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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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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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Obee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948）
（新加坡股份代號：D5N）
網址：http://www.z-obee.com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Z-Obee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業績公佈」）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之比
較數字如下：

本未經審核簡明財務資料並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的
外聘核數師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a) 56,418,957 63,478,230
銷售貨物成本 (53,493,529) (56,928,982)

毛利 2,925,428 6,549,248

其他收入 2,581,165 179,049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1,157) (68,383)
行政開支 (1,861,050) (2,789,180)

經營溢利 3,544,386 3,870,734

財務費用 4 (293,462) (301,23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
（虧損）／收益 (324,436) 848,483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減值虧損 11 (149,687) —

除稅前溢利 2,776,801 4,417,978

所得稅開支 5 (382,509) (909,3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 2,394,292 3,508,668

每股盈利
基本（美仙） 8 0.38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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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2,394,292 3,508,668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093,890 466,755

除稅後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093,890 466,7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488,182 3,97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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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5,694,677 9,363,319
無形資產 196,860 226,748
商譽 1,577,843 1,539,33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 17,714,118 18,038,554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1,579,310 1,540,762

26,762,808 30,708,714

流動資產
存貨 10,863,593 11,062,818
應收貿易款項 10 38,823,647 50,398,80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011,986 1,784,517
衍生金融工具 185,975 280,669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 11 1,497,513 —
受限制銀行結餘 1,184,557 1,318,972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49,654,428 28,763,424
銀行及現金結餘 5,927,303 14,215,803

113,149,002 107,825,01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2 11,562,731 17,463,87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496,646 1,877,760
銀行貸款 3,595,015 3,962,639
信託收據貸款 14,084,453 7,772,450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1,248,979 1,867,002
即期稅項負債 775,773 1,929,970

32,763,597 34,873,694

流動資產淨值 80,385,405 72,951,317

資產淨值 107,148,213 103,660,03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084,590 5,084,590
儲備 102,063,623 98,575,441

權益總額 107,148,213 103,66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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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註冊編號39519）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
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7號寧晉中心26樓E室。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提供手機設計及生產解決方案服務、組裝手
機及印刷電路板表面貼裝技術及分銷及推廣手機及手機零件。

本公司的股份自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起分別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有限公司（「新交所」）主板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自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日起，80,000,000份臺灣存託憑證（「臺灣存託憑證」）（包括4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及
本公司若干擁有人持有的40,000,000股現有股份）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證券交
易所」）上市。

2.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該等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
用披露規定編製。

該等簡明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該等簡
明財務報表時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
用者一致。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訂立協議出售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已於其後出售），故本集團於本期間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和終止經營業務」如下。

倘非流動資產的賬面值主要透過銷售交易（而非持續使用）收回，則該等資產將分類為持有作出
售的非流動資產。該項條件僅於銷售極可能達成而有關資產可於現況下即時出售方算符合。本
集團必須致力促成出售，預期分類日期起計一年內完成銷售方符合確認資格。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按有關資產的過往賬面值及公允值減出售成本的較低者計量。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內，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其業務有關以及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的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的會計
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呈列以及本期內及過往期內所呈報的數額發生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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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暫時尚未能指出該等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其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
是否有重大影響。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a) 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銷及推廣手機及手機零件 38,458,541 33,342,975
提供手機設計及生產解決方案服務 236,978 2,394,973
組裝手機及印刷電路板表面貼裝技術 17,723,438 27,740,282

56,418,957 63,478,230

(b)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三大可申報分部如下：

分銷及推廣 — 分銷及推廣手機及手機零件

解決方案 — 提供手機設計及生產解決方案服務

組裝 — 組裝手機及印刷電路板表面貼裝技術

本集團之可申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業務單位。

分部溢利及虧損不包括以下項目：

— 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
—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收益／（虧損）
— 企業行政開支
— 財務費用
—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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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及推廣 解決方案 組裝 綜合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38,458,541 236,978 17,723,438 56,418,957

分部溢利 1,484,552 7,135 1,084,010 2,575,697

利息收入 632,166
其他收入（利息收入除外） 1,948,99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
公允值虧損 (324,436)

企業行政開支 (1,762,163)
財務費用 (293,462)
所得稅開支 (382,509)

期內溢利 2,394,292

折舊及攤銷 — 66,320 578,844 645,164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
減值虧損 — — 149,687 149,687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33,342,975 2,394,973 27,740,282 63,478,230

分部溢利 624,827 1,761,477 3,996,415 6,382,719

利息收入 179,04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
公允值收益 848,483

企業行政開支 (2,691,034)
財務費用 (301,239)
所得稅開支 (909,310)

期內溢利 3,508,668

折舊及攤銷 416,666 69,748 513,777 1,0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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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中國（香港除外） 33,996,350 39,104,948
香港 22,422,607 24,373,282

