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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時 軟 件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業 績 報 告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季 度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

無須有過往盈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盈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因其新

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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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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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板所發佈的資料的主要方法為在交易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頁刊登。上市

公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

等能閱覽創業板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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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時軟件有限公司之董事對本公佈（包括為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
而在提供有關天時軟件有限公司之資料方面所透露之詳情）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各
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彼等所知及確信：(1)本公佈內所載之資料在各重要
方面均屬準確及並無誤導成份；(2)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以致其任何聲明有所
誤導；及(3)本公佈內所發表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之考慮，並按公平合理之準則與假
設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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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天時軟件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一

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附註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785 15,935

其他收入 2 617 2,261

5,402 18,196

轉售電腦軟件及硬件成本 (2,692) (797)

員工成本 (5,967) (8,022)

折舊及攤銷費用 (3,050) (3,315)

其他營運費用 (3,240) (3,932)

投資證券減值虧損 (3,260) －

投資按金撥備 (4,107) －

營運(虧損)/盈利 (16,914) 2,130

融資成本 3 (355) (1,476)

應佔以下公司的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1,387) (207)

聯營公司 (3,640) －

除稅前(虧損)/盈利 (22,296) 447

稅項 4 － －

除稅後(虧損)/盈利 (22,296) 447

少數股東權益 102 138

股東應佔(虧損)/盈利 (22,194) 585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5 (2.35仙) 0.0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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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報基準

賬目已根據香港普遍採納的會計原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準則編製。該等賬目並按

照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包括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截至六月三十日止的業績。期內所收購或出

售的附屬公司的業績，由收購的生效日期起或截至實際出售日期(如適用)止載入綜合損益賬

內。

本集團系內公司間的重大交易及結餘已於綜合賬目時全部對銷。

2. 收入及營業額

本集團現時主要從事提供電腦顧問服務、轉售電腦硬件及軟件、軟件開發、出版雜誌及投資

控股。於期內確認的收入如下:

截至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提供電腦顧問服務的收入 1,895 14,974

轉售電腦硬件及軟件 2,890 914

廣告收入 － 46

訂閱收入 － 1

4,785 15,935

其他收入

投資證券已變現收益 － 67

利息收入

- 銀行 454 1,968

- 可換股貸款票據 － 60

撥回長期未清償應付款項及撥備 148 126

匯兌收益淨額 － 22

雜項收入 15 18

617 2,261

收入總額 5,402 1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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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

截至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票據利息 － 642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349 826

融資租賃利息 6 8

355 1,476

4.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及上年期內並無估計應課稅盈利，故並無在賬目內就香港利得稅作撥備。

由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兩間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應課稅盈利，故並無就中國所得稅

在賬目中作出撥備。根據中國稅務規則，廣州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享有100%的稅項減免，而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亦享有50%的

稅項減免。北京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享有100%的稅項減

免，而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則享有50%的稅項減免。

由於未能確定遞延稅項資產會否在可見將來實現，故賬目中並無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5.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股東應佔虧損

22,194,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盈利58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944,569,789股

(二零零一年：770,137,362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並無重大攤薄效應，故此並無呈報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

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並無重大攤薄效應及已發行之可換股票據帶來反攤薄影響，故此並

無呈報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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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儲備變動

(累計虧損)/

股份溢價 保留盈利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486,203 23,501 509,704

發行股份 26,944 － 26,944

股東應佔盈利 － 585 585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513,147 24,086 537,233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617,884 (314,608) 303,276

發行股份 4,783 － 4,783

股東應佔虧損 － (22,194) (22,194)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622,667 (336,802) 285,865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一年：

無）。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期業績

董事繼續就會計方面採取保守之方針。期間虧損約為22,2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

有盈利約600,000港元，主要有以下原因：－

1. 由於持續採納較嚴謹之收入確認政策，特別是中國內地性質屬較長期之合約，令

營業額由15,900,000港元下跌至4,800,000港元；

2. 主要由於一上市投資證券之市價於本季度內錄得重大跌幅，故為投資證券減值虧

損撥備共約3,300,000港元；

3. 因一準聯營公司須為其持有本公司股份而作出減值虧損撥備，故於投資按金亦撥

備約4,100,000港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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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由於一聯營公司及一共同控制實體須為其持有本公司股份而作出減值虧損撥

