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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時軟件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28）

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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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資者應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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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
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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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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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明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
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提供有關天時軟
件有限公司的資料，天時軟件有限公司的董事對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
各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彼等所知及所信，確認：(1)本公佈所載資料
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及並無誤導成份；(2)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
項，以致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及 (3)本公佈所發表的意見均經審慎周詳考
慮，並按公平合理的基準與假設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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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天時軟件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二零一二年同期的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04,866 25,785

其他收入及收益 2,367 1,600

採購及生產成本 (105,404) (21,218)

員工成本 (30,423) (19,056)

折舊及攤銷 (26,670) (973)

收購相關成本 (7,146) –

其他費用 (18,833) (14,428)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 (1,639)

出售投資物業的虧損 (588) –

出售一家共同控制實體股權的收益 – 15,589

商譽撇銷╱減值 (5,436) (1,298)

持有作買賣投資的淨收益 7,709 3,334

融資成本 4 (1,578) (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657 1,239  

除稅前溢利╱（虧損） 20,521 (11,070)

所得稅開支 6 (22,371) –  

年內虧損 5 (1,850) (11,070)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扣除所得稅
因換算境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4,932 1,868

就出售一家共同控制實體股權的匯兌差額
進行重新歸類調整 – (66)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484 1,088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所得稅 5,416 2,890  

年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3,566 (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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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7,611) (11,050)

非控股權益 25,761 (20)  

(1,850) (11,070)  

應佔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5,657) (8,281)

非控股權益 29,223 101  

3,566 (8,180)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1.78)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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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 9,348

物業、機器及設備 47,391 2,838

其他無形資產 8 363,904 –

聯營公司權益 7,571 5,430

預付租賃款項 7,394 –

按金 20,235 –

土地復修成本 7,763 –  

454,258 17,616  

流動資產
存貨 33,550 3,044

預付租賃款項 186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68,229 15,452

持有作買賣投資 17,985 17,533

銀行結餘及現金 55,242 63,045  

175,192 99,07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28,349 6,157

財務租賃承擔 – 24

應付一家有關連公司款項 700 –

應向非控股權益派付股息 46,816 –

承兌票據 11,317 –

即期稅項負債 4,326 –  

91,508 6,181  

流動資產淨值 83,684 92,8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37,942 1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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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承兌票據 49,809 –

土地復修撥備 9,872 –

遞延稅項負債 11 50,947 –  

110,628 –  

資產淨值 427,314 110,50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79,013 65,316

儲備 54,211 44,9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133,224 110,310

非控股權益 294,090 199  

總權益 427,314 1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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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股本 股份溢價
購股權
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物業重估
儲備 匯兌儲備 累積虧損

本公司
擁有人

應佔股權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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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56,728 637,996 2,165 1,176 1,061 5,627 (611,097) 93,656 2,656 96,312          

年內虧損 – – – – – – (11,050) (11,050) (20) (11,070)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935 – 1,834 – 2,769 121 2,890          

年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935 – 1,834 (11,050) (8,281) 101 (8,180)          

確認以權益結算的股份付款 – – 241 – – – – 241 – 241
配售普通股 8,400 16,800 – – – – – 25,200 – 25,200
根據僱員購股權計劃發行普通股 188 305 (163) – – – – 330 – 330
發行新普通股應佔交易成本 – (994) – – – – – (994) – (994)
於沒收購股權時解除儲備 – – (52) – – – 52 – – –
收購非控股權益 – – – – – 643 (485) 158 (2,558) (2,400)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65,316 654,107 2,191 2,111 1,061 8,104 (622,580) 110,310 199 110,509

年內溢利╱（虧損） – – – – – – (27,611) (27,611) 25,761 (1,850)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 – – 416 (1,061) 1,538 1,061 1,954 3,462 5,416          

年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416 (1,061) 1,538 (26,550) (25,657) 29,223 3,566          