56,418,957 63,478,230

4.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利息 276,377 250,128
融資租賃費用 17,085 41,178
其他 — 9,933

293,462 301,239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290,630 140,000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期內撥備 119,206 769,310
於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27,327) —

382,509 90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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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評稅溢利以稅率16.5%（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
計提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現行法例、詮釋及其相關慣例，按享有若干稅項優惠的公司所賺取估計應
評稅收入，以適用稅率計算。

其他地區的應評稅溢利稅項開支乃根據當地現行法例、詮釋及其相關慣例，按本集團經營所在
國家的現行稅率計算。

6. 期內溢利

本集團於期內的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25,090 651,80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1,478,591) —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虧損／（收益） 324,436 (848,483)
無形資產攤銷 35,225 443,082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減值虧損 149,68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186 57,366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建議不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2,394,292美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508,668美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為635,573,662股（截至二
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95,573,662股）計算。

由於期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概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期內，本集團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金額為28,277美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2,043,21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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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與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根據客戶之信貸級別及與本集團的現有關係，信貸期一
般介乎30至90日。

根據發票日期，應收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8,808,046 21,496,457
31至60日 12,801,748 13,156,820
61至90日 7,301,555 12,697,455
超過90日 9,912,298 3,048,076

38,823,647 50,398,808

11.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

於本期內，本集團決議出售本集團印刷電路板組裝表面貼裝技術之其中一個組裝業務。於二零
一一年九月一日，本集團訂立協議，以出售與該業務相關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對該組裝業務之若干資產維持控制權，預期將於出售事項完成後出售之有
關控制權已分類為持有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並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獨立呈列。出售事項
其後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六日完成。

預期出售事項之所得款項將少於與該業務相關之資產之賬面淨值，因此已於本期內確認149,687
美元之減值。

12.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款項 10,389,731 13,965,230
應付票據 1,173,000 3,498,643

11,562,731 17,46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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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貨物收據日期，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630,924 9,248,036
31至60日 6,080,183 6,576,855
超過60日 2,851,624 1,638,982

11,562,731 17,463,873

應付貿易款項的信貸期一般介乎15至90日。

13. 關連方交易

於期內，本集團與其關連方訂有以下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一間關連公司銷售貨物 (i) 455,706 —
向一間關連公司支付的顧問費 (ii) 13,762 65,739

附註：

(i) 該等款項指期內向Yoho King Limited（「Yoho King」）的附屬公司銷售貨物，本集團於Yoho
King及其附屬公司（統稱「Yoho King集團」）持有約14.75%股權。本公司董事王世仁先生的
胞弟於Yoho King集團持有約24.58%股權。

(ii) 該等款項指David Lim & Partners（新加坡律師事務所，本公司董事林德隆先生為其合夥人）
提供的法律服務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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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

業務回顧：

二零一一年，全球手機行業保持穩定增長。根據Gartner, Inc. 發表數據顯示，於本年度首六
個月，全球售出約856,500,000部手機，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長約17.75%。中國手機市場亦保
持穩定增長。手機用戶人數於首五個月增加約51,100,000至910,100,000，當中超過一半來自3G
用戶。雖然按年比手機銷售數據仍舊保持穩定增長，但是按同年季度比較增長率呈回落。
Gartner, Inc. 分析指，受到分銷渠道存貨上升、新興市場需求疲弱、不明朗的環球經濟等因
素影響手機市場增長幅度。

受惠於中階智能手機市場之發展，因而加快智能手機的普及化。智能手機銷售表現優異，較
2010年同期平均增長約80%，佔整體手機銷售約24%。Android系統成為市場佔有率最高的智
能手機操作平台，更於入門及中階智能手機市場表現出龐大潛力。分析指，手機操作平台正
建立生態系統，增加用戶對平台的忠誠，應用程式與服務成為智能手機關鍵的成功因素，就
此，廠商應把智能手機視為電腦的延續。

本集團將繼續審慎從事其業務並推進其開發計劃。其將密切監察全球經濟及手機行業的最新
發展，並不時應需要調整其業務策略。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業績之財務回顧詳情連同截至二零一
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收入

收入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63,478,000美元減少約11.12%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
月約56,419,000美元。收入減少主要由於本期間內解決方案分部及組裝分部減少所致。

銷售貨物成本

銷售貨物成本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56,929,000美元減少約6.03%至二零一二年財政
年度六個月約53,494,000美元，與收入跌幅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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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毛利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6,549,000美元減少約55.33%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
月約2,925,000美元，而毛利率亦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10.32%減少至二零一二年財
政年度六個月約5.19%。毛利及毛利率減少主要由於毛利率相對較高的解決方案分部及組裝分
部的貢獻減少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179,000美元增加約1341.60%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
六個月約2,581,000美元。其他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本期內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股
息收入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2,789,000美元減少約33.28%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
六個月約1,861,000美元。行政開支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本期內的一般營運成本減少所致。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已確認公允值虧損約324,000美元，而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
之公允值收益則約為848,000美元。有關變動主要由於上市股本投資的公允值虧損所致。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減值虧損

