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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二／二零一三年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營業額為二十億零九百萬港元，上升百分之三十三 
 期內溢利為七千一百萬港元，上升百分之十一 
 經調整之未計入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利（不包括減值）為八億五千二百萬港元，

上升百分之二十二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為三千七百萬港元，下降百分之六 
 每股盈利為 0.6 港仙 
 中期股息每股 0.2 港仙 
 集團財務狀況維持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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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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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同二零一

一年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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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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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009,314  1,510,522
直接經營成本  (1,766,168)  (1,324,940)
毛利總額  243,146  185,582
其他收入  8,487  6,570
分銷成本  (17,209)  (18,934)
一般及行政支出  (101,065)  (83,259)
就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所確認之減值虧損  (54,700)  (15,773)
研究及開發成本支出  (6,046)  (8,930)
財務成本  (1,579)  (1,496)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虧損  (1)  - 
除稅前溢利  71,033  63,760
稅項 5 -  -
期內溢利  71,033  6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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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779)  1,90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0,254  65,661

應佔期內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36,930  39,290
非控股股東權益  34,103  24,470
  71,033  63,760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6,378  40,217
非控股股東權益  33,876  25,444
  70,254  65,661

每股盈利 6   
－ 基本  0.60 港仙  0.65 港仙

－ 經攤薄  不適用  0.65 港仙

 
 
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二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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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30 62,565
系統及網絡之開發成本  4,137,840 3,911,482
商譽  36,795 36,795
無形資產  - -
可供出售投資  628,148 628,148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 -
於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478 479
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  1,785,992 2,574,430

  6,652,083 7,213,899
流動資產   
存貨  24,714 20,621
應收貿易及其他賬款 9 2,331,448 1,812,878
可收回稅項  9 10
存款、銀行結餘及現金  369,702 280,101

  2,725,873 2,11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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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一二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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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22 94,633
保養撥備  1,304 1,229
客戶按金  3,483 3,483
銀行借貸 － 於一年內到期  212,665 215,870
透支  39,834 40,164
  333,508 355,379

流動資產淨值  2,392,365 1,758,231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9,044,448 8,972,130
非流動負債   
退休福利承擔  52,453 50,389

資產淨值  8,991,995 8,921,74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12,502 612,502
儲備  6,874,592 6,838,21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487,094 7,450,716
非控股股東權益  1,504,901 1,471,025
  8,991,995 8,921,741
 
 
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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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一年七月一日（經審核） 601,411 2,091,866 6,014 50 1,366,003 125,036 8,358 1,533 3,181,961 7,382,232 1,453,420 8,835,652
期內溢利 - - - - - - - - 39,290 39,290  24,470 63,760
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 927 - 927 974 1,90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927 39,290 40,217 25,444 65,661
中期股息 - - 18,042 - - - - - (18,042) - -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額外權益 -  -  -  - - - - - 20,639  20,639  (25,709) (5,070)
 - - 18,042 - - - - - 2,597 20,639 (25,709) (5,070)
於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601,411 2,091,866 24,056 50 1,366,003 125,036 8,358 2,460 3,223,848 7,443,088 1,453,155 8,89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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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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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二年七月一日（經審核） 612,502 2,091,866 6,125 50 1,366,003 125,036 8,358 2,180 3,238,596 7,450,716 1,471,025 8,921,741
期內溢利 - - - - - - - - 36,930 36,930 34,103 71,033
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 (552) - (552) (227) (77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552) 36,930 36,378 33,876 70,254
中期股息 - - 12,250 - - - - - (12,250) - - -
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612,502 2,091,866 18,375 50 1,366,003 125,036 8,358 1,628 3,263,276 7,487,094 1,504,901 8,991,995
 
 
簡明綜合現金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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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金淨額  325,136  200,729
投資活動所耗之現金淨額  (229,803)  (88,625)
融資活動所耗之現金淨額  (5,674)  (74,800)
現金及現金等額之增加淨額  89,659  37,304
期初現金及現金等額  239,937  411,187
匯率變動之影響  272  431
期末現金及現金等額  329,868  448,922

包括：    
存款、銀行結餘及現金  369,702  504,248
透支  (39,834)  (55,326)

  329,868  448,922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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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成本一

般按換取貨品所付出代價之公平價值計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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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全年財務報告所採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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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期內，本集團已採用由香港會計公會所頒佈須於二零一二年七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生效之若干修訂

本。於期內應用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期內及過往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新訂

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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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向外界顧客出售產品及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賬款、已收及應收之特許權費用及