確認以權益結算的股份付款 – – 2,301 – – – – 2,301 – 2,301
根據僱員購股權計劃發行普通股 197 315 (173) – – – – 339 – 339
發行代價股份 13,500 31,590 – – – – – 45,090 – 45,090
因業務合併產生的非控股權益 – – – – – – – – 282,690 282,690
發行新普通股應佔交易成本 – (206) – – – – – (206) – (206)
於沒收購股權時解除儲備 – – (158) – – – 158 – – –
應付非控股權益股息 – – – – – – – – (18,225) (18,225)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權益
（並無失去控制權） – – – – – (61) 1,108 1,047 203 1,250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79,013 685,806 4,161 2,527 – 9,581 (647,864) 133,224 294,090 42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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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章的適用
披露規定編製。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詮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以下統稱「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讓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當前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
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載列的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強制生效日期及
過渡披露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過波指引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一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年度改進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2

1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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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根據向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即董事）呈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
現的資料，確定營運分部。往年 (i)軟件開發；(ii)硬件銷售：(iii)軟件銷售；及 (iv)電子商貿
服務乃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為獨立的業務單位，並構成獨立的營運分部。本集團由於
業務合併，更改營運及呈報架構後，主要經營決策者現時基於兩個營運分部，審閱本集
團的內部報告，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i)提供電腦顧問及軟件維護服務、軟件開發、電
腦軟硬件銷售及電子商貿服務（「電腦軟硬件業務」）；及 (ii)勘探及開採礦場（「採礦業務」）。

分部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電腦軟硬件業務 48,828 25,785

採礦業務 156,038 –  

204,866 25,785  

分部業績
電腦軟硬件業務 (25,732) (28,564)

採礦業務 46,513 –  

20,781 (28,564)

利息收入 502 557

其他收入及收益 1,865 1,043

未分配公司費用 (9,827) (2,624)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 (1,639)

出售投資物業的虧損 (588) –

出售一家共同控制實體股權的收益 – 15,589

持有作買賣投資淨收益 7,709 3,334

融資成本 (1,578) (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657 1,239  

除稅前溢利╱（虧損） 20,521 (11,070)  

上表呈報之分部收入指從外部客戶賺取的收入。本年度並無任何分部間收入。

可報告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業績指各分部的溢利╱虧損（並未
計入利息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未分配公司費用、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出售投資物業
的虧損、出售一家共同控制實體股權的收益、持有作買賣投資的淨收益、融資成本及應
佔聯營公司溢利）。此乃為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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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電腦軟硬件業務 33,191 19,767

採礦業務 513,796 –  

分部資產總值 546,987 19,767

未分配 82,463 96,923  

綜合資產 629,450 116,690  

分部負債
電腦軟硬件業務 13,742 6,157

採礦業務 127,268 –  

分部負債總額 141,010 6,157

未分配 61,126 24  

綜合負債 202,136 6,181  

為監管分部的表現及在各分部間分配資源：

• 所有資產均分配予可報告分部（聯營公司權益、投資物業、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及其結欠貸款、持有作買賣投資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除外）。商譽分配至各分部；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予可報告分部，惟財務租賃承擔及承兌票據除外。

其他分部資料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增添非流動資產*

電腦軟硬件業務 1,100 1,661

採礦業務 451,547 –  

452,647 1,661  

折舊及攤銷
電腦軟硬件業務 796 973

採礦業務 25,874 –  

26,670 973  

* 增添非流動資產包括增添物業、機器及設備、商譽、其他無形資產、預付租賃款項
及土地復修成本，其中包括透過業務合併自收購取得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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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表呈報的折舊及攤銷外，約5,43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298,000港元）已就商譽撇銷╱
減值。撇銷╱減值虧損乃源自下列可呈報分部：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商譽撇銷╱減值：
電腦軟硬件業務 – 1,298

採礦業務 5,436 –  

5,436 1,298  

主要產品及服務的收入

本集團來自其主要產品及服務的收入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腦硬件 31,265 5,684

