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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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MPIO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冠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 
（延續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2） 
 

二零一零／二零一一年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營業額上升百分之七至十六億港元 
 期內溢利上升百分之六至九千三百萬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為五千六百萬港元 
 每股盈利為 1.38 港仙 
 中期股息每股 0.3 港仙 
 集團財務狀況維持正面，更就於二零一一年一月完成之供股獲得進一步鞏固 

 
冠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回顧期」）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連同二零零

九年同期（「去年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數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566,929  1,465,260
直接經營成本  (1,361,993)  (1,264,337)
毛利總額  204,936  200,923
其他收入  5,216  4,286
分銷成本  (18,771)  (21,482)
一般及行政支出  (96,150)  (94,350)
財務成本  (2,215)  (2,013)
除稅前溢利  93,016  87,364
稅項 5 -  -
期內溢利  93,016  87,364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990)  1,57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92,026  8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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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期內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56,116  56,555 
非控股股東權益  36,900  30,809
  93,016  87,364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5,564  57,399
非控股股東權益  36,462  31,544
  92,026  88,943

每股盈利 6   
－ 基本  1.38 港仙  1.41 港仙

－ 經攤薄  1.34 港仙  1.37 港仙

 
 
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61,103 58,848
系統及網絡之開發成本  3,861,426 3,826,154
商譽  36,795 36,795
無形資產  - 590
可供出售投資  628,148 628,148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 -
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  3,066,425 3,024,695

  7,653,897 7,575,230
流動資產   
存貨  26,563 24,785
應收貿易及其他賬款 9 1,051,537 1,088,788
可收回稅項  15 11
存款、銀行結餘及現金  289,437 278,611

  1,367,552 1,39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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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流動負債   
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 10 80,195 101,102
保養撥備  934 1,142
客戶按金  3,509 3,509
應付稅項  - 8
銀行貸款 － 於一年內到期  179,353 199,183
可換股債券 11 136,461 136,461
銀行透支  38,780 37,370
  439,232 478,775

流動資產淨值  928,320 913,420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8,582,217 8,488,650
非流動負債   
銀行貸款 － 於一年後到期  28,056 29,050
退休福利承擔  64,301 61,786
遞延稅項  301 281

  92,658 91,117
資產淨值  8,489,559 8,397,53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06,842 406,842
儲備  6,710,999 6,655,4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117,841 7,062,277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71,718 1,335,256
  8,489,559 8,397,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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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股息儲備 
資本

贖回儲備 一般儲備 資本儲備 合併儲備 匯兌儲備 保留溢利 合計 
非控股股東

權益

股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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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經審核） 400,553 1,996,925 10,014 50 1,366,003 125,036 8,358 72 3,066,334 6,973,345 1,308,460 8,281,805
期內溢利 - - - - - - - - 56,555 56,555 30,809 87,364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 844 - 844 735 1,57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844 56,555 57,399 31,544 88,943
中期股息 - - 12,017 - - - - - (12,017) - - -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553 1,996,925 22,031 50 1,366,003 125,036 8,358 916 3,110,872 7,030,744 1,340,004 8,370,748
      
於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經審核） 406,842 2,003,818 10,171 50 1,366,003 125,036 8,358 2,735 3,139,264 7,062,277 1,335,256 8,397,533
期內溢利 - - - - - - - - 56,116 56,116 36,900 93,016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 (552) - (552) (438) (99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552) 56,116 55,564 36,462 92,026
中期股息 - - 12,205 - - - - - (12,205) - - -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406,842 2,003,818 22,376 50 1,366,003 125,036 8,358 2,183 3,183,175 7,117,841 1,371,718 8,489,559
 
 
簡明綜合現金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金淨額  725,842  792,571
投資活動所耗之現金淨額  (692,837)  (511,439)
融資活動所耗之現金淨額  (24,392)  (3,928)
現金及現金等額之增加淨值  8,613  277,204
期初現金及現金等額  241,241  284,558
匯率變動之影響  803  (359)
期末現金及現金等額  250,657  561,403

包括：    
存款、銀行結餘及現金  289,437  584,477
銀行透支  (38,780)  (23,074)

  250,657  56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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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1. 編製基準 
 

除若干以公平價值計量之金融工具以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歷史成本基準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編製。此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載有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所規定之適用披露資料。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全年財務報告所採用者一致。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期內，本集團已採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修訂及詮釋（以下統稱為「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前應用該等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此等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類資料 
 