租賃收入，以及源自本集團策略性投資之已收及應收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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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系統及產品 1,340,570  912,188
軟件特許權 582,675  507,113
提供服務 38,629 44,497
租賃系統產品 12,281 11,565
股息收入 35,159  35,159
 2,009,314  1,51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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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許權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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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及總收入 1,961,874 12,281 35,159  2,009,314

業績   
分類業績 47,240 357 27,719   75,316
   
利息收入   4,536
財務成本   (1,579)
未分配開支－淨額   (7,239)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虧損   (1)
除稅前溢利   7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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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銷售、

特許權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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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及總收入 1,463,798 11,565 35,159  1,510,522

業績   
分類業績 46,399 (618) 29,189  74,970
   
利息收入   2,944
財務成本   (1,496)
未分配開支－淨額   (12,658)
除稅前溢利   63,760

 
 

4. 折舊及攤銷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系統及網絡之開發成本攤銷（計入直接經營成本） 718,533 611,11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計入一般及行政支出） 6,650  6,144
折舊及攤銷總額 725,183  617,255

 
5. 稅項 
 

香港利得稅乃以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利按 16.5%（二零一一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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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利已獲豁免於澳門所得稅或毋須於其他司法地區繳納任何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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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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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30  39,290

可換股債券利息   140
以計算經攤薄每股盈利之盈利   3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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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5,016  6,014,110

以下對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可換股債券   40,443

以計算經攤薄每股盈利之加權平均股份數目   6,05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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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回顧期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並未呈列經攤薄每股盈

利。可換股債券已於二零一一年九月十九日獲本公司全數贖回。 
 

 

7.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以股代息方式派發相等於每股 0.2 港仙（二零一一年：0.3 港仙）

之已宣派中期股息，可選擇現金 12,250  18,042
 

已宣派中期股息乃按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行股份 6,125,016,308 股計算。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總額

   千港元

於二零一二年七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62,565
匯兌調整    1,908
添置   5,007
出售   -
折舊   (6,650)
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   62,830
 
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值為 8,428,000 港元（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8,128,000 港元）

之若干土地及樓宇已抵押予銀行，作為本集團獲得該銀行融資之擔保。 

 
9. 應收貿易及其他賬款 

 

 
於二零一二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二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易賬款 963,002  1,017,291
預繳供應商款項 1,342,055  765,084
應收其他賬款 26,391  30,503
 2,331,448  1,81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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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繳供應商款項及應收其他賬款並無抵押、不計息及可退還，其預計於

報告期完結後十二個月內兌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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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二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二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60 日 460,635  514,204
61 - 90 日 305,409  331,875
91 - 180 日 196,803  171,195
> 180 日 155  17
 963,002  1,01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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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 
 
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之結餘包括 7,649,000 港元（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

11,8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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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二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二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60 日 7,649  9,461
61 - 90 日 -  90
91 - 180 日 -  2,182
> 180 日 -  122
 7,649  11,855
 
購買貨品之信貸期介乎 30 日至 60 日。應付其他賬款主要為預收款項及預提費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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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二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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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下列年期屆滿之經營租賃：   
一年內 2,778 2,037 5,152  2,220
第二年至第四年內 6,738 3,364 2,725  2,823
 9,516 5,401 7,877  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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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就租賃廠房及機器以及電信網絡與租戶訂立合約，其到期情況如下： 

 

 
於二零一二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二年

六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年內 1,306  1,276
第二年至第五年內 13,283  15,840
 14,589  1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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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及以股代息計劃 
 
董事會決議向於二零一三年三月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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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港仙（二零一一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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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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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三年五月十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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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三年三月十八日起至二零一三年三月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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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二零一三年三月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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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業績 
 
於回顧期內，集團錄得營業額二十億零九百萬港元，較去年同期十五億一千一百萬港元上升百

分之三十三。回顧期內溢利為七千一百萬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為三千七百萬港元，去

年同期之比較數字分別為六千四百萬港元及三千九百萬港元；營業額及溢利之上升主要由於本

集團透過持續發展新產品及市場以開拓新收入來源。回顧期之每股盈利為 0.60 港仙（二零一一

年：0.65 港仙）。集團採取審慎措施，就系統及網絡之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確認五千五百萬港元

（二零一一年：一千六百萬港元）之減值虧損。若不計入有關減值虧損，經調整之未計入利息、

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利則上升百分之二十二至八億五千二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六億九千