電腦軟件 7,482 8,803

金條 152,231 –

鐵礦石 3,807 –

軟件開發 4,498 9,809

電子商貿服務 5,583 1,489  

204,866 25,785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營運主要位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本集團按外部客戶營運所在地劃分的收入以及本集團按資產所在地劃分的非流動資產*

資料詳述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香港 8,153 9,875

中國 196,713 15,910  

204,866 25,785  

非流動資產*

香港 1,337 1,279

中國 445,350 10,907  

446,687 12,186  

*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聯營公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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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資料

於相關年度內貢獻本集團總收入超過10%的客戶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1 不適用 3 3,532

客戶B2 152,142 不適用 3

客戶C1 27,705 不適用 3  

1 來自電腦軟硬件業務的收入
2 來自採礦業務的收入
3 相應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不超過10%

4. 融資成本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財務租賃 2 5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承兌票據 1,576 –  

借貸成本總額 1,57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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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年度虧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已扣減╱（計入）下列項目：

董事酬金及行政總裁酬金 6,196 4,165

其他員工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157 1,275

其他員工以權益結算的股份付款 2,301 241

其他員工成本 19,769 13,375  

僱員福利開支總額 30,423 19,056  

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
－本集團擁有 1,920 932

－根據財務租賃持有 20 41

攤銷項目：
－預付租賃付項 170 –

－土地復修成本 918 –

－其他無形資產 23,642 –  

折舊及攤銷總額 26,670 973  

核數師酬金 950 550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98,428 18,97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收益） 2 (105)

租賃物業的經營租賃租金 2,977 3,053

來自上市股本證券的股息 (1,004) (346)

外匯收益淨額 (247) (282)

利息收入 (502) (557)  

投資物業的總租金收入 (163) (643)

減：本年度產生租金收入的投資物業的直接營運費用 39 85  

(124) (558)  

6.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25,801 –

遞延稅項 (3,430) –  

於損益確認的所得稅總額 22,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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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乃按照兩個年度估計溢利以稅率 16.5%計算。由於本集團於兩個年度並無在
香港產生或來自香港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在綜合財務報表內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年度須按25%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他司法權區產生的稅項乃按
相關司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27,611,000)港元 (11,050,000)港元  

普通股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49,039,997 1,205,126,256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
司的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原因為行使該等購股權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8. 其他無形資產

採礦權
勘探權
及資產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 – –

透過業務合併收購 137,037 243,210 380,247
匯兌差額的影響 1,713 3,040 4,753
增添 168 2,378 2,546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138,918 248,628 387,546   

累計攤銷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 – –

本年度撥備 23,642 – 23,642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23,642 – 23,642   

賬面值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115,276 248,628 363,904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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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21,326 6,108

預付款項 31,161 4,545

按金 29,965 1,094

其他應收款項 6,012 3,705  

88,464 15,452

減：按金歸類為非流動資產 (20,235) –  

68,229 15,452  

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3,771 3,300

31日至60日 16 608

61日至90日 38 39

超過90日 7,501 2,161  

21,326 6,108  

給予客戶的信貸期各有不同，一般由個別客戶與本集團磋商釐定。逾期的貿易應收款項
並不計息。管理層密切監管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信貸質素，並認為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項既無逾期，亦無減值，信貸質素良好。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1,047 1,285

已收客戶按金 1,941 1,958

其他應付款項 15,361 2,914  

28,349 6,157  

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9,921 501

31日至60日 624 –

61日至90日 144 –

超過90日 358 784  

11,047 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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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遞延稅項

於當前及過往年度確認的主要遞延稅項負債及其變動如下：

未分配溢利
的預扣稅

業務合併
產生的

公平值調整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 – –

就業務合併確認 1,725 51,981 53,706

匯兌差額的影響 22 649 671

計入損益 (413) (3,017) (3,430)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334 49,613 50,947   

12. 業務合併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本集團完成收購Goffers Management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Goffers集團」）之51%股權。代價以下列方式支付：(i)本公司以發行價每股 0.15港元發行