(a)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期內本集團向外界顧客出售產品及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已收及應收之特許權費

用，以及源自本集團電子商貿項目之投資及策略性投資之已收及應收分派／股息。 
  
本集團之營業額包括下列各項 ：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系統產品 969,239  897,340
提供服務及軟件特許權 539,771 501,947
租賃系統產品 10,904 11,540
保證分派收入 - 13,628
股息收入 47,015  40,805
 1,566,929  1,46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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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類資料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就資源分配及分類表現評估之可報告分類資料呈報如下： 

 

 
系統銷售

及特許權

租賃

系統產品 策略性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及總收入 1,509,010 10,904 47,015  1,566,929

業績   
分類業績 66,623 (805) 38,768  104,586
利息收入   3,300
財務成本   (2,215)
未分配公司開支－淨額   (12,655)
除稅前溢利   93,016

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及總收入 1,399,287 11,540 54,433  1,465,260

業績   
分類業績 49,427 44 48,863  98,334
利息收入   3,416
財務成本   (2,013)
未分配公司開支－淨額   (12,373)
除稅前溢利   87,364

 
 

4. 折舊及攤銷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之攤銷：   
系統及網絡之開發成本（計入直接經營成本） 613,302 507,232
無形資產（計入一般及行政支出） 590 1,18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計入一般及行政支出） 5,390  4,827
折舊及攤銷總額 619,282  51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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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本年度稅項：   
  香港利得稅 -  -
  其他司法地區 -  -
 -  -
 
香港利得稅乃以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利按 16.5%（二零零九年：16.5%）之稅率計算。由於本集團之收入

既非於香港賺取，亦非源自香港，故並未作出稅項撥備。其他司法地區之稅項乃按個別司法地區各自採用之

稅率計算。 
 
實際稅率偏低之原因為本集團大部分溢利既非於香港賺取，亦非源自香港，故毋須繳納香港利得稅，而此等

溢利於其他司法地區已獲豁免或毋須繳納任何稅項。 
 

6. 每股盈利 
 

基本及經攤薄每股盈利乃按下列數據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以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利 56,116  56,555
可換股債券利息 685  689
以計算經攤薄每股盈利之盈利 56,801  57,244

   

 股份數目（以千股計） 

以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加權平均股份數目 4,068,421  4,005,530
以下對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可換股債券 177,222  177,222
以計算經攤薄每股盈利之加權平均股份數目 4,245,643  4,182,752

 
 

7.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以股代息方式派發相等於每股 0.3 港仙（二零零九年：0.3 港仙）之

已宣派中期股息，可選擇現金 12,205  12,017
 

已宣派中期股息乃按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行股份 4,068,421,130 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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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總額

   千港元

於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58,848
匯兌調整   1,698
添置   6,011
出售   (64)
折舊   (5,390)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   61,103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值為 8,193,000 港元（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7,933,000 港元）

之若干土地及樓宇已抵押予銀行，作為本集團獲得銀行融資之擔保。 

 
9. 應收貿易及其他賬款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易賬款 807,995  834,049
預繳供應商款項及應收其他賬款 243,542  254,739
 1,051,537  1,088,788
 
本集團就其貿易客戶實行明確之信貸政策。根據彼等之信用、服務及貨品之性質、行內規範及市場情況而給

予客戶介乎 30 日至 180 日之信貸期。應收貿易賬款於報告期完結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呈列如下：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60 日 360,702  385,660
61 - 90 日 246,381  272,073
91 - 180 日 199,844  173,994
> 180 日 1,068  2,322
 807,995  834,049

 
10. 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之結餘包括 16,325,000 港元（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15,022,000 港元）之應付貿易賬款。應付貿易賬款於報告期完結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呈列如下：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60 日 11,497  11,127
61 - 90 日 3,415  547
91 - 180 日 1,413  3,348

 16,325  1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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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換股債券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年息 1 厘之可換股債券－非上市 136,461  136,461
 

可換股債券乃按年利率 1 厘計算，每半年派息，並將於二零一一年九月十九日到期。於回顧期內，並無可換

股債券被兌換。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償還之可換股債券為 136,460,805.47 港元。 
 
於兩個期間內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價值並無重大變動，故並無公平價值之變動於損益確認。 

 
12. 經營租賃安排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報告期完結時，本集團多項有關租用物業與汽車之不可註銷經營租賃之日後最低應付租賃款額之到期情況

如下：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土地及樓宇 汽車 土地及樓宇  汽車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下列年期届滿之經營租賃：   
   
