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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Heng Xi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囱芯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46）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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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
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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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
券承受較大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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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發
表聲明，且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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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囱芯中國控股
有限公司之資料。囱芯中國控股有限公司各董事（「董事」）對本公告所載資料願共同及個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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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主要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以及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文
件或本公告所載內容有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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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囱芯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
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67,657 93,111 196,811 191,325
銷售成本 (44,380) (70,991) (120,788) (101,535)

毛利 23,277 22,120 76,023 89,790
其他收入 3 14 14,497 1,115 29,23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526) (2,553) (5,160) (4,103)
其他經營費用 (16,286) (68,886) (32,770) (88,627)
融資成本 4 (2,392) (3,350) (4,734) (6,894)

除稅前溢利／（虧損） 2,087 (38,172) 34,474 19,403
稅項 5 (6,945) 20,578 (12,613) 12,273

本公司擁有人期內 6
應佔（虧損）／溢利 (4,858) (17,594) 21,861 31,676

--------------- --------------- --------------- ---------------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9,148 (8,875) 29,319 (1,747)

本公司擁有人期內
應佔全面收入／（虧損）
總額 14,290 (26,469) 51,180 29,929

每股（虧損）／盈利 7
（以港仙列值）

— 基本 (0.15) (0.70) 0.69 1.26

— 攤薄 — (0.70) — 1.26

股息 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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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0,770 265,560
商譽 753,146 753,146
無形資產 134,436 127,732
收購非流動資產之按金 122,290 127,291

1,280,642 1,273,729

流動資產
存貨 76,832 29,211
應收賬款 9 512,521 399,160
預付款項及按金 476,863 146,302
其他應收款項 109,343 42,582
有限制銀行存款 10,000 8,7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5,597 13,067

1,231,156 639,108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 581,152

1,231,156 1,220,26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63,311 48,57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5,521 36,673
預收賬款 41,490 37,247
融資租約責任 104 286
短期貸款 9,991 7,596
應繳稅項 61,407 49,977

211,824 180,358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直接相關之負債 — 48,048

211,824 228,406

流動資產淨值 1,019,332 991,85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99,974 2,26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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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預收賬款 59,532 73,632
融資租約責任 — 26
遞延稅項負債 2,021 2,021
應付票據 150,000 150,000

211,553 225,679

資產淨值 2,088,421 2,039,90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2,086 31,086
儲備 2,056,335 2,008,818

權益總額 2,088,421 2,03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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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購股權 可換股票據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其他儲備 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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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24,871 1,107,946 2,325 64,239 (79,992) 11,215 134,254 565,476 1,830,334

兌換可換股票據 3,192 198,811 — — — — (119,337) — 82,666

確認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 — — — — 322 — — 322

發行股份開支 — (3) — — — — — — (3)

已行使之購股權 23 1,006 — — — (215) — — 814

於購股權屆滿後撥入保留溢利 — — — — — (670) — 670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全面收入總額 — — — (1,747) — — — 31,676 29,929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28,086 1,307,760 2,325 62,492 (79,992) 10,652 14,917 597,822 1,944,06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31,086 1,394,441 2,325 66,821 (79,992) 11,322 — 613,901 2,039,904

發行新股份 1,000 24,000 — — — — — — 25,000

發行股份開支 — (28) — — — — — — (28)

確認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 — — — — 1,399 — — 1,399

於購股權屆滿後撥入保留溢利 — — — — — (10,330) — 10,330 —

出售附屬公司 — — — (29,034) — — — — (29,034)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全面收入總額 — — — 29,319 — — — 21,861 51,18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32,086 1,418,413 2,325 67,106 (79,992) 2,391 — 646,092 2,08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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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445,961) 19,216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412,012 (10,323)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7,367 (5,43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增加淨額 (6,582) 3,461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0,947 152,615
匯率變動之影響 (8,768) (7,032)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5,597 149,04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結餘分析
銀行存款及現金 45,597 14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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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九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受豁
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一直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則包括從事有線數字電視業務、無線數字電視增值服務、地面無線數字電視
網絡設備集成業務、研究、設計、開發及製造電子資訊安全產品、芯片，以及芯片之解決方案
及相關服務。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按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章及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金融工具乃以公平值計量。編製未經審核
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該等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年報一併閱讀。須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強制採用
之新訂會計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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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收益分類確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有線數字電視業務 32,921 41,470 90,032 79,910
無線數字電視增值服務 22,175 — 33,134 —
加密芯片及所產生之集成業務 4,199 42,992 11,897 53,769
無線數字音頻產品業務 8,061 8,649 15,189 57,361
地面無線數字電視網絡
設備集成業務 301 — 46,559 285

