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CHINA E-LEARNING GROUP LIMITED
中國網絡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8055）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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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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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提供有關中國網絡教育集團有限公
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對本公告所載資料共同及個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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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
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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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中國網絡教育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5,914 28,227 15,131 15,672
銷售成本  (11,160) (8,591) (7,118) (5,141)
     

毛利  14,754 19,636 8,013 10,531
其他收入 4 2,326 40 672 –
行政開支  (12,208) (11,486) (6,110) (4,886)
     

經營溢利  4,872 8,190 2,575 5,645
融資成本 5 (754) (3,917) (397) (906)
     

除稅前溢利 6 4,118 4,273 2,178 4,739
所得稅 7 – – – –
     

期內溢利  4,118 4,273 2,178 4,739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542) (4,130) (1,963) 280
 非控股權益  7,660 8,403 4,141 4,459
     

  4,118 4,273 2,178 4,73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每股溢利╱（虧損）
 （港仙）
 – 基本 9 (0.11) (0.25) (0.06) 0.02
 – 攤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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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4,118 4,273 2,178 4,739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
  之匯兌差額 (216) (751) (52) (13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902 3,522 2,126 4,603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758) (4,881) (2,015) 144
 非控股權益 7,660 8,403 4,141 4,459
    

 3,902 3,522 2,126 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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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826 7,090
   

  5,826 7,090
   

流動資產

 存貨  53 2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6,913 –
 其他應收賬款 10 123,981 172,36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7,951 187,412
   

  298,898 359,798
   

資產總值  304,724 366,88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28,625 44,611
 金融衍生工具  8 8
 可換股票據  9,699 9,382
   

  38,332 54,001
   

負債總額  38,332 54,001
   

流動資產╱（負債）資產淨值  260,566 305,797
   

資產╱（負債）淨值  266,392 312,88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312,235 321,427
 儲備  (59,847) (14,884)
 非控股權益  14,004 6,344
   

總權益  266,392 312,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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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 21,379 1,203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210 8,403

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50,834) (7,00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減少） (29,245) 2,60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87,412 15,101

匯率變動之影響 (216) (751)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7,951 16,95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57,951 16,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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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中國

  股份 以股份 匯率變動 可換股票據 員工獎勵

 股本 溢價 支付儲備 儲備 之股權儲備 基金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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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161,422 – 19,199 11,575 16,284 2,396 (310,480) (99,604) 5,756 (93,848)
          

期內收入╱（虧損） – – – – – – (4,130) (4,130) 8,403 4,273
其他全面虧損 – – – (751) – – – (751) – (751)
          

期內全面
 收入╱（虧損）總額 – – – (751) – – (4,130) (4,881) 8,403 3,522
因轉換可換股票據
 而發行股份 45,138 15,874 – – (975) – – 60,037 – 60,037
行使購股權 3,000 – – – – – – 3,000 – 3,000
贖回可換股票據 – – – – (1,844) – – (1,844) – (1,844)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209,560 15,874 19,199 10,824 13,465 2,396 (314,610) (43,292) 14,159 (29,133)
          

於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 321,427 310,567 14,420 10,896 6,144 4,442 (361,353) 306,543 6,344 312,887
          

期內收入╱（虧損） – – – – – – (3,542) (3,542) 7,660 4,118
其他全面虧損 – – – (216) – – – (216) – (216)
          

期內全面收入╱
 （虧損）總額 – – – (216) – – (3,542) (3,758) 7,660 3,902
因轉換可換股票據
 而發行股份 – – – – – – – – – –
行使購股權 1,200 1,229 (413) – – – – 2,016 – 2,016
股份回購 (10,392) (42,021) – – – – – (52,413) – (52,413)
贖回可換股票據 – – – – – – – – – –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312,235 269,775 14,007 10,680 6,144 4,442 (364,895) 252,388 14,004 26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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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之受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互聯網平台以促進中醫教育項目
及其他諮詢及培訓項目。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準則」），以及創業
板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
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集團已採納與其營運相關且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之
所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對
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呈報數額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有關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董事預期，應用
有關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並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集團提供遠程培訓課程及教育諮詢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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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47 21 27 –
雜項收入 121 19 120 –
出售金融資產之收益 1,946 – 313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212 – 212 –
    

 2,326 40 672 –
    

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
 可換股票據利息開支 317 2,811 161 457
短期貸款之利息開支 – 1,106 – 449
其他融資開支 437 – 236 –
    