270,000,000股代價股份；及 (ii)發行本金額為63,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董事認為，此項收
購乃一項策略性舉措，為本集團提供進軍中國採礦業務的機會，預期將擴大本集團的收
益基礎及為本公司股東締造價值。

Goffers集團之主要資產包括其於在中國成立的中外合資合營公司新疆天目礦業資源開發
有限公司（「新疆天目」）的51%控股權益，該公司主要在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從
事勘探及開採金礦、鐵礦及鎳銅礦以及加工及銷售源自礦場的礦產。

所轉讓代價

千港元

代價股份 45,090

承兌票據 63,020 

總額 108,110 

根據買賣協議，賣方保證及承諾，新疆天目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實際
及完成的黃金銷售總額（「實際銷售額」）將不少於282公斤（「擔保銷售額」），及擔保銷售額
之任何缺額將以現金向本集團補償，金額相當於以每公斤124,000港元計算擔保銷售額與
實際銷售額之間缺額之 26.01%。根據黃金銷售擔保，賣方最多應付金額約為9,095,000港
元。上述安排入賬列作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應收或然代價。於收購日期及於報告期末，
董事評估或然代價的公平值為不重大。

為數約7,146,000港元的收購相關成本已自收購成本扣除，並已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為開支，於綜合全面收益表列為「收購相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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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收購日期購入的資產及確認的負債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1,100

其他無形資產 380,247

預付租賃款項 7,471

按金 16,471

土地復修成本 3,510

流動資產
存貨 22,207

預付租賃款項 18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37,682

銀行結餘及現金 53,13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34,94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0,664)

應付股息 (57,729)

即期稅項負債 (4,916)

非流動負債
土地復修撥備 (4,686)

遞延稅項負債 (53,706) 

總額 385,364 

非控股權益

於收購日期所確認於Goffers集團的非控股權益，乃按被收購方分佔Goffers集團資產淨額
公平值的按比例非控股權益計算，約為282,690,000港元。

收購產生之商譽

千港元

所轉讓代價 108,110

加：非控股權益 282,690

減：就所購入可識別資產淨額的公平值 (385,364) 

總額 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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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買賣協議，是次收購代價為103,500,000港元，當中63,000,000港元已透過發行承兌票
據（「承兌票據」）支付，另 40,500,000港元則透過按協定發行價每股0.15港元發行本公司
270,000,000股普通股（「代價股份」）支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所轉讓的
代價應以公平值計量。本公司普通股於收購日期之收市價為每股0.167港元。因此，本公司
釐定承兌票據及代價股份的收購日期公平值分別約為63,020,000港元及45,090,000港元（即
270,000,000股每股面值0.167港元的代價股份）。總代價的收購日期公平值約為108,110,000

港元。收購產生之商譽為5,436,000港元，主要源自代價股份之協定發行價與收購日期公
平值之差額，約4,590,000港元。由於這因素並無影響Goffers集團的未來現金流量，該商譽
於收購後即時撇除至損益。

收購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千港元

以現金支付之代價 –

加：所得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 53,134 

總額 53,134 

13. 股息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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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回顧

二零一二年，電子科技產業正在加速跨界融合，製造、資訊服務、數字內容等產
業的高度整合，拓闊了電子科技產業的創新邊界，不斷發展出新的產業形態。
在這樣的背景下，天時集團進行跨產業的協同合作，整合有效資源，推進多產
業聯動創新，帶給消費者全新的消費體驗，目的不僅在提升市場佔有率和品牌
影響力，而且力圖在全球電子科技產業市場地位取得重大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集團早於十年前預見互聯網儲存將成為新潮流趨勢，與北京清
華大學成立技術研發中心，共同開發「廣存元」網路儲存技術；時至今日，鑒於
雲計算蔚為熱潮，集團決定將多年珍藏的瑰寶，推出市場，讓廣大的中華民族
網民以至普羅大眾得以利用多項科技終端，共享優秀技術成果，並以此作為跳
板，讓中國自主原創技術，可以延伸到世界全球。