八百萬港元）。集團之毛利率保持平穩，為百分之十二點一，去年之比較數字為百分之十二點三。

成本控制繼續執行。回顧期內，分銷成本下降百分之九至一千七百二拾萬港元（二零一一年：

一千八百九拾萬港元）；一般及行政支出上升百分之二十一至一億零一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

八千三百三拾萬港元）；研究及開發成本支出下降百分之三十二至六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八

百九拾萬港元）。折舊及攤銷支出上升百分之十七至七億二千五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六億一

千七百萬港元），此乃由於推出新系統及網絡項目所致。 
 
於回顧期內，財務成本為一百六拾萬港元（二零一一年：一百五拾萬港元），維持低水平，此乃

由於集團借貸比率處於低水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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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儘管國內某些行業呈現放緩跡象，中國經濟依然保持平穩。出口表現受制於多個西

方國家的脆弱經濟，進口低於預期亦顯示需求下降。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下，投資氣氛轉趨

謹慎，而市場活動步伐放緩。集團繼續集中於提供可靠性高及堅固的創新通信及綜合保安方案

及服務。透過提升產品組合、推出新服務和方案、及來自銷售與文化業務相關產品的收入，令

營業額得以增長。 
 
本集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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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相繼進行。與此同時，集團努力拓展其保安解決方案，正夥拍一些國際夥伴，提供全面為

客戶度身訂造的綜合保安系統。 
 
於回顧期，中國市場之銷售額為十五億八千二百萬港元，較去年同期十一億九千一百萬港元上

升百分之三十三。 
 
集團於歐洲的銷售狀況持續受到該區不穩定經濟氣候所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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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於英國的業務，包括緊急通信服務、英國國家健康服務處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項目及消防監控界別，經過幾個季度因削減支出而放緩後已逐漸回

升。德國市場的銷售保持平穩，而儘管歐洲的經濟基礎依然疲弱，集團產品於某些歐洲國家仍

然有其市場。 
 
集團來自歐洲業務之營業額為三億零四百萬港元，較去年同期二億三千萬港元上升百分之三十

二。 
 
看通集團有限公司（「看通」） 
 
看通於回顧期之營業額為九億一千二百萬港元，溢利為七千七百萬港元；較去年同期之六億五

千六百萬港元及五千五百萬港元，分別上升百分之三十九及百分之四十。中國業務之銷售額與

國內經濟發展表現一致，看通繼續專注於其訂製解決方案及產品。期間，與文化業務相關產品

的銷售令人鼓舞。在歐洲，全面財政緊縮對看通的業務運作構成重大挑戰，惟於英國及德國的

市場維持動力，因看通的特訂方案有相當競爭力而受歡迎。回顧期內，看通推出新通信產品，

包含智能電話及傳統裝備，配置於現今的 Wi-Fi 網絡，提供單一通信平台，初步集中於其重點

市場如康健護理及緊急通信服務。新產品已於英國的康健護理行業取得訂單。另一方面，看通

固有的系統產品及個人保安方案，於澳紐及中東市場之銷售錄得滿意增長。 
 
於電子彩票及網上娛樂方面，看通繼續投放資源，提升整合博彩技術解決方案、電子付款渠道

及銷售網絡，以配合國內有關彩票管理的新規定。中國有秩序地開放彩票市場，期望有助看通

作為創新的服務供應商，於彩票價值鏈的不同環節擴展其業務。集團會定期檢討該等電子彩票

相關投資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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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碼香港回顧期內錄得虧損一百四拾七萬三千港元，營業額為一百五拾三萬七千港元；去年同

期之比較數字為虧損一百四拾四萬六千港元，營業額為一百四拾七萬四千港元。數碼香港會繼

續尋找可擴闊收入來源的投資項目。數碼香港計劃利用其專業知識及電子商貿功能，從事多方

面發展，當中包括康健護理及文化產品之推廣和營銷，以及提供相關服務，從而配合以振興文

化產業及提倡保健為重點項目之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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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全球經濟環境依然嚴峻，縱使本集團的業務基礎良好，持續不明朗的環球經濟進一步打擊消費

者及商界信心，從而削弱購買力及影響集團之業務表現。此外，集團亦須承受因通貨膨脹以及

隨國家政策引致之薪酬及社會保障繳款增加所造成的經營成本上升。集團將竭力擴濶其產品領

域及嚴格控制成本，以維持邊際利潤及保持動力。 
 
展望未來，集團將保持審慎態度，繼續投資於有良好增長前景的互補業務。隨著中國經濟的崛

起，國家政策已定出推動文化產業，本集團因應開拓其文化領域的業務。集團於過往二十年不

斷參與及贊助多項文化項目，當中包括由中華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基金主辦、深受各界歡迎的「祥