67,657 93,111 196,811 191,325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4 29 87 158
出售無形資產之收益 — 11,200 — 24,822
其他利息收入 — 2,986 — 3,754
雜項收入 — 282 1,028 503

14 14,497 1,115 2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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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地面無線

有線數字 無線數字電視 無線數字 數字電視

電視業務 增值服務 加密芯片 音頻芯片 網絡設備集成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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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來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益 90,032 33,134 11,897 15,189 46,559 196,811

分部業績 70,902 (16,785) (1,675) 1,133 957 54,532
未分配收入 1
未分配開支 (15,325)
融資成本 (4,734)

除稅前溢利 34,474
稅項 (12,613)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溢利 21,861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地面無線

有線數字 無線數字電視 無線數字 數字電視

電視業務 增值服務 加密芯片 音頻芯片 網絡設備集成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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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來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益 79,910 — 53,769 57,361 285 191,325

分部業績 55,044 (4,044) (15,074) (1,654) 4,372 38,644

未分配收入 8,116

未分配開支 (20,463)

融資成本 (6,894)

除稅前溢利 19,403

稅項 12,273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溢利 3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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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普通債券之實際利息開支 2,244 — 4,463 —
可換股票據之實際利息開支 — 3,339 — 6,871
融資租約之利息 3 11 8 23
銀行貸款之利息 145 — 263 —

2,392 3,350 4,734 6,894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香港 — 316 — 316
— 中國企業所得稅 6,805 (14,908) 12,473 (6,59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40 (5,986) 140 (5,998)

6,945 (20,578) 12,613 (12,273)

香港利得稅以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中國企業所得稅以兩個期間之估計
應課稅溢利按稅率25%計算。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公司若干中國附屬公司獲豁免自其
首個獲利經營年度起計兩年繳納中國所得稅，其後該等附屬公司於隨後三年則可享中國所得稅
減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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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溢利／（虧損）

期內溢利／（虧損）乃經扣除／（抵免）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呆賬撥備淨額 — 35,663 — 35,663
存貨撥備 — 1,658 — 1,658
確定為開支之存貨銷售成本 44,002 29,613 120,410 95,421
折舊 1,164 10,593 2,210 9,154
匯兌虧損／（收益） 8 (211) 8 1,170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5,070 — 5,07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7,941 — 7,94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虧損 — 1,290 — 1,77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 6 — (897) —
研究及開發成本 260 — 519 79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及津貼 5,345 7,607 11,059 13,287
— 退休金計劃供款 263 1,466 937 1,976
— 以股份支付款項 — 242 241 322

7. 每股盈利／（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4,858,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17,594,000港元）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185,257,000股（二
零一二年：2,527,953,000股）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
21,86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1,676,000港元）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154,988,000股（二零一二年：2,507,772,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及認股權證之行
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因此期內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每股攤薄虧損乃按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507,772,000股之總額，經調
整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後計算。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508,192,000股之總額，
經調整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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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9. 應收賬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512,521 399,160
減：呆賬撥備 — —

512,521 399,160

逾期但並未減值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十日內 2,335 91,467
三十一至九十日 72,513 23,386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70,639 53,076
一百八十日以上 311,783 162,059

457,270 329,988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為三十日至一百八十日。

逾期但並未減值之應收款項與本集團存有良好交易記錄之多名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驗，
本公司董事認為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因該等客戶之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轉變，而結餘
依然被認為可以全數收回。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改善信貸項目。

10.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十日以內 17,603 5,043
三十一至六十日 400 5,752
六十一至九十日 911 18,646
九十日以上 44,397 19,138

63,311 4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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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收益約196,8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之約191,300,000港元增加約2.9%。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收益約為
67,700,000港元，較上一季度之129,200,000港元減少約47.6%。