另外，集團在二零一二年五月完成了新疆礦務伙伴產業的收購，穩定了收入來
源的支持，將為集團的核心科技軟件發展，添加上新動力。

展望

展望未來一年，挑戰與機遇並存。

第一，外圍宏觀經濟形勢依然嚴峻，但危機中也孕育著機遇。為了刺激消費，
中國政府將積極拉動內需，同時，中國城鎮化進一步推進，將為中國本土孕育
的科技公司，尤其是軟件創新公司企業帶來新一輪機會。

第二，產品及技術快速發展，為企業創造超越機會。近年，全球電子、資訊科技
和互聯網領域的技術發展速度大大加快，各類新技術及新產品脫穎而出。本集
團一直堅持實行創新的產品策略，認真研究市場的趨勢和消費者的喜好，並積
極整合外部資源，努力開發具有競爭力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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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商業模式和產業形態的改變將帶來新的機會。全球電子科技產業正在面
臨新一輪洗牌，許多資訊科技、互聯網企業紛紛介入，移動互聯網和「雲」服務
興起帶來的商業模式變化，使得產品硬件區別越來越小，而操作系統、應用平
台和內容服務代表的軟實力將成為主要的增值點。電子科技品牌不但要有好
的產品，也要在商業模式改善上找到更多的盈利機會。隨著電子商務平台正在
快速發展，本集團將加強電子商務的發展以適應市場和渠道的變化。

展望2013年，公司將繼續全力爭取智能機械人項目的成功並推出市場，奠定公
司盈利的基礎，並且確立在物流與電子商貿結合，為公司開拓收入來源，輔以
伙伴礦務產業的開拓，爭取並保證企業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不辜負股東
的期待。

總之，天時成立至今，以軟件開發為主務，視中國市場為獲利泉源。本集團堅
決執行「綜合、和自主原創」為經及以「短周期、低成本、高效益」為緯，致力於
產品組合、市場策略、銷售渠道、成本及品牌影響力等各方面進行優化，並依
託集團其在中國自主原創軟件企業中擁有的唯一地位，致力打造一個可以令
中華民族可以引以為傲的平台。在這服務的過程中，謀求天時的轉虧為盈，繼
而持續盈利。

現在展望，上述結論符合天時的未來發展。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完成收購Goffers集團，進一步伸
延其業務範疇至採礦行業，而現時主要從事兩項業務，即 (i)提供電腦顧問及軟
件維護服務、軟件開發、銷售電腦軟硬件以及電子商貿服務（下文統稱「電腦軟
硬件業務」）；及 (ii)於中國新疆勘探及開採多個礦場（下文統稱「採礦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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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軟硬件業務

在過去的一年，集團的核心業務發展勢頭良好；一方面，集團多年研發累積的
軟件經驗及成果，得到國內家電龍頭企業的認同，合作開發智能機械人項目，
將為集團帶來持久及具有市場效應的產品及收入；不單如此，集團的技術優勢
和投入，也得到物流龍頭公司的賞識，經過多年的耕耘，終於獲得技術與電子
商務市場有機結合的成功嘗試，為本集團產生額外收入來源；再者，集團多年
在司法科技應用方面開發所作的努力，已經接近成熟階段，在可見的將來將會
開花結果。

採礦業務

概覽

本集團完成一項非常重大收購事項，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收購日期」）
收購採礦業務51%股本權益。白石泉鎳銅礦投產前，採礦業務的主要產品為金
條，而白石泉鎳銅礦現時處於發展階段。由收購日期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期間，金條銷量為 152,000,000港元，貢獻同期的採礦業務總收入約97%。

自收購日期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已從金礦採挖約71,000噸礦石及
已加工約50,000噸礦石，平均品位每噸5.64克。所加工的礦石主要採自黑石梁金
礦及紅山南金礦。

白石泉鎳銅礦的發展如期進行，而於收購日期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期
間總資本開支約12,000,000港元。採礦發展的進展令人滿意，管理層有信心鎳銅
礦於二零一四年投入商業生產後，將成為本集團另一溢利來源。