 754 3,917 397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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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101 897 551 506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5,258 4,794 2,447 1,985
    

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
出撥備。

在其他司法權區產生的稅項按各自司法權區的通行稅率計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
的稅率於該兩個期間均為25%。由於期內產生收入之附屬公司屬中國免稅公司，故
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8.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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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溢利╱（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
 溢利╱（虧損）之期內
 未經審核溢利╱（虧損） (3,542) (4,130) (1,963) 28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三個月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計算每股基本溢利╱
 （虧損）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目 3,174,936,231 1,678,184,537 3,149,565,789 1,732,871,868
    

計算每股攤薄溢利╱
 （虧損）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目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尚未
行使之可換股貸款票據具有反攤薄效果，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及三個月之每股攤薄溢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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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1,863 181,880
預付款項 2,118 3,154
減：減值虧損 – (12,672)
  

 123,981 172,362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133 510
其他應付款項 20,458 20,504
預收款項 5,909 17,190
應計費用 2,125 6,407
  

 28,625 44,611
  

貿易應付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 375
31至60日 – –
61至90日 – –
90日以上 133 135
  

 133 51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賬面金額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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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50,000,000,000 5,000,00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00,000 5,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3,214,271,196 321,427
 行使購股權 12,000,000 1,200
 已回購及已注銷之股份 (103,920,000) (10,392)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3,122,351,196 312,235
  

1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15. 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下列有關已租賃物業及辦公室設備的經營租約
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749 1,749
於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851 1,726
  

 2,600 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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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上半年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降8.19%。醫療教育核心業務維持穩定。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本公司就北京中醫藥大學轉讓北京中醫藥大學遠程教

育學院49%收益權予本公司及其他合作項目（「合作」）與北京北中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北中」）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二日，本公司與北京北中書面同意延長戰略合作協議合作事宜

之採取實質性行動之期限三個月。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六日，本公司與北京北中書面同意延長戰略合作協議合作事宜

之採取實質性行動之期限九個月，及延長戰略合作協議自動失效期限一年。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25,914,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28,227,000港元），乃指學費收入以及教學產品之銷售額。回顧期間之毛利
約為14,75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9,636,000港元），而毛利率則為57%。

期內，銷售成本約為11,16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8,591,000港元），乃指遠程教育
課程所產生之直接工資及經常性開支。

其他收入約2,32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0,000港元）指利息收入約47,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21,000港元）、雜項收入約12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9,000港元）、出
售金融資產之收益約1,94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以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
融資產公平值收益約21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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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間之行政開支約為12,20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1,486,000港元），其中
員工相關成本約為5,25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794,000港元）。回顧期間內的
其他主要開支包括租金約87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272,000港元）；顧問費約
1,92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874,000港元）；及折舊費約1,101,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897,000港元）。

期內融資成本約為75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917,000港元）。期內之綜合溢利約
為4,11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273,000港元）。

展望

本集團現有的網絡教育業務未來將繼續成為我們的核心業務及主要現金來源。本業

務預期將穩定增長。

本集團將一如既往實施若干具成本經濟效益的措施，以精簡業務流程，提高網絡教

育業務的盈利能力及價值。本公司將繼續為我們現有業務尋找新的發展機會，特別

是同時對本集團的現有醫療教育平台進行橫縱向開發，進一步擴張我們的服務網

絡，從而提升股東價值及降低業務風險。

此外，本公司將繼續在中國及本地尋找其他具有吸引力的投資，嘗試擴展至其他業

務領域以減少對現有的網絡教育業務的依賴以及提升本集團的長期正現金流量及盈

利。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資產約298.9百萬港元，其中包括現金
及銀行結餘約158百萬港元，且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款。總資產約為304.7百萬港
元以及總負債約為38.3百萬港元，負債比率（即總負債對總資產之比率）約為0.13，
而二零一五年年初時約為0.15。

