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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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時軟件有限公司之董事對本業績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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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業績報告內所載之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
及並無誤導成份；(2)本業績報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以
致其任何聲明有所誤導；及(3)本業績報告內所發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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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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業績報告所載列之財務報表，即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
簡明綜合收益表及其相關比較數字與附註；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之簡明綜合收益表及其相關比較數字與附註；及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簡明綜合權益變數表及其相關比較數字，乃轉錄自截至二
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季度財務報告者。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8,576 31,524 22,519 76,747
其他營運收益 296 701 1,494 5,127
銷售電腦軟件及硬件成本 (4,388) (1,180) (9,902) (3,955)
員工成本 (4,989) (8,815) (15,970) (26,231)
折舊及攤銷 (2,900) (4,778) (8,876) (12,489)
其他營運費用 (4,409) (10,905) (13,989) (27,695)
出售上市投資證券虧損 (766) — (1,874) —
投資證券減值 (8,009) — (10,951) —
土地及樓宇減值 — — (50,000) —
無形資產減值 — — (2,171) —
其他投資減值 — — (1,404) —
投資聯營公司按金撥備 — — (4,107) —

營運（虧損）盈利 (16,589) 6,547 (95,231) 11,504
融資成本 (277) (936) (923) (3,68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79) (3) (3,676) (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2,327) 11 (3,896) (311)

除稅前（虧損）盈利 (19,372) 5,619 (103,726) 7,502
稅項 3 (6) — (191) —

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盈利 (19,378) 5,619 (103,917) 7,502
少數股東權益 (44) 780 438 1,756

股東應佔（虧損）盈利 (19,422) 6,399 (103,479) 9,258

每股（虧損）盈利 5
　－基本 (2.05)仙 0.77仙 (10.92)仙 1.1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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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股本 股份溢價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

　四月一日 37,575 486,203 23,501 547,279

發行股份 3,965 73,744 — 77,709

股東應佔盈利 — — 9,258 9,258

於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41,540 559,947 32,759 634,246

於二零零二年

　四月一日 46,943 617,884 (314,608) 350,219

發行股份 500 4,800 — 5,300

有關發行股份開支 — (49) — (49)

股東應佔虧損 — — (103,479) (103,479)

於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47,443 622,635 (418,087) 251,991

簡明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版證券上市規則第18章披露

細則所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資料是按照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惟若干證券投資乃按公平值列賬除外。

編製季度財務報告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乃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時所採納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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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稅項

截至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往年度香港利得稅準備不足金額 — — (47) —

中國所得稅 (6) — (144) —

(6) — (191) —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應課稅盈利，故並無在賬目內就香港利得稅作撥備。

根據中國大陸（「中國」）有關法例及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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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中國所得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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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年度享有豁免中國所得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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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一年：無）。

5.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而計算：

截至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股東應佔淨（虧損）盈利 (19,422,000)港元 6,399,000港元 (103,479,000)港元 9,258,000港元

用作計算每股

　基本（虧損）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48,855,503 830,798,129 947,437,321 808,483,653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認購價高於期內本公司股票之平均市值，故此並無呈報截至二

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可換股票據及購股權均帶來反攤薄影響，故此並無呈報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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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一、概述

世界性的經濟、科技和資本市場持續低迷，中國的領導班子剛剛順利轉

換；在此形勢下，本公司在本季度並無簽下大額合同，而已簽的手頭合約

資金並未到位，董事局繼續就會計方面持保守之方針，因而連續四季度虧

損。

二、是期業績

是期虧損約為19,4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盈利則約為6,400,000港元，

主要由於持續採納較嚴謹之收入確認政策，尤其是對中國大陸性質屬較長

期的合同導致營業額由31,500,000港元下降至8,600,000港元，及對投資

證券作出減值達8,000,000港元。以上影響已部份被員工成本及其他營運

費用由19,700,000港元下降至9,400,000港元所抵銷。

於期內，來自中國大陸的營業額佔本集團總營業總額超過90%。本集團擁

有大量中國大陸合約，因此預計未來本集團在中國大陸的業務比重將會繼

續維持高水平。

三、天時綜合平台的進展

作為以軟件開發為實質業務的公司，本季度我們主要的工作成果，是開始

在市場上把天時綜合平台具體化，以及基本實現綜合平台五條支柱的建立

和鞏固，這是爭取日後本公司轉虧為盈的重要基礎和實質潛在的因素，它

們具體表現在技術、商業、人才、地區和前瞻性五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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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術支柱