執照及許可

本集團持有的主要礦場勘探及採礦許可證的狀況及有效期如下：

主要礦場 許可證類別 生效日期 失效日期

黑石梁金礦 開採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紅山南金礦 開採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突出山鐵礦 開採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白石泉鎳銅礦 開採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白石泉鎳銅礦 勘探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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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儲量估計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黑石梁金礦、紅山南金礦、突出山鐵礦、白石泉
鎳銅礦的儲量估計如下：

金礦 儲量╱資源類別 噸 平均品位
（噸 *1,000） （克╱噸）

黑石梁 探明 73 1.47

概約 / 不適用
礦堆 23 1.47

資源 117 1.87

紅山南 探明 81 5.14

概約 8 2.71

礦堆 10 2.96

鐵礦 儲量類別 噸 平均品位
（噸 *1,000） （鐵百分比）

突出山 探明 / 不適用
概約 322 32.96

鎳銅礦 儲量類別 噸 平均品位
（噸 *1,000）（鎳百分比）（銅百分比）

白石泉 探明 / 不適用 不適用
概約 1,208 0.52 0.34

附註：

礦物資源及儲量估計乃以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二日有關非常重大收購事項的通函
所披露獨立技術報告所示二零一一年的估計為基準。礦物資源及儲量下降，乃由於期內的採
礦消耗，此原因已獲內部專家確定。

馬達加斯加項目

本集團已與礦場擁有人簽訂採礦服務協議，以於三個位於非洲東南海岸印度
洋島國馬達加斯加共和國的金礦進行採礦活動。本集團正規劃採礦藍圖。三個
金礦的採礦服務開始後，將為本集團帶來溢利貢獻。



– 22 –

向非控股權益派付股息

應向非控股權益派付的股息46,800,000港元中，18,200,000港元由本集團從事採
礦業務的非全資附屬公司依據其二零一二年的表現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宣派。
餘額28,600,000港元已於收購日期前宣派。

承兌票據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本集團向Starmax Holdings Limited發行本金額63,000,000港
元的承兌票據，作為收購採礦業務的部分代價。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償還3,000,000

港元後，未償還本金總額60,000,000港元，並於發行日期起計每週年分六期等額
攤還。承兌票據按年利率3厘計息，並於發行日期起計各週年派息，另以本公司
非全資附屬公司Goffers Management Limited已發行股本超過51%為抵押品。

承兌票據的首期還款本金額 1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到期。於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Starmax Holdings Limited及本集團相互協定把首期還款的
到期日延至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而逾期的首期還款利息繼續以年利率7厘
計算，直至本公司悉數支付首期還款為止。

財務業績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經審核營業額約204,866,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飆升695%。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27,611,000港元，而二
零一二年同期的虧損則約為 11,050,000港元。

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業績波動主要是由於 (i)新收購的採礦業務於回顧年內分別
錄得約 156,038,000港元及46,513,000港元的營業額及分部溢利；(ii)回顧年內產
生的與收購採礦業務有關的非經常性成本約7,146,000港元；(iii)所得稅開支約
22,371,000港元；(iv)上市權益投資收益淨額約為7,709,000港元；(v)折舊及攤銷約
26,670,000港元及 (vi)撇銷商譽約 5,436,000港元。

就電腦軟硬件業務而言，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營業額及分部虧損分別約48,828,000

港元及25,732,000港元，分別較去年增加89.4%及減少9.9%。



– 23 –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流動資產淨額分別約
為55,242,000港元及 83,68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63,045,000港元及
92,893,000港元）。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當中，約 48%及52%分別以港元及人民
幣計值。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流動比率為1.91（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16.03）。

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以及自以往集資活動及承授人行使根據二
零零三年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的所得款項，為其經營及投資活動提供資
金。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580,261,503股（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1,306,311,503股）。於回顧年內，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
日按發行價每股 0.15港元，向Starmax Holdings Limited發行及配發270,000,000股股
份，作為收購Goffers集團51%股權的部分代價。此外，本集團若干僱員行使根據
二零零三年購股權計劃授予彼等之購股權，故本公司據此發行及配發3,950,000