一年內 3,295 2,708 2,430  2,411
第二年至第四年內 5,112 3,497 3,624  3,502
 8,407 6,205 6,054  5,913
 
經磋商後之租賃年期由一年至四年，而租金乃按一年至四年之年期釐定。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於報告期完結時，本集團已就租用租賃物業、廠房及機器以及通信系統及設備與租戶訂立合約，其到期情況

如下：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下列年期届滿之經營租賃：   
   
一年內 2,580  676
第二年至第五年內 15,375  17,817
於五年後 3,670  5,461
 21,625  23,954

 
 



 
 

- 10 - 

中期股息及以股代息計劃 
 
董事會決議向於二零一一年三月十七日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回顧期之中期股息每股

0.3 港仙（二零零九年：每股 0.3 港仙）。該等中期股息將會根據以股代息之方法，以入賬列作繳

足股款之本公司新股向股東配發；股東亦可選擇收取現金作為全部或部分股息以代替上述獲配

發之股份（「以股代息計劃」）。 
 
以股代息計劃須獲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按該計劃而發行的股

份上市並准予買賣後，方可作實。載有以股代息計劃詳情之通函及選擇表格將在實際可行情況

下儘快寄予本公司股東。 
 
按照以股代息計劃發行之股票及股息權證預期將於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一日或之前送達合資格股

東。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於二零一一年三月十四日起至二零一一年三月十七日（包括首尾兩

日）止期間暫停辦理本公司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為符合獲派上述中期股息及以股代息計劃之

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須於二零一一年三月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

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 號金鐘

匯中心 26 樓。 
 
 
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雖然不明朗的市場氣氛繼續影響公營及商業機構支出水平，令集團增長放緩；唯由於集團擁有

穩定收入基礎，以及能為客戶特設嶄新應用方案，有助全球客戶增值，因此集團的營運基調保

持良好。 
 
財務業績 
 
回顧期內集團營業額為十五億六千七百萬港元，較去年同期之十四億六千五百萬港元上升百分

之七。回顧期內溢利上升百分之六至九千三百萬港元，去年同期之比較數字為八千七百萬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為五千六百萬港元，去年同期之比較數字為五千七百萬港元；回顧期之

每股盈利為 1.38 港仙，去年同期之比較數字為 1.41 港仙。毛利率於去年同期遭受大幅下降後已

保持穩定，維持於百分之十三點一。鑑於環球經濟前景不明朗，本集團於投資項目繼續採取審

慎態度，等待更實質的復甦跡象。 
 
集團持續執行成本管理，回顧期內分銷成本下降至一千九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二千一百萬

港元），一般及行政支出則輕微上升至九千六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九千四百萬港元）。由於

回顧期內持續推出新系統及網絡以及進行相關研發，折舊及攤銷支出上升百分之二十一至六億

一千九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五億一千三百萬港元）。 
 
回顧期之財務成本約為二百二拾萬港元，與去年同期之水平相若。集團財務狀況正面，借貸比

率處於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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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有賴政府大規模的刺激措施，中國的經濟得以反彈。然而，出口仍然疲弱，此乃由

於受到許多西方國家脆弱的經濟所影響，導致投資氣氛謹慎及市場活動放緩。集團繼續集中於

提供可靠性高及堅固的嶄新通信及綜合保安方案。策略性投資項目如汽車遠程信息解決方案、

防止手機電磁波輻射產品、以及智能物流方案，則相繼進行。該等投資項目需作定期檢討，以

決定有關投資是否符合原定計劃，同時能否達到預期收益。如有需要，集團亦會作出合適之減

值撥備。於回顧期，中國市場之銷售額為十二億二千五百萬港元，去年同期為十一億三千九百

萬港元，上升百分之八。 
 
集團於歐洲的銷售狀況持續受到全球經濟氣候所影響。歐洲多國政府紛紛採取緊縮措施，削減

開支及延緩推出項目，尤其是集團於英國的業務，受到當地政府數十年來最大幅度的削減支出

而導致下調。集團繼續專注於緊急通信服務、英國國家健康服務處（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項目及消防界別。為了緩和英國業務之不足，集團將更着重其他歐洲市場；當中集團一系列個