有關款項指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完成出售後將予收取之所得款項淨額以及相關資
產之賬面淨值之差額。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909,000美元減少約57.93%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
六個月約383,000美元。所得稅開支減少主要由於本期內本集團中國部份之溢利減少所致。

期內純利

綜合以上所述，期內純利減少31.76%至約2,394,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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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下文載列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項目的
主要變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9,363,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的約5,695,000美元，主要由於本集團其中一個組
裝業務於本期內終止後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致。

應收貿易款項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50,399,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
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約38,824,000美元，與收入減少一致。

預付款項、按金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785,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
及其他應收款項 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約5,012,000美元，主要由於(i)按公允值計入

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應收股息及(ii)出售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
非流動資產的物業、廠房及機器所產生的應收款項增加所致。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 ： 有關款項指上述將予出售的物業、廠房及機器的賬面值。
非流動資產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28,763,000美元增加至二零
之定期存款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約49,654,000美元，主要由於增加銀行定

期存款以賺取更高利息收入。

銀行及現金結餘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4,216,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
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約5,927,000美元，主要由於(i)經營活動所產
生的現金；(ii)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增加及(iii)信託
收據貸款增加的綜合因素所致。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7,464,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
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約11,563,000美元，主要由於本期內購置減
少所致。

借貸及債務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3,602,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
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約18,928,000美元，主要由於(i)提取更多信
託收據貸款用作貿易融資及(ii)本期內每月償還的應付融資租
賃款項及銀行貸款的未償還本金結餘的綜合因素所致。

即期稅項負債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930,000美元減少至於二零一
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約776,000美元，主要由於上文於所得稅開
支所述的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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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淨值 ： 綜合以上所述，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103,66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約107,148,000
美元。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曾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收購Yoho King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團訂立一項購股契據，以有條件地收購Yoho King 7,500股
股份（於購股契據日期佔Yoho King集團約15%現有股本權益），現金代價為10,830,975美元。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收購事項為本集團透過與Yoho King集團成立戰略聯盟，將業務拓展至各
種高科技產品的研發、分銷及銷售業務（如上網筆記簿、電腦晶片及其他資訊科技通訊裝置及
終端器）的大好良機。除了拓展至另一項新業務的潛在機會外，董事還認為由於本集團與Yoho
King集團均主要從事電子產品業務，故將來可能產生協同效應。因此，本集團與Yoho King集
團能夠從組成戰略聯盟而彼此獲益。

收購事項已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收購事項完成後，若干投資者加入Yoho King。因此，本集團擁有的股權份
額被攤薄至約14.66%。Yoho King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三日透過Kada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向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申請其股份在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主板進行首次公開
發售及上市。

於向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主板提交上市申請後，本集團獲Yoho King管理層知會，Yoho King
已贖回及註銷一名特定股東之部分股份。因此，本集團所擁有之百分比已修訂至約14.75%。

董事會獲Yoho King知會，Yoho King因現時之市況而決定終止其於馬來西亞的上市申請。就
此，Yoho King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撤回其於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申請。本集
團獲Kada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管理層知會，彼等正考慮其他上市建議。

合作協議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與深圳市菁英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菁英」）訂立一份供應協
議，以向菁英提供多媒體手持設備。該等產品將用作機上乘客的個人手持娛樂設備，以接收
音樂、電影、電視節目、電子雜誌及廣告等各種電子信息。董事相信，供應協議為本集團提
供良機以擴大其在新業務的客戶組合，待獲得最終結果後，這將為本集團之業務及財務表現
帶來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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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本集團與中國普天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普天」）達成戰略合
作協議書。本集團及中國普天將通過為客戶推廣及實施完整的節能解決方案，合作發展節能
業務計劃。該計劃的服務範圍包括能源審計、項目設計、設備採購、工程施工、設備安裝調
試、人員培訓、遠程控制裝置及維護及節能量確認等一整套節能服務。因應中國政府正大力
提倡節能產業，董事會認為節能、環保及節能照明業務將有龐大市場發展潛力。本集團將獲
得機會開發節能領域的業務，從事節能照明產品研發、生產、推廣及銷售，令本集團業務多
元化，及擴闊本集團將來收入基礎。

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董事會建議不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113,149,002美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07,825,011美元）及流動負債32,763,597美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4,873,694美元）以及
銀行及現金結餘總額（受限制銀行結餘除外）55,581,731美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42,979,227美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比率）為約3.45（二零一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3.09）。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即總債項與總資產的比率）為約13.53%（二零一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9.82%）。