股股份（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3,750,000股）。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償還借貸約為61,126,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24,000港元），主要涉及以港元計值及以實際利率法按以攤銷
成本列賬的承兌票據。承兌票據須連同按固定利率計算的應計利息按年攤分
償還，即一年內應償還名義金額合共約為11,351,000港元、二至五年內應償還款
項約為44,200,000港元及五年後應償還款項約為10,300,000港元。

董事相信，本集團具備良好的資本結構，而本集團現有財務資源足夠履行本集
團的承諾及應付營運資金需求。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45.88%（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0.02%），此乃根據借貸總額約61,12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24,000港元）以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133,224,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110,310,000港元）計算。資產負債比率上升，主要歸因於收購
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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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Goffers Management Limited

的102股股份（相當於已發行股本51%）已抵押予票據持有人，作為本集團履行於
承兌票據項下付款責任的保證。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亦已抵押
銀行存款，作為本公司及一家附屬公司所獲授一般信貸融資為數110,000港元的
擔保。

訂單及新業務前景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手頭訂單金額超過12,425,000港元。

分部資料

本集團目前分為兩個營運部門－(i)電腦軟硬件業務；及 (ii)採礦業務。於回顧年
內，本集團電腦軟硬件業務及採礦業務的收益分別佔23.8%（二零一二年：100%）
及76.2%（二零一二年：0%）。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七日及二零一二年四月十日，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Time 

Kingdom Limited（「買方」）與獨立第三方Starmax Holdings Limited（「賣方」）訂立買賣
協議及補充協議（統稱「該等協議」），據此，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及買方有條件
同意購買Goffers Management Limited（「Goffers」）的102股股份，相當於Goffers已發行
股本51%，代價為103,500,000港元。有關代價須於完成時藉由本公司向賣方按發
行價每股0.15港元發行代價股份及買方向賣方發行承兌票據的方式支付。董事
會認為，收購乃一項策略性舉措，為本集團進軍中國採礦行業提供機會，並將
為股東提升價值。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該等協議項下所有先決條件已經達成，且已經完
成，而Goffers集團自該日起成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有關收購促成本公司向賣方
按發行價每股0.15港元發行270,000,000股代價股份及本金額為 63,000,000港元的
承兌票據，即代價為 103,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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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購構成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章項下本公司一項非常重大收構。相關詳
情載於刊登在聯交所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且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年九
月七日及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二日的公告及通函。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回顧年內，概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
司。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本集團短期內概無任何重大投資計劃。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借貸及收入來源主要以港元或人民幣計值，且於回顧年度，人民
幣兌港元匯率相對穩定，因此所面對的匯率波動風險甚微。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合共 205名僱員。本集團會不時檢討
僱員酬金，一般會每年加薪或在獲保證的情況下因應個別僱員的服務年資及
表現作出特別調整。除薪金外，本集團亦提供醫療保險及公積金等員工福利。
董事可視乎本集團的財務表現，酌情向僱員授出購股權及花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曾惠珍女士、陳鎂英先生及林桂
仁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
審核財務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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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自二零一二
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已遵守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A.2.1除外。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兼任。目
前，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職位由鄭健群先生出任。董事會認為，由同
一人擔住主席及行政總裁職位，能促成本集團業務策略的推行，能盡量提高營
運效率。儘管如此，董事會連同提名委員會將不時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並於合
適情況下採取適當的做法。

企業管治報告將與本公司年報一併寄發。

代表董事會
主席兼行政總裁

鄭健群

香港，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鄭健群先生、羅桂林先生、梁美嫦女士、鄭瀅瑜女
士、馮振邦先生、廖昀先生、陳奕輝先生及張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曾惠
珍女士、陳鎂英先生、林桂仁先生及陳彩玲女士。

本公佈將由其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載於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之「最
新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網站 (www.timeles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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