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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優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Pizu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53）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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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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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屬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在主板買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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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比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創
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比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資料。各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
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及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內
容或本公佈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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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中期期間」）持續經營業
務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8,081萬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增加約16.83%。

‧ 本集團於中期期間之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159萬元。

‧ 本集團於中期期間之擁有人應佔全面溢利總額約為人民幣577萬元。

‧ 本集團於中期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0047元。

‧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中期期間派發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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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業績

比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除明確註明外，本中期財務報告內之所有財務數字是以人民幣（「人民幣」）千元列值）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2  180,808 154,763 4,172 136,361

銷售貨品成本及
 所提供服務成本  (176,632) (153,672) (1) (135,315)
     

毛利  4,176 1,091 4,171 1,046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96 154 90 142

行政支出  (1,819) (4,932) (905) (2,856)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帳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虧損）╱收益  (3,641) 800 (335) 893

洐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5) – –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352 – – –
     

經營溢利╱（虧損）  159 (2,887) 3,021 (775)

融資成本  (755) (1,612) (194)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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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
 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596) (4,499) 2,827 (2,017)

所得稅 6  – – – –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
 （虧損）╱溢利  (596) (4,499) 2,827 (2,017)

已終止業務 9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992) (2,742) (878) (1,923)
     

本期間（虧損）╱溢利 5  (1,588) (7,241) 1,949 (3,94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下列各項產生之滙兌差額  

 －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 786 – 401

 －有關出售附屬公司
   之重新分類  7,359 – 2,699 –
     

本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5,771 (6,455) 4,648 (3,539)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每股盈利╱（虧損） 11  

基本及攤薄  0.0047 (0.0070) 0.0037 (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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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2 524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帳款及應收票據  – 82,219

 其他應收款、預付帳款及按金  4,300 9,082

 衍生金融資產  2,385 2,1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088 14,749
   

  13,773 108,21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 1,15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8 12,391

 銀行借款  – 84,322

 應繳所得稅  312 655

 衍生金融負債  531 2,016
   

  951 100,534
   

流動資產淨值  12,822 7,68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844 8,208
   

資產淨值  12,844 8,20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21,186 21,186

 儲備  (8,342) (12,978)
   

總權益  12,844 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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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資本可分佔  外幣換算 法定及其他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實繳盈餘 儲備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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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21,186 72,452 25,141 933 (13,486) 1,135 (99,153) 8,208

本期間虧損 – – – – – – (1,588) (1,588)

出售附屬子公司產生
 之滙兌差額 – – – – 7,359 – – 7,359

出售－中國附屬公司 – – – – – (1,135) – (1,135)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1,186 72,452 25,141 933 (6,127) – (100,741) 12,844
        

於二零一三年
 四月一日（經審核） 19,582 43,290 23,714 933 (13,923) 1,135 (66,493) 8,238

本期間虧損 – – – – – – (7,241) (7,241)

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產生之滙兌差額  – – – – 786 – – 78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786 – – 786
        

根據股東貸款資本化
 發行股份 3,950 3,160 – – – – – 16,140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3,532 46,450 23,714 933 (13,137) 1,135 (73,734) 1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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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 73,333 3,781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65 (42)

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81,059) 27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7,661) 4,01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749 16,135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 786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088 2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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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
規定而編製。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列
載者貫徹一致。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業務，其業務活動主要以人民幣進行，因此本集
團之業績乃以人民幣編製。

2. 收益
營業額指礦產品貿易業務，及提供學校網絡整合服務予客戶之收入（已終止業務）。期內已於
營業額內確認收益之各重要來源類別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持續經營業務
礦產品貿易 180,808 154,763 4,172 136,361
    

已終止業務
學校網絡整合業務 835 5,152 159 1,647
    

總營業額 181,643 159,915 4,331 13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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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利息收入 96 82 90 –

償還債務收益 – 53 – 52

其他 – 19 – 90
    

 96 154 90 142
    

4. 分部資料
(a) 業務分部

於劃分本集團之經營分部時，管理層一般根據本集團之服務性質，即本集團提供之主
要業務類別。本集團已確定以下可呈報分部：

－ 礦產品貿易；

－ 學校網絡整合服務（已終止業務）；及

－ 放貸利息收入。

由於上述各個經營分部需要的資源不同，因此各分部乃分開管理。就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而言，用於釐定經營分部及已報告分部損益的計量方法與以往期
間相比並無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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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礦產品 學校網絡 銷售 
 貿易 整合服務 應用軟件 綜合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180,808 835 – 181,643
    