本期間本集團之毛利率約為38.6%，較去年同期約46.9%減少約8.3%。

其他收入約為1,100,000港元，上一年度同期則約為29,200,000港元。收入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出售知識產權之收益。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經營費用約為32,8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88,600,000港元減少63.0%。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
營費用包括應收賬款呆賬撥備約35,700,000港元。

融資成本約為4,700,000港元，其中約4,500,000港元為普通債券之實際利息開支。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21,900,000港元，較上一財
政年度同期之約31,700,000港元減少約31.0%。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69港仙，較去年同期之1.26港仙減
少約45.2%。

認購新股份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兩名獨立投資者分別訂立有條件認購協議。根據認購
協議，認購人有條件同意認購，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按每股認購股份0.25港元之價格配發及
發行合共100,000,000股認購股份。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完成，所得款項淨額約
為24,900,000港元，為本集團之業務提供額外現金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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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America Assets Holding Group Limited（「America Assets」）與本
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Star Hub Investments Limited（「Star Hub」）訂立買賣協議，據此，Star
Hub有條件同意向America Assets出售，而America Assets有條件同意向Star Hub購買Magic Golden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現金代價為人民幣328,000,000元（相當於約413,300,000港元）。已
出售集團包括北京中廣視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廣」），主要從事地面無線數字電視網絡設
備集成業務，以及研究、設計、製造及買賣資訊安全產品。出售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之通函。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完成。出售事項之
虧損淨額約27,000,000港元，其中虧損約28,000,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確認，而餘額已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確認。

收購中礦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北京金橋囱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金橋」）與王龍先生及周玫女士（「賣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賣方同意向北京金橋出售，而
北京金橋同意向賣方購買中礦京資投資有限公司（「中礦」）合共51%之股權，總現金代價為人
民幣25,500,000元（相當於約32,100,000港元）。中礦主要從事(i)項目投資；(ii)投資管理；(iii)
投資諮詢；及(iv)銷售金屬材料、礦產品。於收購完成後，中礦將成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其財務業績將於本集團之財務業績綜合入賬。有關收購事項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公告。收購事項尚未完成。

終止收購煙台新潮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北京金橋與煙台新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潮」）訂立買賣協議，
據此，新潮同意向北京金橋出售，而北京金橋同意向新潮收購於煙台新牟電纜有限公司（「新
牟」）之25%股權，現金代價為人民幣139,000,000元（相當於約175,100,000港元）。由於投資者
未有如新潮及北京金橋預期般收購新牟之股權，故新潮及北京金橋認為，訂約方已不再有興
趣進行收購事項，並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達成協議，以終止有關買賣協議。有關交易
之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公告。

業務回顧

受國內整體經濟疲弱影響，本集團業務在第二季度業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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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線數字電視服務業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致力於有線數字電視營運及增值業務之業務發展及實行。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約為90,000,000港元或佔總收益46%。

(ii) 無線數字電視增值服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約為33,100,000港元或佔總收益17%。

該分部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約16,800,000港元，部份因向已簽約方
支付溢利保證金所致。

(iii) 資訊安全產品業務

資訊安全產品業務及相關技術服務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之收益約
為11,900,000港元，約佔總收益之6%。

本集團繼續執行在通訊及系統集成方面已中標的一間國內航空公司及大型通訊運營商的
集採專案。

(iv) 無線數字音頻產品業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無線數字音頻產品業務及相關技術服務之收
益約為15,200,000港元，佔總收益約8%。

上半年的收益主要來自國內客戶，而國外市場需求則一般。過去幾年與國內外客戶合作
的項目規模增大，市場份額亦隨之擴大，為集團在日後的收益提供保障及利潤增長點。

(v) 地面無線數字電視網絡設備集成業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總額約46,500,000港元或約23%來自
買賣地面無線數字電視相關產品。

前景

於二零一三年，本集團將鞏固及用心服務已經簽約之廣電用戶，為本集團之總體發展目標奠
定基礎。本集團亦會繼續擴大現有產品的市場份額，以提高利潤，並拓展新業務領域，力爭
新利潤增長點及提高本公司股東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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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45,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3,100,000港元）。以人民幣計值之結餘約43,800,000港元存於中國之持牌銀行，而
將該等結餘兌換為外幣須受中國政府頒佈之外匯管制法規所規限。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淨額約為445,900,000港
元，而投資活動及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入分別約為412,000,000港元及27,4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總借款除以股東資金）約為0.06（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8）。

匯率波動之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公司之收益及開支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
未平倉之外匯對沖合約。

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其資產。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無）。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發行合共100,000,000股新股份。.