和」系列展覽，展出數以千計稀有珍貴的古董文物，讓集團於國內及海外在文化與相類活動領

域累積相關知識，並拓展商業聯繫。此外，持續參與國際及地區性的文化交流活動，亦有助集

團豐富其於文化業務及其他新領域的經驗。 
 
集團結合科技、創意和文化藝術，並夥拍專業伙伴，已開發一系列全面為客戶度身訂造的綜合

保安及監控系統以應用於保護珍貴的展品，同時亦提升集團包含數據開採及知識管理的電子商

貿功能，有助於消費市場營銷及推廣文化藝術藏品。國內文化產業市場近年進一步開放，加上

全球消費者對中國文化及其文化遺產的興趣不斷提高，有利於集團善用其廣大客戶群及環球分

銷網絡，於創意及信息產業範疇，透過一系列的文化相關業務開拓收入來源。 
 
 
現金流動性及財務資源 
 
財務狀況及借貸 
 
回顧期內，集團財務狀況維持正面，貸款權益比率處於低水平。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集團由存款、銀行結餘及現金組成之流動資金合共為三億七千萬港元。流動資產約為二十七億

二千六百萬港元（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二十一億一千四百萬港元），流動負債則約為三億三

千四百萬港元（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三億五千五百萬港元）。集團保持良好財務流動性，流

動資產淨額為二十三億九千二百萬港元（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十七億五千八百萬港元）。按

集團總貸款額二億五千三百萬港元（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二億五千六百萬港元）及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權益七十四億八千七百萬港元（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七十四億五千一百萬港元）

計算，集團之貸款權益比率為 0.034（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0.034）。 
 
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總貸款主要包括銀行貸款二億一千三百萬港元（二零一二年六

月三十日：二億一千六百萬港元）及透支四千萬港元（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四千萬港元）。

所有貸款均為須按要求還款或須於一年內償還。二千八百八拾萬港元（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

二千五百九拾萬港元）之銀行借貸以本集團賬面值為八百四拾萬港元（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

八百一拾萬港元）之土地及樓宇作抵押。回顧期內之財務成本為一百六拾萬港元，去年同期之

比較數字為一百伍拾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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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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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借貸均由本公司附屬公司運用，按浮動利率計息，並以當地貨幣計值。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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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授權但未訂約之資本承擔約為一億七千八百萬港元（二

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一億九千一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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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力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全球聘用約一千二百名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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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352 條

須予存置之登記冊記錄所示，或根據交易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 10《上市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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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定義見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XV 部）之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如下：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數目

佔已發行股本

之概約比率

本公司證券    

簡文樂博士 公司權益 附註 1 27.47%

看通證券    

簡文樂博士 公司權益 附註 2 54.98%

數碼香港證券    

簡文樂博士 公司權益 附註 3 74.48%
 
附註： 

 

1. 本公司之 1,682,281,441 股股份由 Lawnside International Limited（「Lawnside」）持有。Lawnside 由簡文樂博士

實益全資擁有。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Lawnside 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行股本約 27.47%權益。簡文樂

博士因而被視為於該等由 Lawnside 持有之本公司股份中擁有公司權益。 
 

2. 看通之 4,125,813,235 股股份由本公司持有。簡文樂博士因而被視為於該等由本公司持有之看通股份中擁有公

司權益。 
 
3. 數碼香港之 106,050,000 股股份由本公司持有，而數碼香港之 5,670,520 股股份則由 Lawnside 持有。簡文樂博

士因而被視為於該等由本公司及 Lawnside 持有之數碼香港股份中擁有公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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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露者外，於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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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置之登記冊記錄所示，或根據標準守則向本公司及交易所另行作出之通知，本公司董事或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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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及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利 
 
本公司、看通及數碼香港於二零零二年十一月二十九日各自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已於二零一二年

十一月二十八日屆滿。本公司、看通及數碼香港已於二零一二年十一月三十日各自採納新的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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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336 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記錄

所示，下列人士（本公司董事或行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本擁有權益： 
 

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數目

佔已發行股本

之概約比率

Lawnside  實益擁有人 1,682,281,441* 27.47%
 
* 參閱上文「董事之證券權益及淡倉」項附註 1。 
 
除上文所披露者外，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336 條須

予存置之登記冊記錄所示，並無任何人士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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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附錄 14《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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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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守守則。本公司已向各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結果顯示於回顧期內，各董事均遵守該等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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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會計政策及實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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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三年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簡文樂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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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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