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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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主板買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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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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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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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
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聯夢活力世界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
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
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足以令致
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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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未經審核）

•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1,679,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的
營業額約1,299,000港元增加約29%。

•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1,649,000港元，而
去年同期的虧損則約為3,946,000港元。

•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的每股虧損為0.13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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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夢活力世界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
期間」）內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
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2 795 604 1,679 1,299
銷售成本 (42) (54) (107) (93)    

毛利 753 550 1,572 1,206
其他收入及淨收益 3 589 181 1,128 361
銷售及行政開支 (1,451) (3,053) (3,834) (5,106)

   

 

經營虧損 (109) (2,322) (1,134) (3,539)
融資成本 5a (27) (78) (35) (11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5 (136) (2,400) (1,169) (3,649)
所得稅開支 6 (68) (70) (160) (78)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204) (2,470) (1,329) (3,727)

終止經營業務
本期間來自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168) (160) (320) (219)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372) (2,630) (1,649) (3,946)
    

每股虧損 7
來自持續經營及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港仙） 0.03 0.27 0.13 0.41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港仙） 0.02 0.26 0.11 0.39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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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 (372) (2,630) (1,649) (3,94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折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產生的匯兌差額 (31) 50 (24) 88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403) (2,580) (1,673) (3,858)

    



– 5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7,075 167
無形資產 2,550 1,647
商譽 23,239 23,239  

32,864 25,053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831 13,470
應收貸款，無抵押 11 3,000 5,0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5,683 118,105  

130,514 136,59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2,782 2,917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3 401 190
銀行貸款，有抵押 217 —
當期稅項 285 150  

3,685 3,257  

流動資產淨值 126,829 133,33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9,693 158,390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有抵押 2,976 —

  

資產淨值 156,717 158,39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24,889 124,889
儲備 15 31,828 33,501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156,717 15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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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購股權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經審核） 13,111 192,064 6,426 — 123 (174,044) 37,680

公開發售時發行股份 52,445 48,733 — — — — 101,178

紅利發行時發行股份 39,333 (39,333) — — — — —

配售股份時發行股份 20,000 5,213 — — — — 25,213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交易 — — — 12 — — 12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88 (3,946) (3,858)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124,889 206,677 6,426 12 211 (177,990) 160,225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經審核） 124,889 206,661 6,426 310 294 (180,190) 158,390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 (24) (1,649) (1,67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124,889 206,661 6,426 310 270 (181,839) 15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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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705) (4,248)

投資活動所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8,405 (9,140)

融資活動（所用）╱所產生現金淨額 (92) 121,9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7,608 108,607

外幣匯率變動的影響 (30) 88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8,105 12,878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5,683 12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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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1.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本公司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
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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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以公平價值計量的若干物業及金
融工具的估值作出修訂。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公司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 營業額

營業額指向客戶售出貨品及提供服務的銷售價值。本集團本期間的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提供網站開發、電子學習產品及服務 1,679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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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及淨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928 322
商務中心服務所得收入 120 120
貸款利息收入 36 1

  

1,084 443
  

其他收益及虧損

匯兌收益 — 31
出售固定資產的收益╱（虧損） 47 (113)
雜項開支淨額 (3) —

  

44 (82)
  

1,128 361
  

4.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與本期間的列報方式貫徹一致。

5.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已扣除：

(a)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貸款利息 35 7
應付融資租賃的融資費用 — 103  

3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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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126 1,768

退休計劃供款 45 53  

2,171 1,821
  

(c)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核數師酬金 207 229

折舊 152 195

經營租賃費用：最低租賃付款額 

  — 租賃辦公室物業 99 713
  

6. 所得稅開支

計入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的所得稅開支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稅項

本期間撥備（附註） 160 78
  

附註：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就該兩個期間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

海外附屬公司的稅項根據有關國家的現行適用稅率計算。於本期間內，並無於香港境外
經營的附屬公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作出稅項撥備（二零一一年：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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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及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及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權益股
東應佔虧損1,64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3,946,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48,894,324股（二零一一年：966,287,543股）計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1,329,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3,727,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248,894,324股（二零一一年：
966,287,543股）計算。

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基本虧損所用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
追溯調整，以反映於二零一一年一月進行的公開發售及其相關紅利發行、於二零
一一年六月進行的股份配售以及於二零一一年七月按每兩股股份合併為一股股份
的基準進行的股份合併。於報告期後但本公告獲授權刊發前，股權架構並無出現其
他變動。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無攤薄事項，故並無呈列
每股攤薄虧損。

8.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部門管理其業務，由業務類別及地區混合組織而成。本集團呈列以下兩個報告
分部，列報方式與為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目的而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報告
資料的方式貫徹一致。