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除「出售附屬公司」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有關
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有160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6名）全職僱
員。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保持不變，詳情請參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年
報。



— 17 —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
短倉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
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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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規定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
短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內之權益及短倉；或根據創
業板上市規則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第5.46條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
如下：

已發行股本中
名稱 身份 數目股份 權益概約百分比

肖彥先生 實益擁有人 2,273,334 0.07%
仇斌先生 實益擁有人 2,408,000 0.08%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
時間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可藉收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股
份或債權證而獲得利益。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載，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
已知悉下列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主要股東權益及短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持有之股份或相關股份 權益概約
股東名稱 數目或應佔數目 權益類別 百分比

蔡忠林（附註） 623,542,451 (L) 受控法團權益 19.43%

Team Effort Investments Limited 623,542,451 (L) 受控法團權益 19.43%
（附註）

L：長倉

附註：

蔡忠林先生為Team Effort Investments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法定及實益擁有人。因此，蔡忠林先
生被視為於Team Effort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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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不知悉有任何
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36條所載之任何權益或短倉。

員工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員工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之詳情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之年報中披露。合資格人士根據購股權計劃獲授予之購股權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未行使情況如下：

股份數目（附註）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每股

參與者 一月一日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註銷 於期內失效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董事

肖彥先生 1,500,000 – – – (1,500,000) – 13/04/2011 14/05/2011- 1.54
12/03/2013

李濤先生 1,500,000 – – – (1,500,000) – 13/04/2011 14/05/2011- 1.54
12/03/2013

徐雷先生 800,000 – – – (800,000) – 13/04/2011 14/05/2011- 1.54
12/03/2013

梁和平先生 800,000 – – – (800,000) – 13/04/2011 14/05/2011- 1.54
12/03/2013

董石先生 800,000 – – – (800,000) – 13/04/2011 14/05/2011- 1.54
12/03/2013

胡定東先生 800,000 – – – (800,000) – 13/04/2011 14/05/2011- 1.54
12/03/2013

小計 6,200,000 – – – (6,200,000) –

其他參與者 23,800,000 – – – (23,800,000) – 13/04/2011 14/05/2011- 1.54
12/03/2013

3,000,000 – – – – 3,000,000 29/02/2012 01/03/2013- 0.84
29/02/2016

總計 33,000,000 – – – (30,000,000) 3,000,000

附註：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而可予行使之購股權所涉及之本公司股份數目。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本公司各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出現或可能出現競
爭或與本集團有其他利益衝突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29條成立具明文職權範圍之審核委員會。於本公告日
期，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梁和平先生，太平紳士（主席）、董石先生及
胡定東先生。



— 19 —

審核委員會之職責包括審閱本集團年報及賬目、半年報告及季度報告，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
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亦負責檢討及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制度，以及按
年度基準檢討外聘核數師之委任及確保繼任核數師之獨立性。

企業管治報告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已採用載於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香港聯交所守則」）所載之原則，惟以下各段中規定之守則條文A2.1除外。

主席與行政總裁之分工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責應分離，不應由同一人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間
之職責劃分應明確制定並以書面形式列示。

肖彥先生獲本公司高級管理層推薦出任本公司行政總裁，彼負責管理本集團業務及職責、協
調本集團之日常營運及執行董事會決策。直至本報告日期，董事會並未委任個人擔任主席一
職。考慮到本集團現時之營運狀況，管理層認為不必立即更改此安排。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規
定之交易必守標準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守則。本公司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得
悉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任何違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交易必守
標準之事宜。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囱芯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肖彥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肖彥先生（行政總裁）、李濤先生及仇斌先生；非執行董事
徐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和平先生，太平紳士、董石先生及胡定東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