股本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5,000,000,000港元，分為
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為321,427,119
港元，分為3,214,271,196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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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10,540,000港元於聯交所購回合共
21,872,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8,811,000港元
於聯交所購回合共17,568,000股股份。合共39,440,000股股份已於二零一五年二月
九日註銷。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因行使購股權，本公司12,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
元之股份已獲發行。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1,412,000港元於聯交所購回合共
2,664,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16,706,000港元
於聯交所購回合共31,520,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
2,166,000港元於聯交所購回合共4,136,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本公
司以總代價約712,000港元於聯交所購回合共1,344,000股股份。合共39,664,000股
股份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四日註銷。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2,426,000港元於聯交所購回合共
4,992,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八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5,654,000港元於聯
交所購回合共11,504,000股股份。合共16,496,000股股份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
日註銷。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2,878,000港元於聯交所購回合共
5,976,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632,000港元於聯
交所購回合共1,344,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
475,000港元於聯交所購回合共1,000,000股股份。合共8,320,000股股份已於二零
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註銷。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2,587,000港元於聯交所購回合共
5,504,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3,286,000港元於
聯交所購回合共7,096,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公司以總代價
約3,168,000港元於聯交所購回合共6,904,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以總代價約4,108,000港元於聯交所購回合共9,120,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五
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以總代價約5,217,000港元於聯交所購回合共12,968,000股
股份。合共41,592,000股股份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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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5,000,000,000港元，分為
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為312,235,119
港元，分為3,122,351,196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可換股票據

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

本集團已與二零零八年可換股票據（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期）之持有人，及

與約50百萬港元之本票持有人達成多項協議，以進行償付。為籌集足夠資金進行
償付，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以及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發行兩批可換

股票據：「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A」以及「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B」。

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A的本金總額為89,999,934港元，利率為每年1%，於發行日
期起計36個月到期，並可按每股0.50港元（可予調整）之換股價轉換為普通股。

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B的本金總額為36,200,000港元，利率為每年1%，於發行日
期起計6個月到期，並可按每股0.50港元（可予調整）之換股價轉換為普通股。於二
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到期日期順利延後六個月至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於到

期後，本金額連同到期利息乃悉數以本票償付。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據此，認購人已同意認購

及本公司已同意發行本金總額為42,399,932港元之可換股票據（2016-1可換股票據
至2016-5可換股票據）。就認購該等可換股票據應付之認購金額將抵銷本公司根據
付款安排契據就贖回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A應付之金額及本公司於完成時結欠現
有本票持有人之債務。

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A已透過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發行可換股票據（2016-3可
換股票據、2016-4可換股票據及2016-5可換股票據）悉數抵銷。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二日，2016-1可換股票據、2016-2可換股票據及2016-3可換股
票據所附轉換權獲悉數行使，因此231,076,922股股份已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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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2016-4可換股票據及2016-5可換股票據所附轉換權獲悉
數行使，因此95,076,399股股份已發行。據此，二零一六年可換股票據（2016-1可
換股票據、2016-2可換股票據、2016-3可換股票據、2016-4可換股票據及2016-5可
換股票據）已悉數轉換。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本集團與一組獨立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以發行本

金總額為42,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之利率為每年3%，於發行日
期起計12個月到期，並可按每股0.50港元（可予調整）之換股價轉換為普通股。隨
後，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以及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四日發行兩批可

換股票據：本金額為19,500,000港元之「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C」以及本金額為
22,500,000港元之「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D」。其中，第C批乃於二零一一年獲悉
數轉換。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第D批之到期日期延後六個月至二零一三年三月
七日。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七日，第D批之到期日期進一步延後十二個月至二零一四
年三月六日。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D之未償還本金額為
12,8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本公司根據持有人通知，贖回本金額10,000,000港元之二
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D。本公司正在聯絡本金額2,800,000港元之二零一一年可換股
票據D之持有人，以償還到期之可換股票據。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尚
未接獲持有人的任何回覆或通知，而本公司已備好償還資金。

二零一二年可換股票據

因收購永樂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全部股權，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可

換股票據（「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以償付收購的部分代價。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之

本金總額為9,611,906港元，利率為每年1%，於發行日期起計36個月到期，並可按
每股0.50港元（可予調整）之換股價轉換為普通股。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本金額為7,611,906港元之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所附
轉換權獲悉數行使，因此15,223,812股股份已發行。

因收購永樂國際傳媒有限公司全部股權，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可

換股票據（「永樂國際可換股票據」）以償付收購的部分代價。永樂國際可換股票據之

本金總額為58,235,956港元，利率為每年1%，於發行日期起計36個月到期，並可
按每股0.50港元（可予調整）之換股價轉換為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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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五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及永樂國際

可換股票據票據持有人訂立修訂契據，據此，本公司及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及永樂

國際可換股票據票據持有人同意就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及永樂國際可換股票據若干

條款及條件進行修訂。根據修訂契據，(i)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及永樂國際可換股票
據換股價將由每股0.50港元降至每股0.35港元；及 (ii)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及永樂
國際可換股票據利率由每年1%降至零。除根據修訂契據所作之修訂以外，永樂科
技可換股票據及永樂國際可換股票據所有其他條款均維持不變及有效。

