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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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業績報告（天時軟件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天時軟件有限公司之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

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確信：(1)本業績報告內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

整，且無誤導成份；(2)本業績報告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業績報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

導；及(3)本業績報告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之考慮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準則和

假設為依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
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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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審 閱 報 告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26/F, Wing On Centre
111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１１１號
永安中心２６樓

獨立審閱報告

致天時軟件有限公司董事會

緒言

吾等已根據天時軟件有限公司（「貴公司」）董事會之指示審閱載於第 3至第 11頁所載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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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須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

則第 25號「中期財務報告」及有關規定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告乃董事之責任，並已由彼等審批。

吾等之責任是根據審閱工作之結果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獨立意見，並根據雙方同意之應聘任務之條款將此

意見向　貴董事局呈報，但不包括其他目的。吾等不會為此中期報告之內容對其他人造成之影響負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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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作出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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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已在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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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吾等不會對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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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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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內：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簡明綜合收益表及相關比較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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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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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收 益 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663 9,158 6,218 13,943

其他營運收益 190 581 433 1,198

銷售電腦軟件及硬件成本 (117) (2,822) (176) (5,514)

員工成本 (3,879) (5,014) (8,135) (10,981)

折舊及攤銷 (3,182) (2,926) (6,648) (5,976)

其他營運費用 (2,662) (6,340) (9,394) (9,580)

出售上市投資證券盈利（虧損） 5,944 (1,108) 5,944 (1,108)

投資證券減值回撥／撥備 — 318 — (2,942)

土地及樓宇減值 — (50,000) — (50,000)

產品開發成本減值 — (2,171) — (2,171)

其他投資減值 — (1,404) — (1,404)

投資聯營公司按金撥備 — — — (4,107)

營運虧損 (3,043) (61,728) (11,758) (78,642)

融資成本 (155) (291) (377) (64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9) 143 (144) (3,497)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95) (182) 117 (1,569)

除稅前虧損 (3,412) (62,058) (12,162) (84,354)

稅項 4 3,995 (185) 3,995 (185)

少數股東權益前盈利 (虧損 ) 583 (62,243) (8,167) (84,539)

少數股東權益 1 380 (2) 482

股東應佔淨盈利 (虧損 ) 584 (61,863) (8,169) (84,057)

每股盈利 (虧損 ) 6

　－基本 0.06仙 (6.52)仙 (0.86)仙 (8.8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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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4,979 150,790
　產品開發成本 7 6,255 6,238
　聯營公司權益 14,587 14,731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24,985 25,227
　投資證券 11,075 11,499
　就投資所支付的按金 21,207 21,207

223,088 229,692

流動資產

　應收項目合約客戶款項 8,160 8,27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5,783 6,560
　可收回稅項 — 4,348
　抵押予銀行存款 5,000 5,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29,784 27,606

48,727 51,78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5,449 6,772
　須於一年內償付之融資租賃債項 55 94
　有抵押長期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 10,000 10,000
　有抵押銀行透支 — 3,738

15,504 20,604

流動資產淨值 33,223 31,18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56,311 260,874

非流動負債

　須於一年後償付之融資租賃債項 216 102
　有抵押長期銀行貸款 15,000 20,000

15,216 20,102

少數股東權益 2,367 2,366

資產淨值 238,728 238,40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49,286 47,443
　儲備 189,442 190,963

　股東資金 238,728 238,406

載於第 3至第 11頁之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獲董事會批准通過及授權刊行，並由下列董
事代表簽署：

鄭健群 羅桂林

主席兼行政總裁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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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權 益 變 動 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股本 股份溢價 商譽儲備 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46,943 617,884 (9,080) (305,528) 350,219

發行股份 500 4,800 — — 5,300

有關發行股份開支 — (49) — — (49)

股東應佔淨虧損 — — — (84,057) (84,057)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47,443 622,635 (9,080) (389,585) 271,413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47,443 622,635 (9,080) (422,592) 238,406

發行股份 1,843 7,005 — — 8,848

有關發行股份開支 — (357) — — (357)

股東應佔淨虧損 — — — (8,169) (8,169)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49,286 629,283 (9,080) (430,761) 23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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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2,934) (14,659)

投資業務流入（流出）之現金淨額 5,771 (26,81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3,079 27,06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 5,916 (14,406)

於四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3,868 56,429

於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9,784 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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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 18章披

露細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 25號「中期財務報告」

所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是按照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

除下文所述外，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乃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時所採納者相同。

於期內，本集團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收入稅項」

（「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引入了一項會計收入稅項之基

準（包括流動稅項及遞延稅項）及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新增披露。

除少數例外個案外，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要求採納資產負債表負債方法，此方法要求確

認所有關於財務報表上資產及負債之價值與其用於計算須繳稅盈利之稅項基準之暫時性差額之

遞延稅項。採納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對期內或過往會計期段的業績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前期賬目亦因而不需作出任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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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業務及地區分部