備，令應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的虧損達5,000,000港元。

手頭合約達710,000,000港元。所有項目均按照計劃進行中。期內，中國內地所產生

之營業額佔本集團營業總額之90%以上。由於本集團手頭有多項有關於中國內地之重

大合約，因此預期中國內地日後之業務水平將繼續維持於高位。

期內，本公司向獨立私人投資者KDS China Limited發行1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

港元之股份，代價為5,300,000港元。

現金流量和長短周期

為了改善令人關注的現金流，在巨額的較長期合約的基礎上，本季度開始注意加強

短期項目，這些項目完成的曰期一般不超過半年，而且通常有同系列的縱向後繼，

還有同類行業的橫向推廣，本季度更開始把短期項目的開發和長期項目的分割結合

起來。

這種結合，一定要在一個綜合平台上進行。

雖然，這種長短項目的結合，仍未實現本季度的現金流大改善，但卻為短期現金流

的根本改善，建立基礎。

市㪫標準和快速開發

贏取至少一個市㪫的標準，是新一年度要實現的一個主要目標。要以快速開發的優

勢，擴大市㪫的佔有。

而軟件開發，只有在綜合平台上才能快速。

本季度，我們開始TCP上開發一個PDE。這是一個獨有的快速開發的規範。

跨平台和跨國度

天時在美國的本土已開始成功的擴展，因911而挫折停頓。

可是，一個在中國擁有開發資源和市㪫佔有的公司，沒有理由放棄美國市㪫。因

此，本季度開始了和美國有實質影響的集團聯盟的努力。爭取以最低成本擁有美國

的硬件和市㪫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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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努力，初見成效。這成效，說明天時的綜合平台，適用於美國和全世界。

結論

驚世的美國繼續衰落，入世的中國持續興起。

近月，中國的主席和總理向全國發出最具體的信息化總動員令，要在三年內實現全

國的電子政務，電子商務和電子企業。這些，正是我們手頭數億合約的全部內容，

作為一個以軟件開發為主務的公司，我們商業運作策略的預見，儘管艱難而代價沉

重。但在中國早建基礎並領先佔有主流的市㪫。肯定是正面而絕不是負面的。

但，最重要的是要取得持續的現金盈利。對此，短期和長期我們都有信心。

董事及行政總裁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本公

司存置的登記名冊內的記錄，董事及行政總裁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披露權

益條例)的股份及購股權權益如下：

(a) 本公司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鄭健群先生 70,500,000 － 70,500,000

羅桂林先生 10,000,000 28,325,000* 38,325,000

鍾耀輝先生 2,420,000 － 2,420,000

梁美嫦女士 1,030,000 － 1,030,000

黃慧屏女士 1,500,000 － 1,500,000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5(2)條的定義，鄭健群先生乃上市時的管理層股東，持

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7.43%。

* 該等股份由羅桂林先生所控制之一間私人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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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認購本公司普通股之購股權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二零零二年 於期內 於期內 二零零二年

董事姓名 四月一日 授予 行使 六月三十日

鄭健群先生 2,800,000 650,000 － 3,450,000

羅桂林先生 1,200,000 － － 1,200,000

鍾耀輝先生 1,700,000 300,000 － 2,000,000

梁美嫦女士 1,700,000 － － 1,700,000

蘇美齡女士 700,000 － － 700,000

黃慧屏女士 1,500,000 － － 1,500,000

購股權乃根據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股東特別大會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授

出，持有者可於授出日之一年屆滿日起計三年內隨時以每股0.445港元至0.818港

元行使。

除上文所披露者及若干全資附屬公司以本集團身份持有的代理人股份外，於二零零

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等概無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

法團（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任何證券的任何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於是期內任何時間作出任何安排，使本

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

債券而獲取利益。

主要股東

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存置的主要股東登記名冊內的記錄，於二零零二年六月

三十日，據本公司所知以下主要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權益。該等權

益乃上文披露董事及行政總裁所持有以外的權益。

佔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China West Educ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108,057,374 11.39%

Crimson Asia Capital Limited, L.P. 107,273,503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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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公司為一名代理人股東，以信託形式持有寧夏教育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本集團

持有寧夏教育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25.03%股權。

競爭性業務之利益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管理層股東

及各自之聯繫人等之任何業務或會或可能會與本集團業務競爭，及任何該等人士與

本集團之間有或可能有之任何利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在是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之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內部監控及財務

報告事項，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之未經審核業績報告，進行

討論。

董事會代表

主席
鄭健群

香港，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二日

本公佈將由其刊發日期起一連最少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一頁

及本公司網站（www.timeless.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