此外，本公司及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及永樂國際可換股票據各票據持有人於二零

一四年九月十六日訂立補充契據，以就修訂契據若干條款進行修訂。

根據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及永樂國際可換股票據，假設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及永樂

國際可換股票據所附轉換權以0.35港元換股價獲悉數行使，本公司將於永樂科技可
換股票據及永樂國際可換股票據所附轉換權獲悉數行使後發行172,102,729股換股
股份。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有關擬定條款修訂及修訂契據以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

之普通決議案呈交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召開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以透過投

票方式獲得獨立股東批准。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建議修訂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及永樂國際可換股票據之

條款及條件相關之決議案已獲獨立股東於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

式通過。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聯交所已批准修訂條款及由於行使永樂科技可換股票

據及永樂國際可換股票據所附轉換權（經修訂契據修訂）而將予發行之換股股份上

市，因此，修訂契據項下之修訂條款的所有先決條件均告達成並且修訂條款已於二

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生效。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本金額為2,000,000港元之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所附轉
換權獲行使，因此，5,714,285股股份已發行。故永樂科技可換股票據已獲悉數轉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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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本金額為35,000,000港元之永樂國際可換股票據所附轉
換權獲行使，因此，99,999,999股股份已發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本金
額為13,235,956港元之永樂國際可換股票據所附轉換權獲行使，因此，37,817,017
股股份已發行。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永樂國際可換股票據的未償還

本金總額為10,000,000港元。倘所附轉換權獲悉數行使，將要發行及配發本公司
28,571,428股新股份。

二零一四年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一名認購人訂立一份認購協議，據此，本

公司已同意發行及認購人已同意認購本金總額為6,000,000港元，自發行日期起12
個月到期，按票面年利率1%計息，可按每股0.10港元之換股價（可予調整）兌換為
60,000,000股股份之可換股票據（「2014-1可換股票據」）。認購代價6,000,000港元已
悉數以本公司欠認購人之債項之等值數額抵銷。於同日，本公司亦與另一名認購人

訂立另一份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同意發行及認購人已同意認購本金總額為

5,000,000港元，自發行日期起12個月到期，按票面年利率1%計息，可按每股0.10
港元之換股價（可予調整）兌換為50,000,000股股份之可換股票據（「2014-2可換股票
據」）。認購代價5,000,000港元已悉數以本公司欠認購人之債項之等值數額抵銷。

此外，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日，本公司與一名認購人訂立一份認購協議，據此，

本公司已同意發行及認購人已同意認購本金總額為10,000,000港元，自發行日期起
12個月到期，按票面年利率1%計息，可按每股0.10港元之換股價（可予調整）兌換
為100,000,000股股份之可換股票據（「2014-3可換股票據」）。認購代價10,000,000港
元已悉數以本公司欠認購人之債項之等值數額抵銷。於同日，本公司亦與另一名認

購人訂立另一份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同意發行及認購人已同意認購本金總額

為4,234,400港元，自發行日期起12個月到期，按票面年利率1%計息，可按每股0.10
港元之換股價（可予調整）兌換為42,344,000股股份之可換股票據（「2014-4可換股票
據」）。認購代價4,234,400港元已悉數以本公司欠認購人之債項之等值數額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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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2014-3可換股票據及2014-4可換股票據所附轉換權獲
悉數行使，因此，142,344,000股股份已獲發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本金額為11,000,000港元的2014-1可換股票據及2014-2
可換股票據附帶之兌換權已獲悉數行使，因此，110,000,000股股份均已發行。故二
零一四年可換股票據已悉數轉換。

二零一六年可換股票據A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楊東軍先生（「楊先生」）訂立

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同意發行而楊先生已同意認購本金總額為40,775,000港
元之二零一六年可換股票據A，可按換股價每股換股股份0.143港元（可予調整）兌
換為285,139,860股換股股份。認購代價40,775,000港元已悉數以本公司欠楊先生之
債項之等值數額抵銷。