分部經營（虧損）╱溢利 (226) 132 – (94)
    

利息收入及未能分配
 其他企業收入    96
未能分配企業開支    (1,590)
    

除所得稅前虧損    (1,588)
所得稅開支    –
    

期內虧損    (1,588)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礦產品 學校網絡 銷售 
 貿易 整合服務 應用軟件 綜合

資產
分部資產 13,348 – – 13,348
未能分配企業資產    447
    

總資產    13,795
    

負債
分部負債 853 – – 853
未能分配企業負債    98
    

總負債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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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礦產品 學校網絡 銷售 

 貿易 整合服務 應用軟件 綜合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154,763 5,152 – 159,915
    

分部經營溢利╱（虧損） 975 (2,738) (168) (1,931)
    

利息收入及未能分配
 其他企業收入    73

未能分配企業開支    (5,383)
    

除所得稅前虧損    (7,241)

所得稅抵免    –
    

期內虧損    (7,241)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礦產品 學校網絡 銷售 

 貿易 整合服務 應用軟件 綜合

資產
分部資產 28,645 7,675 – 36,320

未能分配企業資產    26,595
    

總資產    62,915
    

負債
分部負債 27,666 7,540 – 35,206

未能分配企業負債    9,786
    

總負債    4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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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部
本集團在兩大經濟環境（香港及中國）中經營業務。

按地域分類呈列資料時，分類收益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劃分。分類資產及資本開支則按
資產所在地劃分。

 香港 中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九月三十日 於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180,808 154,763 835 5,152

分部資產之賬面值 12,817 55,240 – 7,675
    

5. 本期間虧損
本期間虧損乃經扣除以下項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持續經營業務
核數師酬金 – – – –

售出存貨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176,632 153,672 1 135,315

固定資產折舊 5 32 2 16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256 249 128 12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
 資產之（虧損）╱盈利淨額 (3,641) 800 (335) 893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自  自 
 二零一四年 截至 二零一四年 截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三年 七月一日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八月十五日 止六個月 八月十五日 止三個月

已終業務 
核數師酬金 – – – –

售出存貨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703 5,060 84 55

固定資產折舊 27 36 4 18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47 149 1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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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 –

遞延稅
 本期間 – – – –
    

 – – – –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在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及香港並無產生任何應評稅
溢利╱收入，故並無作出該等司法權區之利得稅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中國應評稅溢利之應付稅項乃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之適用稅率計算。

本集團營業額主要來自已出售附屬公司北京普華智維科技有限公司（「智維」），此等公司須繳
付企業所得稅。

7. 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出售其於德信有限公司
（「德信」）之全部股權並以合共7.8港元（相當於人民幣6.16元）現金為代價。德信為一間投資控
股公司，旗下已無其他子公司。出售事項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完成，自此，德信不再
為本集團附屬公司。

出售德信之溢利計算如下：

 人民幣

代價 –

出售之負債淨值 5,793

有關德信將權益重新分類至出售損益之累積匯兌差額 (4,441)
 

出售之溢利 1,352
 

附註b：

 人民幣
出售之負債淨值載列如下：

其他應付帳款及應收費用 (5,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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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五日，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Dragon Era Investments Limited與獨立第三方
訂立買賣協議，出售其於Jumbo Lucky Limited及超高發展有限公司持有北京普華智維科技有
限公司（統稱「Jumbo Lucky集團」）之全部股權，以合共港幣7.8元（相當於人民幣6.16元）現金
為代價。Jumbo Lucky集團主要業務為在中國提供學校網絡業務。出售事項於二零一四年八
月十五日完成，自此，Jumbo Lucky集團不再為本集團附屬公司。

出售Jumbo Lucky集團之虧損（計入本期間來自已終止業務之虧損）計算如下：

 人民幣

代價 –

出售之負債淨值（附註b） 1,218

有關Jumbo Lucky集團將權益重新分類至出售損益之累積匯兌差額 (2,918)

有關出售之儲備 1,134
 

出售之虧損 (566)
 

附註b：

出售之負債淨值載列如下：

 人民幣

物業、機器及設備 400

貿易應收賬款 85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68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2

貿易應付賬款 (842)

短期借款 (406)

其他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2,605)