人保安產品一直受到市場歡迎。集團來自歐洲業務之營業額為二億四千九百萬港元，去年同期

為二億三千二百萬港元。 
 
看通集團有限公司（「看通」） 
 
看通營業額上升百分之十至六億八千二百萬港元，去年同期之比較數字為六億一千八百萬港

元。中國業務之銷售額與國內經濟發展表現一致。中央政府整體對科技界別給予支持，看通繼

續銷售與推廣其訂製解決方案及產品。在歐洲，全面財政緊縮已對看通的業務運作構成重大挑

戰。然而，有賴於看通一系列個人保安產品、中央信息處理及樓宇管理解決方案，使其業務仍

能保持動力。此外，該等產品和方案亦有助其拓展至新市場領域，如長者及老年癡呆症病患者

家居護理中心。 
 
於電子博彩及網上娛樂方面，看通繼續提供整合博彩技術解決方案、電子付款渠道及銷售網絡，

收入穩步上升。為配合國內有關彩票營運管理的新法例，看通已相應調整其商業模式。集團會

定期檢討其投資項目，以決定進度是否合乎原定計劃發展，同時能否達到預期效益。 
 
數碼香港（「數碼香港」） 
 
數碼香港回顧期內錄得虧損一百一拾八萬二千港元，營業額為一百五拾三萬五千港元。去年同

期之比較數字為虧損一百一拾萬四千港元，營業額為一百五拾三萬二千港元。數碼香港會繼續

尋找找合作夥伴以提供更多嶄新的商貿解決方案。數碼香港正考慮數個商機，包括付款平台及

生物科技之投資項目，可讓集團資信科技的專長得以發揮。 
 
 
展望 
 
由於歐洲及美國經濟仍存憂慮，環球市場依然敏感。中國，包括香港，已通過緊縮信貸政策及

財政措施以對抗通脹；預期進一步降溫措施將可能減慢復甦。中東及北非地區近期的緊張局勢

以及市場對油價的投機，亦影響環球投資情緒。因應上述情況，集團會繼續以審慎原則推行計

劃及管理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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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金流動性及財務資源 
 
財務狀況及借貸 
 
集團財務狀況維持正面，貸款權益比率處於低水平。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之存款、銀行結餘及現金約為二億八千九百萬港元（二零

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二億七千九百萬港元）。流動資產約為十三億六千八百萬港元（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十三億九千二百萬港元），而流動負債則約為四億三千九百萬港元（二零一零年六

月三十日：四億七千九百萬港元）。集團保持良好財務流動性，流動資產淨額為九億二千八百萬

港元（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九億一千三百萬港元）。按集團總貸款額三億八千三百萬港元（二

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四億零二百萬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七十一億一千八百萬港元

（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七十億六千二百萬港元）計算，集團之貸款權益比率為 0.054（二零

一零年六月三十日：0.057）。 
 
集團總貸款包括銀行貸款二億零七百萬港元（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二億二千八百萬港元）、

銀行透支三千九百萬港元（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三千七百萬港元）及未償還本金額為一億

三千七百萬港元（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一億三千七百萬港元）之可換股可贖回債券。回顧

期內之財務成本為二百二拾萬港元（去年同期：二百萬港元）。 
 
集團之銀行貸款包括一億七千九百四拾萬港元（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一億九千九百二拾萬

港元）須於一年內償還，四百四拾萬港元（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四百二拾萬港元）須於第

二年內償還及二千三百六拾萬港元（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二千四百八拾萬港元）須於第三

年內償還。銀行貸款三千二百四拾萬港元（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三千三百二拾萬港元）以

本集團賬面值為八百二拾萬港元（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七百九拾萬港元）之土地及樓宇作

抵押。銀行透支並無抵押及須按通知償還。 
 
於二零一一年一月，本公司進行以每持有九股現有股份獲發四股供股股份之基準進行供股（「供

股」），籌集淨額約一億九千二百萬港元，供股所得款項將為本集團提供額外營運資金。 
 
庫務政策 
 
集團一直遵從審慎理財原則，財務狀況維持正面，借貸比率處於低水平。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營

運資源、資本市場財務工具及銀行借貸作為營運及業務開發資金。 
 
除可換股債券外，所有借貸均由本公司附屬公司運用，按浮動利率計息。因本集團所有借貸均

以當地貨幣計值，其相關之外匯風險不大。 
 
集團並無進行任何有關投機性衍生工具或結構性產品之交易、利率或匯率之投機買賣活動。集

團之一貫政策是透過配對外幣收入及支出直接管理外匯風險；假如預計可能出現外匯風險，集

團將運用合適之對沖工具。 
 
資本承擔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授權但未簽署合約之資本承擔為一億九千五百萬港元

（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二億零八百萬港元）。該等資本承擔乃預留作購入物業、廠房與設備，