本集團將定期檢討其財務資源，並將多方設法提升其財務實力。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受限制銀行存款約1,185,000美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319,000美元）及結構性存款約687,000美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666,000美元）存放於
香港的銀行（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香港及中國），作為一般銀行融資及銀行貸款的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付融資租賃款項由出租人的租賃資產所有權以及本公
司若干附屬公司及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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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資料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140名全職員工，其薪酬及福利均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
員工酬勞，乃於本集團經常檢討之薪酬計劃及按本集團業績酌情分發花紅計劃之整體政策範
圍內，按員工之表現而犒賞。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退休金及全球各分支機構自行安
排之社交及文娛活動。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致力於透過遵守新加坡企業披露與監管理事會頒佈的二零零五年
企業監管守則（「新加坡守則」）所載原則及指引以及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香港守則」）維持高標準企業管治。

除下文所詮釋的該等小幅偏離外，本公司於回顧期內均已遵守新加坡守則及香港守則的原則。

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分離

目前，王世仁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彼負責管理董事會、業務策略及
方向、制定本集團公司計劃及政策（包括行政決策）以及本集團日常業務營運。彼亦確保董事
會知悉本集團業務的最新進展及各方面情況。

儘管此情況偏離新加坡守則及香港守則兩個守則的建議，但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主席
及行政總裁職位能為本集團提供強勢及貫徹一致的領導，及更有效策劃及推行長遠商業策略。
此外，由於現有董事會半數成員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故董事會具有高度獨立性。董事會
審閱由主席及行政總裁作出的全部重大決定。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檢討其表現及續聘
為董事會成員而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檢討其薪酬福利。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均由
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擁有足夠保障及制衡措施確保董事會決策過
程獨立，且該過程乃基於集體決策，王世仁先生無法行使高度集中的權力或影響力。因此，
此時董事會並不考慮將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分離。提名委員會將不時檢討分離角色的必要
並就此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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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仁先生作為董事會主席，負責董事會的有效運作，例如於需要時召開董事會會議、協助
確保遵守本公司有關企業管治的指引、作為董事會會議的發起人及就營運事宜與管理層保持
定期對話。公司秘書就協助主席分別安排董事會及董事委員會會議諮詢財務總監。

Chan Kam Loon先生獲委任為首席獨立董事，以協調及領導獨立非執行董事向董事會提供非
執行意見及平衡的觀點。彼亦負責主席╱行政總裁或財務總監未能妥善處理的股東關注的問
題。

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指定任期

根據香港守則，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固定任期。然而，獨立非執行
董事及非執行董事的委任並無固定任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根據細則條款的規定
續聘。

董事認為，本公司擁有足夠保障及制衡措施確保董事會決策過程獨立，且該過程乃基於集體
決策，控股股東無法行使高度集中的權力或影響力。細則條款亦規定各董事至少每三年退任
一次。退任董事將合資格膺選連任。

新加坡居民的獨立董事之最少數目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上市手冊」）第221條，外國發行人須擁有至少兩名為新加坡居民的獨立
董事。本公司擁有兩名新加坡居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故符合有關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現包括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位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財務資料。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現成員包括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一位非執行董事及本公司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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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集團採納一套由董事及高級職員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政策。所有本集團之董事及高級職員於
知曉未刊發之重大股價敏感資料及於本公司季度及全年業績公佈日期前分別30及60天至各自
業績及股票敏感資料公佈後一日止不得買賣本公司股份。所有董事及高級職員確認，彼等遵
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及香港聯交所及新交所上市手冊規定於回顧期內
頒佈之本公司及其高級職員進行證券交易之最佳常規守則。

香港首次公開發售（「香港首次公開發售」）之所得款項用途

截至
二零一一年

已分配 九月三十日 將予動用
用途 所得款項 已動用之款項 之結餘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延攬更多專業人才加入研發團隊，
並改進研發團隊的設備 1,519 — 1,519

投資研究3G技術的應用程式
及解決方案以及手機操作平台 6,762 (145) 6,617

打響「VIM」（或中文名稱「偉恩」）
在中國手機市場的品牌知名度 6,762 (643) 6,119

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1,653 (1,653) —

總計 16,696 (2,441) 14,255

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財務資料已由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中
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根據國際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
料之審閱」審閱。核數師的獨立審閱報告將載於中期報告（「中期報告」）內，並於實際可行情
況下盡快寄發予本公司股東。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亦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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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可於香港聯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臺灣證券交易所及本公司之網站
http://www.z-obee.com內查閱。本中期報告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刊登
於香港聯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臺灣證券交易所及本公司之網站。

承董事會命
Z-Obee Holdings Limited
主席兼行政總裁

王世仁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王世仁先生、王濤女士及呂尚民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德隆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Chan Kam Loon先生、郭燕軍先生、勞恆晃先生及Tham Wan Loong Jerome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