應繳稅項 (335)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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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終止業務
Jumbo Lucky集團於本期間直至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五日出售日期止之業績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自  自 
 二零一四年 截至 二零一四年 截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三年 七月一日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八月十五日 止六個月 八月十五日 止三個月

收益（附註2） 835 5,152 159 1,647

銷售成本 (703) (5,060) (84) (1,592)
    

總（虧損）╱溢利 132 92 75 55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淨額 1 252 – 1

行政支出 (486) (3,068) (372) (1,961)
    

經營虧損 (353) (2,724) (297) (1,905)

融資成本 (73) (18) (15) (18)
    

除所得稅前虧損 (426) (2,742) (312) (1,923)

所得稅開支 – – – –

出售經營業務之虧損（附註8） (566) – (566) –
    

已終止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992) (2,742) (878) (1,923)
    

營運現金流量 2,483 (3,117) 1,763 (4,027)

投資現金流量 104 1 104 –

融資現金流量 (2,667) 2,982 (1,883) 2,982
    

總現金流量 (80) (134) (16) (1,045)
    

就呈報已終止業務而言，比較中期業績及相關附註已經重列，猶如期內已終止之業務乃於比
較期間開始時終止。

10.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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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及於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
股份1,233,724,860股（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37,509,578股）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1,588) (7,241) 1,949 (3,940)
    

由於在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因轉換尚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及行使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具有反攤薄影響，因此並無披露每股攤薄虧損。

12.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總面值 股份數目 總面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1,500,000,000 62,150 1,500,000,000 62,150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期初 1,233,724,860 21,186 1,030,719,455 19,582

發行資本化股份 – – 50,000,000 395

轉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 – 153,005,405 1,209
    

於期終╱年終 1,233,724,860 21,186 1,233,724,860 2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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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類別劃分之財務資產及負債概要
(a) 下表呈列本集團財務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及公平值的概述：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持作買賣用途 2,385 2,168

貸款及應收款項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088 14,749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 82,219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4,300 7,290
  

 13,773 106,426
  

金融負債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持作買賣 531 2,016

按攤銷成本之金融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 1,15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08 11,857

 －借貸 – 84,322
  

 639 99,345
  

並非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

並非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其
他應收款項及按金、應收╱應付附屬公司款項、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
費用、一名股東之貸款以及借貸。由於本身屬短期性質，該等金融工具之賬面值與其
公平值相若。

(b)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之公平值計量
下表提供按公平值等級制以公平值入賬之金融工具分析：

－ 一級：活躍市場對相同資產或負債之報價（未經調整）；

－ 二級：報價以外之輸入數據包括於一級內資產或負債可直接（即作為價格）或間
接（即源自價格）觀察者；及

－ 三級：資產或負債之輸入數據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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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值等級制內之級別（於此級別內金融資產或負債按整體分類）乃基於對公平值計量
屬重大之最低級別輸入數據。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按公平值計量之財務資產及負債乃劃分為以下的公平值架構：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第1層 第2層 第3層 總額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臨時定價之買賣合約
  – – – –
商品期貨合約 (a)  2,385 – – –

    

負債
臨時定價之買賣合約  – – – –
商品期貨合約  531 – – –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1層 第2層 第3層 總額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臨時定價之買賣合約  – 1,618 – 1,618

商品期貨合約 (a)  550 – – 550
    

負債
臨時定價之買賣合約  – 2,016 – 2,016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第1層與第2層公平值架構之間概無資產轉
移（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

用於計量公平值之方法及估值技術與以往報告期間相比並無改變。

(a) 衍生財務資產
若衍生工具是於交易所或流通的場外市場買賣，本集團會使用結算日的收市價。一般
而言，本集團訂立的衍生工具並無於活躍市場買賣。有關合約的公平值是以一種將使
用可觀察市場資料輸入（即市場匯率及利率）（第2層）最大化估值技術來估計。本集團訂
立的衍生工具納入第2層之內，由遠期外匯合約組成。

14. 核准簡明財務報表
簡明財務報表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獲董事會核准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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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之持續經營業務營業額較二零一三
年同期上升約16.83%。持續經營業務營業額上升之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正發展大宗
產品的貿易業務。同一時間，因教育行業之資訊科技業務因面臨巨大的行業競爭
而導致收入減少，我集團已在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五日出售了該分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持續經營業務行政開支較二零一三年
同期減少63.11%。主要原因為本期間本集團不再攤銷無形資產近人民幣238萬元費
用及今期沒有將債務資本化而產生的專業費用近人民幣40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約為人民幣1,284萬元。流動資產約
為人民幣1,377萬元，其中約人民幣709萬元為現金及銀行結餘，另約人民幣430萬
元為按金。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95萬元。