業務分部

根據管理層之要求，本集團經營的業務分為三大類別：軟件開發、投資及其他業務。此分類方

法為本集團首要分部呈報方式。

於期內業務分部如下：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軟件開發 661 9,157 6,214 13,879

　其他業務 2 1 4 64

663 9,158 6,218 13,943

業績

　軟件開發 (6,803) (53,514) (13,369) (58,782)

　投資 5,944 (2,193) 5,944 (9,558)

　其他業務 (267) 192 (539) (848)

(1,126) (55,515) (7,964) (69,188)

中央行政費用 (1,917) (6,213) (3,794) (9,454)

營運虧損 (3,043) (61,728) (11,758) (78,642)

融資成本 (155) (291) (377) (64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軟件開發 (19) 143 (144) (3,497)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軟件開發 (633) (189) (276) (1,742)

　－其他業務 438 7 393 173

除稅前虧損 (3,412) (62,058) (12,162) (84,354)

稅項 3,995 (185) 3,995 (185)

少數股東權益前盈利（虧損） 583 (62,243) (8,167) (84,539)

少數股東權益 1 380 (2) 482

股東應佔淨盈利（虧損） 584 (61,863) (8,169) (8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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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業務及地區分部（續）

地區分部

於期內地區分部如下：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中國大陸（「中國」） 360 8,243 691 12,164

　香港 303 915 5,527 1,779

663 9,158 6,218 13,943

4. 稅項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往年度香港利得稅超額（不足）

　準備金額 3,995 (47) 3,995 (47)

中國所得稅 — (138) — (138)

3,995 (185) 3,99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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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國有關法例及規則，廣州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享有

50%的稅項減免，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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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所得稅及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則享有 50%稅項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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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6.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而計算：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股東應佔淨盈利（虧損） 584,000港元 (61,863,000)港元 (8,169,000)港元 (84,057,000)港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49,256,220 948,855,503 949,056,957 946,724,355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認購價高於兩段期間內本公司股票之平均市值，故此並無呈報截至二零零

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7. 產品開發成本

於期內，本集團花費約 1,50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3,974,000港元）於產品開發成本。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顧客之付款條款主要為訂金加上賒賬。除了若干已建立長期良好關係的顧客外，賬單上欠款一

般須於賬單發出後三十日內償還。於表列日期，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零至三十天 218 632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10 91

　六十一天至九十天 15 —

　九十天以上 56 523

299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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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續）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項

於表列日期，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零至三十天 30 210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7 24

　九十天以上 157 100

194 334

10. 股本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本公司配發及發行本公司每股面值為HK$0.05之股份共 36,866,000股，代價

為每股HK$0.24。此代價較於發出配售公佈前於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每股HK$0.26折讓約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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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報 告

一、 概述

在連續六個季度錄得虧損之後，公司在本季度錄得盈利584,000港元，而上一季度虧損港幣8,750,000

元，而去年同季更虧損達港幣 62,000,000元。

本季度的營業額雖然都比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大幅減少，但並不代表以軟件開發為主的實質項

目的減少，而是在此季度，仍然受到非典型肺炎所影響。

本公司這次轉虧為盈，是我們經歷世界上各種嚴重危機，同時又身處科技行業持續低迷的形勢

下，極為艱難地取得的；是我們堅決地、堅持地進行長近兩年的調整和鞏固後，極為獨特地取

得的。而這種調整和鞏固的成效，又是見諸於開發成本的降低，優質項目的增加和現金流的改

善。

二、 調整和鞏固，告一段落

本季度是集團全面和澈底地完成調整和鞏固的一個季度，具體表現在：

對集團眾多的成員公司，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以能否為集團提供盈利為標準，完成了運作上

的調整和合併，該停的停、該緩的緩、該動的動。例如，我們成功地協助“看漢科技”在創業板

上市，並在其上市後，為我們提供即時的盈利；我們大力支持國家軟件基地，珠海南方軟件園

的發展，為我們提供盈利的前景等等。

這就鞏固了我們的架構。

對於極具影響力的客戶群和各種項目，集團進行了全面和精心的處理，確定了核心的客戶和優

質的項目，例如香港旅遊局、賽寶實驗室、北京移動等等。

這就鞏固了我們的盈利基礎。

對於經常性的開支，特別是軟件開發的成本，進行了堅決的壓縮和節約，例如，以主席為首的

管理層，薪酬已減兩成以上，而有效的工作反而增加。這樣，我們的固定支出，完全在安全線

之上。

這就鞏固了公司的安全發展。

對於天時獨有的天時綜合平台，進行了深入市場的具體調整，例如，我們把工作流、搜索引擎、

網站處理等模塊能力提升，逐漸開發為平台式的產品。我們終會擁有由天時綜合平台生成的一

系列天時平台式產品，天時的開發成本越來越低，而開發的效益卻越來越高的原因，就是根源

於此。

這就鞏固了我們的市場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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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報 告（ 續 ）