— 網站開發、電子學習產品及服務

— 光學顯示設備、零件及相關技術（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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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報告分部的資料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網站開發、

電子學習產品及服務
光學顯示設備、
零件及相關技術 未分配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外界客戶收益 1,679 1,299 — — — — 1,679 1,299

      

業績
分部業績 974 (43) (325) (224) — — 649 (267)

    

利息收入 969 328
未分配收入 42 —

未分配開支 (3,114) (3,819)  

經營虧損 (1,454) (3,758)
融資成本 (35) (110)  

除所得稅前虧損 (1,489) (3,868)
所得稅開支 (160) (78)  

除稅後虧損 (1,649) (3,946)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支出 (26) (18) — — (7,049) (272) (7,075) (290)
折舊 (2) (1) (7) (7) (150) (194) (159) (202)
收回貿易應收賬款
 減值虧損 — — — 29 — — — 29

        

(b) 分部資產及負債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網站開發、電子學習

產品及服務
光學顯示設備、
零件及相關技術 未分配 綜合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9,955 28,676 2,451 2,834 130,972 130,137 163,378 161,647  

總資產 163,378 161,647
  

分部負債 2,181 1,718 608 654 3,872 885 6,661 3,257  

總負債 6,661 3,257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支出 (26) (40) — — (7,049) (30) (7,075) (70)
折舊 (2) (3) (7) (14) (150) (221) (159)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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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i)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及(ii)本集團的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商譽（「特
定非流動資產」）的地區資料。客戶的地理位置是根據提供服務或交付貨品的位置釐定。
特定非流動資產的地理位置是根據資產實際所處位置（如屬固定資產）及獲分配業務
的位置（如屬無形資產及商譽）釐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界客戶收益
香港（居籍地） 1,679 1,299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特定非流動資產
香港 32,804 24,999
中國 60 54  

32,864 25,053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附註） 1,910 1,234
減：減值虧損 (937) (971)  

973 263

就購買固定資產支付訂金 — 2,350
就投資已付訂金 — 10,000
預付款項及按金 319 321
其他應收款項 539 536  

1,831 13,470
  

附註：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賬款包括應收一間關
聯公司看漢科技有限公司款項分別約235,000港元及59,000港元。（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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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不同客戶的信貸評級，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的信貸期為30天（二零一一年：30天）。

貿易應收賬款（扣除減值虧損撥備）按到期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當期 605 140
  

逾期少於1個月 102 62
逾期1至3個月 235 41
逾期超過3個月但少於12個月 31 20  

逾期金額 368 123  

973 263
  

11. 應收貸款，無抵押

無抵押貸款按固定年利率2至5厘計息，須於一年內償還。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249 251
遞延收入 1,813 1,487
預收款項 353 39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67 784  

2,782 2,917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當期 249 251
  

13.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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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4,000,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248,894,324 124,889

  

15. 儲備

本集團於本期間及去年同期的儲備金額及相應變動於財務報表的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列報。

16. 關聯方交易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曾與關聯方進行以下交易：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關聯方名稱 交易性質

看漢科技（附註） 銷售網站開發、電子學習 

 產品及服務 259 442
  

看漢科技（附註） 商務中心服務所得收入 120 120
  

附註： 銷售網站開發、電子學習產品及服務與商務中心服務所得收入乃與看漢科技有限
公司（「看漢科技」）作出。看漢科技為香港公司，以往為看漢教育服務有限公司（「看
漢教育」）全部股本權益的股東，而看漢科技的主要股東巫偉明先生亦為看漢科技
及看漢教育的共同董事。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看漢教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與看漢科技訂立供應
協議及商務中心服務協議，以分別銷售網站開發、電子學習產品及服務以及提供
商務中心服務，為期三年。供應協議及商務中心服務協議期內年度銷售限額及服
務收費，分別不得超過1,000,000港元及300,000港元。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
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及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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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光學顯示業務

於本期間內，銷售光學顯示設備、零件及相關技術業務並無錄得任何營業額。
北京附屬公司維持最低水平業務營運，然而，有關業務迄今之表現未如理想。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董事會決定結束該附屬公司所營運銷售光學顯示設備、
零件及相關技術業務，並分類為終止經營業務。