資本架構

本公司於期內之資本架構變動載於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2。本公司資本僅由普通股
組成。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二零一三年：無）。

槓桿比率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槓桿比率（即債務淨額除以總權益）為不適用
（二零一三年：2.51倍）。

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二零一三年：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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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及對沖政策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收支及資產負債乃以人民幣為單位，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並無重
大外匯風險，亦無採取任何對沖政策。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及香港共聘用4名全職僱員。員工酬金計
劃乃參考現行市場價格釐定。員工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個人保險及酌情花紅，
乃按彼等於本集團之表現及對本集團之貢獻而定。

業務回顧與前景展望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財政年度的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來自礦產品
貿易業務，且該業務日趨成熟，為本集團帶來持續性收益。同一時間，因學校網路
整合服務業務的經營環境變化，市場競爭更趨激烈，引致該部分收入持續下降。為
集中資源，本集團已在二零一四年八月向一獨立第三方出售了該業務。

本集團在此期間也正進行架構重組，將集團名下的子公司重新歸類，將某些空置
公司出售以簡化集團架構，減少不必要的開支。

業務展望

本集團會專注投入更多的資源來積極發展礦產品貿易業務，檢討現有的營運并考
慮新的營運方針。本集團也會繼續尋找良好的機會進行及繼續發展借貸業務。與
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探索新的業務方向和潛在收購及投資機會，以期為股東帶
來豐厚及可持續的回報。



21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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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及相關
股份（「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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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被認為或視作擁有之權益或
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該條例所述登記名冊內之權益及淡
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如下：

本公司 – 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

 股份數目
董事 實益擁有人 受控制法團 持股佰分比

馬強先生 888,740,477 888,740,477 72.04%

附註：

該等股份以耀洋控股有限公司（「耀洋」）名義登記並實益擁有。耀洋由馬強先生合法及實益100%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之任何主要行政人
員概無在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
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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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被認為或視作擁有之
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該條例所述登記名冊內之權
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上市發行人的董事進行交易的最
低標準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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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擁有須予披露之股份權益及淡倉之主要股東及人士

就任何董事或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
（上文所披露之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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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
預期將直接或間接擁有有權於任何情況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
表決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的10%或以上之權益：

股份之好倉

名稱╱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耀洋 實益擁有人 888,740,477 72.04%

  （附註）

附註：

耀洋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由馬強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之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除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於股份中擁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存置之登記名冊並須予披露之權益或淡倉，又或有權在任何情況於本集團任
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者。

購股權計劃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讓本
公司能夠授出購股權予合資格參與者，以鼓勵或獎勵已經或將會對本集團作出貢
獻之僱員或任何人士。購股權計劃須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開始至其十週年
之日營業時間結束之期間內持續有效，於該期間後不會再授出購股權，但就購股
權計劃屆滿或終止前授出而尚未行使之任何購股權而言，購股權計劃之條文仍具
有十足效力。

根據購股權計劃，本公司董事可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向已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
任何僱員或任何人士（包括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
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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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價由本公司董事釐定，惟該價格不得少於以下之最高者：(i)本公司股份在授出
當日之收市價；(ii)緊接授出當日前五個營業日股份之平均收市價；及(iii)本公司股
份之面值。

每一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權利認購本公司之一股普通股股份。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購股權計劃已終止。本公司尚無採納新的購股權計
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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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股份。

競爭權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之董事、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
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對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任何重
大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已一直應用《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該守則」）所載之原則，並已遵守其中所列載之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
一套比《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第5.67條所載之交易必守標準更高的董事證券交
易守則。本公司亦已向各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本公司並不知悉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任何時間未有遵守該守則及交易必守標準之任何事項。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至第5.33條及該守則條文C.3.1至C.3.6成立
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方式列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
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匯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
意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的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琳女士，恩和巴雅爾先生和
劉塔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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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文稿已由審
核委員會成員審閱並由其對此提供意見。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丁宝山先生（主席）
熊澤科先生（行政總裁）
秦春紅女士

非執行董事：
馬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琳女士
恩和巴雅爾先生
劉塔林女士

承董事會命
比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丁宝山

中國，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本公佈將於其刊發日起計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頁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
公告」一欄內及本公司網頁www.pizugroup.com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