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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Z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即時科研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19）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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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
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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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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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即時科研集團有限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承擔全部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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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而提供有關即時科研
集團有限公司的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佈所
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
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3.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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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資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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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約1,001,000港元。

• 股東應佔虧損約2,415,000港元。

• 本公司董事（「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業績

即時科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中期賬目」），
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493 437 1,001 874

銷售及服務成本 (7) (6) (16) (14)
    

毛利 486 431 985 860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6 62 15 79

銷售及分銷費用 (1) (3) (23) (5)

一般及行政費用 (1,409) (1,342) (2,904) (2,835)

融資成本 (259) (229) (493) (465)
    

除稅前虧損 4 (1,177) (1,081) (2,420) (2,366)

稅項 5 – – – –
    

期內虧損 (1,177) (1,081) (2,420) (2,366)

匯兌換算差額 36 9 19 16
    

全面收益總額 (1,141) (1,072) (2,401)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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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174) (1,079) (2,415) (2,362)

 非控股權益 (3) (2) (5) (4)
    

(1,177) (1,081) (2,420) (2,366)
    

以下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38) (1,070) (2,396) (2,346)

 非控股權益 (3) (2) (5) (4)
    

(1,141) (1,072) (2,401) (2,350)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仙） 6 (0.5) (0.5)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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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設備、物業及廠房 22 13
 投資物業 42,814 42,814

  

42,836 42,827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7 445 382
 現金及銀行結存 17,070 14,613

  

17,515 14,995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計款項 1,604 2,369
 應付董事款項 8 4,262 –
 應付董事配偶款項 8 680 869

  

6,546 3,238
  

流動資產淨值 10,969 11,7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3,805 54,584

非流動負債
 股東貸款 31,392 24,981
 應付董事款項 8 – 4,789
 遞延稅項負債 1,611 1,611

  

33,003 31,381
  

資產淨值 20,802 23,203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25,570 225,570
 儲備 (204,448) (202,052)

 20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21,122 23,518
  

非控股權益 (320) (315)
  

權益總額 20,802 2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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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3,238) (2,807)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 –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5,695 (81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之流量淨額 2,457 (3,619)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613 20,598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7,070 16,97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17,070 1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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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資本 非控股 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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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
　四月一日之結餘 225,570 27,272 84 360 4,403 (227,537) 30,152 (306) 29,846

其他綜合收益 – – – – 16 – 16 – 16

期內虧損 – – – – – (2,362) (2,362) (4) (2,366)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225,570 27,272 84 360 4,419 (229,899) 27,806 (310) 27,496

         

於二零一六年
　四月一日之結餘 225,570 27,272 84 360 2,702 (232,470) 23,518 (315) 23,203

其他綜合收益 – – – – 19 – 19 – 19

期內虧損 – – – – – (2,415) (2,415) (5) (2,420)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225,570 27,272 84 360 2,721 (234,885) 21,122 (320) 2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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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賬目：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六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第22章，經綜
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集團從事 (i)物業租賃；(ii)貿易業務及
(iii)於資訊科技業從事開發及提供一系列Linux解決方案，包括Linux作業系統、 Linux應用系
統。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統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
適用披露條文所編製。該等業績亦已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投資物業除外（以面值計算）。

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載列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
司年報內。

此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與本集團編製其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時所採納
之會計政策相符。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任何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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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其他收入

收入指貿易收入及軟件開發收入和租金收入之發票值，並扣除退貨、折扣及減去增值稅後之
金額。本集團營業額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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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軟件開發收入 124 77 260 154
　租金收入 369 360 741 720

    

493 437 1,001 874
    

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6 10 15 15
　雜項收入 – 52 – 64

    

6 62 15 79
    

    

499 499 1,016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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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經扣除
 以下各項：

銷售及服務成本 7 6 16 14

折舊 1 1 3 3

融資成本 259 229 493 465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計算，而其他司法權區則按有關
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由於本集團於期內產生稅項虧損，故並無作稅項撥備。

由於缺乏客觀憑證以證實預期產生之應課稅溢利足以抵銷可扣稅之暫時性差異，故此並無於
財務報表內確認可扣稅暫時性差異。

6.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2,415,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2,362,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25,570,261股（二零
一五年：225,570,261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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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項

根據交易日期計算之本集團應收賬項（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27 27
31至 60日 – –
61至 90日 – –
91至 180日 – –
181至 360日 – –
360日以上 – –

  

27 27
  

8. 應付董事款項及應付董事配偶款項

該等款項按每年香港最優惠貸款利率計息，並為無抵押及須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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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業務回顧

截至今 (2016)年第三季，全球經濟復蘇情況仍不甚明朗。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第三
季GDP增長6.7%，與第一季及第二季相同，均為2009年初以來的最低。雖然如此，部分分析
師認為，中國大陸第三季經濟已露出探底走穩的曙光，並預測第四季會小幅回升，全年經濟
成長率可達到預定目標。

就上海市觀之，其GDP增長與去年全年相比雖然增速有所減緩，但在內、外資金融企業迅速
擴張的旺盛需求下，寫字樓業主對於市場的期望值仍居高不下，而投資者亦繼續對上海寫字
樓市場抱持樂觀態度。