二零一六年可換股票據A於發行日期起計24個月到期，按年利率1%計息，須於
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倘若較早者）於悉數兌換二零一六年可換股票據A後按年
作期末支付。換股股份經發行後，在各方面將與當時之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八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40,775,000港元之二零一六年可換股
票據A。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本金額為10,725,000港元之二零一六年可換股票據A
所附轉換權已獲行使，因此，75,000,000股股份已獲發行。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
日，本金額為5,005,000港元之二零一六年可換股票據A所附轉換權已獲行使，因
此，35,000,000股股份已獲發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本金額為25,045,000
港元之二零一六年可換股票據A所附轉換權已獲行使，因此，175,139,860股股份已
獲發行。故二零一六年可換股票據A已獲悉數轉換。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負債及交易均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鑑於港元兌人民幣之匯率

保持相對平穩，且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支出由中國的銷售額支付，故管理

層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由正常運營過程所產生之外匯風險被視為並不重

大。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外幣借款，且並未使用任何金融工

具對沖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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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產抵押。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5名僱員（二零一四年：33名僱員）（包括
執行董事）。於回顧期間內，僱員成本總額約為5,25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約
4,794,000港元），較上一期間增加約9.68%。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及福利符合市場水平，僱員亦會在本集團薪酬及花紅制度的一般

框架內按表現相關基準而獲得獎勵，而有關制度乃每年進行檢討。員工福利包括強

制性公積金供款以及購股權。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向本集

團僱員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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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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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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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記錄於根據該條例所置存之登記冊
之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好倉

 所持股份或相關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身份 普通股 購股權 總計 百分比

袁偉（董事） 實益擁有人 20,000,000 – 20,000,000 0.64%

王慧（行政總裁） 實益擁有人 – 6,377,306 6,377,306 0.20%

李湘軍（董事） 實益擁有人 313,590 6,712,954 7,026,544 0.23%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其他董事或主要行政人

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債權證或相關股份中持有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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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b)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記錄於根據該條例所置存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 (c)根據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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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之權益及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以下人士（本公司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予
披露及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登記冊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
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好倉

  所持股份或 佔已發行股本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 百分比

Magic Stone Fund (China) 投資經理 211,552,000 6.78%

楊東軍（附註1、2） 實益擁有人 12,720,000 0.41%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211,552,000 6.78%

Atlantis Capital Holdings  投資經理 190,000,000 6.09%
 Limited

劉央（附註3）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190,000,000 6.09%

附註： 1. 楊東軍先生擁有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Magic Stone Fund (China)之80.25%
權益。因此，楊先生被 視為於Magic Stone Fund (China)所持之211,552,000股股
份中擁有權益。

 2. 楊東軍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楊季霖先生之父親。

 3. 根據披露權益通知文檔， 劉央女士被視為Atlantis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之控股
股東，因此劉央女士被視為於本公司19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

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予披露及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
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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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列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董事、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

直接或間接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回顧期間，本公司以總代價約70,778,000港元（不包括開支）於聯交所購回合共
145,512,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該普通股回購之詳情如下：

    總代價

    （不包括

    交易成本

回購月份  回購之普通股數目  每股最高價 每股最低價  （千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五年一月 39,440,000 0.52 0.42 19,351

二零一五年三月 34,184,000 0.53 0.53 18,118

二零一五年四月 5,480,000 0.53 0.52 2,878

二零一五年六月 66,408,000 0.495 0.4 30,431
    

總計 145,512,000   70,778
    

回顧期間，合共註銷103,920,000股已回購之普通股。餘下41,592,000股已回購之普
通股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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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回顧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回購、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相關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守則，其條款並不寬鬆於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定之買賣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並
不知悉於回顧期間內有任何董事違反所定買賣標準及其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之情

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書面職權範圍，以檢討及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

及內部監控程序。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崇興

博士、李群盛先生及李雅茹女士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並認為該等報表已符合適用的會計準則及已作出充分披露。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成立，其主要職能為 (i)就本公司關於
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 (ii)釐定本集團
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待遇；及 (iii)審議並批准績效酬金。袁偉先生為本公
司薪酬委員會之主席，其他成員包括李群盛先生及李雅茹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佔

薪酬委員會成員之大多數。



— 26 —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之提名委員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成立。提名委員會之職責為物色具

備合適資格可成為董事之人士，並就委任、續聘及調任董事向董事會提出建議。袁

偉先生為本公司提名委員會之主席，其他成員包括李群盛先生及黃崇興博士。獨立

非執行董事佔提名委員會成員之大多數。

 承董事會命

 中國網絡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袁偉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袁偉先生及楊季霖先生；一名非執行
董事李湘軍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崇興博士、李群盛先生及李雅茹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