以及開發系統及網絡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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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全球聘用約一千三百名員工。本集團乃參考市場水平，

並按照僱員本身之表現、資歷及經驗而釐定薪酬。薪酬包括月薪、與表現相關之獎金、退休福

利計劃，以及其他福利如醫療計劃。 
 
 
董事之證券權益及淡倉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352 條

須予存置之股東名冊記錄所示，或根據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 10《上市發行

人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向本公司及聯交所另行作出之通知，本公司董

事在本公司及其任何相關法團（定義見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

擁有之權益如下：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數目

佔已發行股本 
之概約比率 可換股證券數目

本公司證券     

簡文樂先生 公司權益 附註 1 26.59% 附註 1

看通證券     

簡文樂先生 公司權益 附註 2 53.79% -

數碼香港證券     

簡文樂先生 公司權益 附註 3 79.98% -

 
附註： 

 

1. 本公司之 1,081,803,853 股股份由 Lawnside International Limited（「Lawnside」）持有。Lawnside 由簡文樂先生

實益全資擁有。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Lawnside 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行股本約 26.59%權益。簡文樂

先生因而被視為於該等由 Lawnside 擁有之本公司股份中擁有公司權益。Lawnside 亦持有尚未償還本金額為

136,460,805.47 港元，並附有權利可於二零一一年九月十九日或之前按全部或部份本金額兌換為本公司股份之

本公司可換股可贖回債券；有關之每股換股價為下列兩者之較高者：(i) 0.77 港元（已於二零零九年五月二十

三日就本公司供股而作出調整）；及(ii)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有關兌換通知日期前十個交易日之成交量加權平均

價乘以 0.8。在計算 Lawnside 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本之比率時並無計及上述債券。 
 

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二十九日，Lawnside 與本公司就按每股 0.15 港元之價格供股發行 1,808,187,168 股股份

（「供股股份」）訂立包銷協議（「包銷協議」）。Lawnside 已向本公司承諾(i)承購及接納其全數 480,801,712 股

供股股份之供股權；及(ii)根據包銷協議包銷 1,327,385,456 股供股股份。在計算 Lawnside 持有本公司已發行

股本之比率時並無計及包銷協議項下之供股股份之權益。 
 

2. 看通之 2,815,507,171 股股份由本公司持有。簡文樂先生因而被視為於該等由本公司擁有之股份中擁有公司權

益。 
 
3. 數碼香港之 117,300,000 股股份由本公司持有，而數碼香港之 2,669,171 股股份則由 Lawnside 持有。簡文樂先

生因而被視為於該等由本公司及 Lawnside 擁有之數碼香港股份中擁有公司權益。 
 

除上文所披露者外，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352 條須予

存置之股東名冊所示，或根據標準守則向本公司及聯交所另行作出之通知，本公司董事及行政

總裁概無在本公司或其相關法團（定義見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

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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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及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利 
 
本公司、看通及數碼香港各設有購股權計劃，據此，合資格人士（包括本公司、看通、數碼香

港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可獲授購股權以分別認購本公司、看通及數碼香港之股份。 
 
除上述本公司、看通及數碼香港之購股權計劃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回顧期內任何時

間概無參與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透過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

獲益。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看通及數碼香港根據上述之購股權計劃並無授出、行使或取消任何購股

權，亦並無任何購股權失效或尚未行使。 
 
 
主要股東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336 條須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

記錄所示，下列人士（本公司董事或行政總裁除外）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 
 

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數目 衍生工具說明 相關股份數目

佔已發行股本

之概約比率

 實益擁有人 1,081,803,853 - - 26.59%Lawnside（附註） 
 實益擁有人 - 可兌換為股份之

可換股可贖回債券

177,221,825 4.36%

 
附註：參閱上節「董事之證券權益及淡倉」一節附註 1。 
 
除上文所披露者外，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336 條存

置之權益登記冊，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附錄 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行證券交易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就董事進行證券交易採納符合標準守則之應用守則。本公司已向各董事作出諮詢，結果

顯示於回顧期內，各董事均遵守該等應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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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聯同本集團管理層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準則及慣例、其內部監控及財

務申報事宜，以及上述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簡文樂 
 

香港，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簡文樂先生、簡堅良先生及黎日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夏

淑玲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苗禮先生、Francis Gilbert Knight 先生、Frank Bleackley 先生

及李志華先生。 
 
#  僅供識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