上海寫字樓的租賃業務仍為本集團主要營收之所在，其營業額較去 (2015)年同期維持穩定。

展望

雖然截至今年第三季全球經濟復蘇情況仍不甚明朗，中國大陸第三季的GDP也只維持前兩季
的增幅，然而從美國今年第三季GDP初估成長率將達到2.9%，係2014年中以來最快速的增
長，預期美國聯準會 (FED)將於今年底升息的氛圍日漸濃厚以及中國大陸經濟回穩的跡象似
益見明顯觀之，未來全球經濟成長的力道或許將有所轉強。

在上海市的寫字樓物業方面，雖然業主與投資者對於市場前景抱持樂觀態度，但據估計今年
底前將有近60萬平方米的新增供應入市，預計第四季度的總體空置率有可能上升1個百分
點，短期內將對租金的上漲空間產生抑制作用，但就長期而言，上海市本身的建設發展以及
它在中國乃至全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的興衰毋寧是決定其租金價格更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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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本集團對於上海市寫字樓物業市場的發展仍然抱持著肯定的態度。未來除了在經
營管理上將繼續深化精簡措施，以提升營運效率以及改善財務狀況外，本集團對於中國大陸
一線城市的寫字樓物業仍將持續關注，務求抓緊業務發展之契機。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營業額約為1,001,000元（二零一五年：
874,000港元）。於回顧期間，期內之經營虧損為1,927,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經營虧損
1,901,000港元。

本集團之毛利由去年之860,000港元上升至二零一六年之985,000港元，因軟件收入和租金收
入上升所致。

總經營開支約為2,92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840,000港元）。與去年相比，經營成本上升
3%。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每股虧損分別為2,415,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362,000港元）
及1.1港仙（二零一五年：1.0港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17,515,000港元，其中17,070,000港元為現金
及銀行存款。流動負債為6,546,000港元，主要包括已收押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本
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2.7，而本集團負債比率（指本集團之借款除以權益總額）為1.8（二零一五
年：1.1）。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0,96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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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料（未經審核）

(a) 業務分類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劃分之收入及虧損資料。

租金收入 軟件開發 綜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741 720 260 154 1,001 874

      

分類業績 545 541 9 (121) 554 420
    

利息收入 15 15

未分配收入 – 64

未分配開支 (2,496) (2,400)
  

經營虧損 (1,927) (1,901)

融資成本 (493) (465)
  

除稅前虧損 (2,420) (2,366)

稅項 – –
  

期內虧損 (2,420) (2,366)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415) (2,362)

　非控股權益 (5) (4)
  

(2,420) (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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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域分類（未經審核）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地域劃分之收入資料。

台灣 中國 綜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154 154 847 720 1,001 874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20名僱員分佈香港、中國及台灣。

員工薪酬乃根據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市場當時慣例決定。除基本薪金及公積金計劃，本集
團亦提供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購股權、業績花紅及銷售佣金。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之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外滙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經營業務在中國及台灣進行，本集團之收益及開支分別以人民幣、美元及新台
幣交易。因此，本集團概無面臨任何重大外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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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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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持有任
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已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
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文所述之登記冊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5.61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如下：－

(a) 本公司每股面值1.0港元之普通股之長倉

   所持股份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所持股份數目 百份比

林建新先生 個人 5,295,000 2.35%

王凱煌先生（「王先生」）（附註） 其他 1,508,600 0.67%

附註： 上述1,508,600股股份以Eaglemax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名義登記持有。
Eaglemax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乃 Intelligent Management Limited（為一項家
族全權信託 Intelligent Management Discretionary Trust之受託人）全資擁有之公司，該
項信託受益人包括王先生及其家族以及全球任何慈善團體。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
日，王先生持有 Intelligent Management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王先生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b)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短倉

除本報告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概無於本公司之股份或股本衍
生工具之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短倉。

除本報告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
登記於該條文所述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61條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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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項下或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益或短倉之人
士（非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如下：－

   佔已發行
  持有 股本總數之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Wang Ying Fang女士 實益 40,000,000 17.73%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概無任何人士（非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
員）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項下或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
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益或短倉。

董事收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於「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證券之權益」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
滿十八歲之子女可藉認購本公司或任何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競爭權益

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任何與本
集團業務構成或可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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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任何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成立了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形式制訂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的職權範
圍。審核委員會由林焱女士，朱孟祺先生及陳美詩女士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
會由朱孟祺先生任主席。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管制。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並已據此提
供建議及意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文詳述者外，本公司期內均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的所有規定。

主席及行政總裁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
裁之間的職責分工須清晰訂明並以書面形式列載。

王凱煌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負責管理董事會及本集團業務。董事會考慮到現有董
事會的架構及本集團的業務範疇，暫時沒有迫切需要改變現狀，認為王先生同時間擔當兩個
角色，有足夠能力作出優先次序，履行任務。但是，董事會會不斷地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架
構的成效，以評估是否有分開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的需要。

非執行董事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每位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惟可膺選連任。現時，本公司
司人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席告退及膺選連任。



– 18 –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5.67條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作為其有關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已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規定之買賣標準及行為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凱煌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二名執行董事，分別為王凱煌先生及林穎甫先生，
三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林建新先生、謝宜蓁女士及巫巧如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分別為林焱女士、朱孟祺先生及陳美詩女士。

本公佈將由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七天在創業板網址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及在本公司
網址www.thizgroup.com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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