經多年開發而成的天時綜合平台技術支柱，在本季度終於基本建立，並得

到市場的確認，最近，我們取得了由中國最權威的評測中心正式頒發測試

結論，該結論是針對軟件產品進行的鑒定測試，鑒定產品名稱為《天時綜

合平台》，在包括可移植性等獨特功能的測試中，全取九項優秀。這樣權

威的機構確定天時綜合平台的性能和價值，將在市場上，尤其是中國市場

上，產生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我們將進而在國內爭取系統集成資質以及ISO等評定標準，可助天時進一

步爭取國家級項目和贏取各種標準。

五、商業支柱

到目前為止，在天時的周圍已經形成一批既是策略性伙伴、又是策略性用

戶的實體，它們都是在市場上有重大影響和巨大潛力的企業，例如北京中

國移動、北京體育局、南方軟件園、華為、艾默生網絡能源公司，新近加

入的中國賽寶（總部）實驗室、廣州市煤氣公司，以及一些以重要數據收集

為主要業務的企業等等，這些實體在本季度和天時的合作都有重要進展。

它們都是將來天時盈利的重要部份來源。

六、人才支柱

本公司終於完成具有天時特色的"天時公司運作流程規範"第一版，即將付

諸實行。這對天時公司節省人力資源的成本，以及形成精英開發體制有重

大的意義。

七、地區支柱

本集團在歐美方面的發展經歷911挫敗後，逐漸重新起動，最近和美國硅

谷集團的合作有極良好的進展，這是爭取美國和香港雙贏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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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前瞻性支柱

在二零零二年底，我們終於完成以中國市場為主，以軟件開發為實務，以

綜合平台為基礎的全球性、策略性部署，這是天時綜合平台前瞻性反應系

統長期和連續運作的結果，具體地，今後將以本集團的現金流不斷改善作

為這種策略的唯一檢驗標準。

九、展望

世界依然困難，香港極度困難，我們也在困難之中。但中國正在急速發

展，我們一直認為，天時在中國長年建立的基礎，定將發揮作用。在中國

政府新權力班子於年內正式上任後，我們的項目資金應開始到位，此外，

以南方軟件園、西部電子和寧夏教育為代表的各項天時原來投資項目，正

朝著更深入開發，以及爭取上市的道路上前進，因此，有理由希望在二零

零三年有好消息。

最後，在形勢根本好轉之前，為了共渡時艱，董事局決定主席減薪20%，

其餘員工減薪15%，期望在千方百計減低開發成本的幫助下，堅決開源節

流，爭取儘快轉虧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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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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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00,000 — 95,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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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000 — 1,680,000
鄭瀅瑜女士 200,000 —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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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

* 該等股份由羅桂林先生所控制之一間私人公司持有。

(b) 認購本公司普通股之購股權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二年 於期內 於期內 於二零零二年
董事姓名 四月一日 授予 行使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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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民先生 60,000 590,000 — 650,000
鄭瀅瑜女士 400,000 300,000 —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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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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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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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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K) Company Limited* 108,057,374 11.39%

Crimson Asia Capital Limited, L.P. 107,273,503 1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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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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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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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一同審閱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之未經審核季度財務報表。有關外聘核數師的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10

頁。

董事會代表

主席

鄭健群

香港，二零零三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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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獨立審閱報告
致天時軟件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根據貴公司董事會之指示審閱載於第2至第8頁*所載截至二零零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季度財務報告。

董事之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編製季度財務報告。編製季
度財務報告乃董事之責任，並已由彼等審批。

審閱工作

吾等之審閱工作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第700號「審閱中期財務
報告」（「核數準則第700號」）進行。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對管理層作出查詢及運用
分析性程序對季度財務報告作出分析，並據此評估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列報形
式是否貫徹地運用（除非已在季度財務報告內另作披露）。審閱工作並不包括測
試內部監控系統、核實資產、負債及交易等審計程序。由於審閱之工作範圍遠
較審計工作為小，因此只能提供較審計工作為低之確定程度，故吾等不會對季
度財務報告發表審計意見。

審閱結論

根據吾等審閱（並不構成審計工作）之結果，吾等並不察覺須對截至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季度財務報告作出任何重大修改。

在吾等之審閱結論並無任何改動之前題下，吾等敬請　閣下注意，季度財務報
告內：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之簡明綜合收益表內
比較數字，及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簡明綜合權益變數
表，並無根據核數準則第700號進行審閱。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日

* 頁碼乃指該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季度財務報告之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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