電子學習業務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著眼於電子學習業務。本期間主要源自電子學習業務
之營業額約為1,679,000港元。本期間之銷售額高於去年同期所錄得者。計及所
錄得營業額，該業務為本集團貢獻約974,000港元。本集團於本期間積極擴大
其分銷網絡及客戶基礎。自上個季度開始，看漢教育與美國電子學習科技及
服務供應商EnglishCentral, Inc.（「EnglishCentral」）攜手制訂其獨特聆聽及會話技巧
訓練平台，以配合全港學校之英語課程。所得出課程劃分為十種程度，已於六
月推出，並由數間試點學校試用。本公司預期EnglishCentral業務將於二零一二
年九月新學期開始時漸入佳境。管理層亦預期，該項業務於本年度所帶來貢
獻將大幅增加。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1,679,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期間的營業額約1,299,000港元增加約29%。

本期間虧損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為1,649,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權益股東應佔虧損則約為3,946,000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一一年：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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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三日，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以代價6,500,000港元購買位
於香港的土地及樓宇，並以本公司所提供擔保取得銀行貸款3,25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持續關連交易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曾進行以下持續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看漢教育與看漢科技
訂立供應協議及商務中心服務協議。由於看漢科技以往為持有看漢教育全部
股本權益的股東，故屬《創業板上市規則》所界定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於本公告
日期，看漢科技的主要股東亦為看漢科技及看漢教育的共同董事。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向看漢科技提供網站開發、電子學習產品及服務以及商
務中心服務，涉及金額分別約為259,000港元及120,000港元。

有關供應協議及商務中心服務協議以及相關持續關連交易的詳情，分別載於
財務報表附註16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及二零一二年七月
三日的公告。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總額約為126,829,000港元，
而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資產淨值則約為133,337,000港元。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未償還的銀行借貸約為3,193,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港元），而六個月期間的利息開支約為35,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11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即
負債總額與資產總值的比例）約為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於本
期間內，本公司資本架構並無重大變動。

外匯風險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的業務活動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為貨幣單位。董事認為，
本集團並無面對任何重大外幣匯兌風險。



– 18 –

重大投資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聘用約38名僱員。本集團根
據市場慣例、公司表現、個人資歷及表現以及聘用僱員所在司法權區的法例
規定，釐定並定期檢討薪酬政策。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以《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為本公司董事買賣任何本公司
證券的交易必守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一般及特定查詢後，彼等均已確認
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上述《創業板上市規則》。

展望

電子學習業務日漸成為本集團之增長動力。本集團將於本年度進一步投放資
源發展電子學習業務，以應付中小學之龐大需求。誠如本公司先前於公告所
述，該項業務之本年度除稅前保證溢利為6,500,000港元。有關該項保證之詳情
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四日及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刊發之公告內。
該項保證應可於不久將來改善本集團業績。

除來自電子學習業務之貢獻外，於去年進行配售及公開發售後，本集團擁有
充足現金儲備，而於本期間內有關款項一直作為定期存款存置於銀行賺取利息。
憑藉此項額外資源，董事會將持續審慎物色及發掘潛在併購機會，提升本集
團盈利能力。

其他資料

董事於合約的權益

董事概無於本期間結算日或本期間內任何時間生效且與本集團業務有關而本
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為訂約方及本公司董事擁有重大權益（不論直接或間接）
的任何重大合約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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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的
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的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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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分部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
作或視作擁有的任何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載入其
所述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條的
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董事及行政總裁購買股份或債務證券的權利

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
事及行政總裁、彼等各自的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可藉著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
他法團的股份或債券而獲利。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批准新購股權計劃。
該計劃旨在讓本公司可向董事或僱員授出購股權及聘請額外優秀僱員，讓彼
等分享本集團達成長遠業務目標所帶來的直接經濟成果。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本公司根據該計劃按行使價每股0.116港元*向本
公司一名顧問授出6,200,000份*購股權。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於本期間內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

行使價

於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元 千份 千份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至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0.116* 6,200* — — — 6,200*

     

* 經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的股份合併調整。

所授出購股權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及二零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的公告。股份合併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
年六月十三日、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二零一一
年七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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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個人或任何實體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
被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
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在任何情況下可於本集團
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表決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亦無任何
詳細資料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由本公司備存的主要股東。

成立提名委員會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成員包括
譚比利先生、余伯仁先生及陳凱寧女士，並由余伯仁先生擔任主席。彼等均
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本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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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市證券。

競爭權益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並無於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
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企業管治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至第5.33條的規定，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
並書面訂明職權範圍。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譚比利先生、余
伯仁先生及陳凱寧女士。彼等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的主
要工作為檢討與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及內部控制程序。

於披露及發放本集團本期間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前，審核委員會已就此進行審
閱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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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34條所載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衷心感謝各位股東對本公司的支持。

承董事會命
聯夢活力世界有限公司

主席
季志雄

二零一二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季志雄先生及吳祺國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譚比利先生、陳凱寧女士及余伯仁先生。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之日起計在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內之「最新公司公告」
網頁至少保存七日及在本公司網站內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