三、 展望

本季度是天時集團準備轉勢反彈的一個季度，這準備在以下三個方面。

－ 我們準備把在中國國內長期建立的技術、市場和資源的基礎，投入到盈利收成上；

－ 我們準備把軟件開發的實質業務和資本市場結合起來；

－ 我們準備把天時綜合平台的運作具體化和市場化。

作為香港創業板首家上市公司，我們在創業板四周年到來的時候展望天時、地利、人和的反彈，

是意味深長的。

天時最早說，天時一直說的中國的發展和主宰，現在成為夢一般的現實。先行者的艱難和利益，

應該平衡。我們為爭取天時股東的利益，當仁不讓、當時不讓。

我們對前景懷有審慎樂觀的信心。

董事會代表

主席

鄭健群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14

業 務 回 顧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

董事繼續於會計方面持審慎態度，尤其就中國內地較長期之合約而言，董事堅持嚴謹處理收益

確認。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約為 8,2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約

84,000,000港元，虧損大幅收窄之主要原因如下：

1. 本期間毋須就聯營公司之投資按金作出撥備，亦並無土地及樓宇、產品開發成本及投資證

券之減值；

2. 員工成本由 11,000,000港元削減至 8,100,000港元；

3. 沽售本集團於看漢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創業板上市之公司）之全部 7%權益所產

生的盈利 5,900,000港元；

4. 因香港稅務局退稅而產生的香港利得稅往年超額準備約 4,000,000港元；及

5. 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於本期間之財務表現較為理想。於去年同一期間錄得聯營公司及

共同控制實體應佔虧損約 5,0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就一間聯營公司及一間共同控制實體

所持本公司股份作出減值虧損撥備所致，而於本期間則毋須作出此撥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一間銀行的貸款為其經營及投資活動提供資金。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不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約 30,000,000

港元，而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24,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一筆為數25,000,000港元銀行貸款及財務租賃承擔300,000

港元。根據此銀行貸款的條款，該筆銀行貸款為分期償還貸款，將於二零零六年全數清還。以

下為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本集團銀行貸款的到期情況：

於一年內到期 40%

於第二年到期 40%

於第三年到期 20%

100%

有待將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批准將本公司位於香港皇后大道

中99號中環中心79樓的物業轉讓予天時實驗室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一筆為數40,000,000

港元之新銀行貸款將取代現有的銀行貸款。有關此筆新銀行貸款的條款，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

零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發出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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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回 顧（ 續 ）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按借貸總額對股東資金比率計算的資產負債比率為 10.5%，而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則為 12.7%。

本集團資產的抵押情況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皇后大道中 99號中環中心79樓的總部已抵押予一間

銀行，以獲取上段所述的 25,000,000港元貸款。一筆為數 5,000,000港元的銀行存款（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5,000,000港元）亦已抵押予一間銀行以獲取合共 5,000,000港元銀行融資（二零零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0,000,000港元）。

資本架構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完成以先舊後新方式配售36,866,000股股份，作價為0.24港元。

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及九月三十日發出的公佈以獲取此股份配售之詳細資料。

分類資料

根據本集團的內部財務申報，決定以業務分類為首要申報形式，並以地區分類為次要申報形式。

本集團將業務分為軟件開發、投資及其他業務三大類，至於地區分類方面，則分為香港、中國

大陸及美國。

根據業務分類資料顯示，本集團繼續專注於軟件開發。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已按約 6,300,000港元之代價沽售其於看漢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創業板上市之

公司）之全部 7%權益，並錄得盈利約 5,900,000港元。

地區分類資料顯示，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錄得暫時性變動。於期內，中國

大陸的營業額佔本集團總營業總額約11.1%，而去年同期則佔約87.2%，這是由於非典型肺炎的

爆發影響到本公司於廣州及北京的主要附屬公司之生意及營業額。由於本集團擁有大量中國大

陸合約，而主要營運亦在中國內地，因此預計未來在中國大陸的業務將會增加。

業務的前景及訂單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手頭上訂單數目超過700,000,000港元。有關本集團前景的陳

述，請參閱主席報告。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出售或收購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本集團於近期並無任何重大投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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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回 顧（ 續 ）

外㶅風險承擔

由於本集團的借貸及收入來源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和美元計算，因此可將外㶅風險承擔減至最

低。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為若干附屬公司之信貸額向銀行提供公司擔保共5,000,000港

元。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附屬公司並無動用此信貸額。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 86名僱員。本集團會不時檢討僱員酬金，一般會每

年根據個別僱員的服務年資和表現作出增薪或特別調整。除薪酬外，本集團亦提供醫療保險和

公積金等僱員福利。董事可根據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向僱員授出購股權及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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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資 料

董事及行政總裁所持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於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

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例規定存置之登記名冊中之權益或淡倉，

或根據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0至5.59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

益或淡倉如下：

(a) 本公司普通股

所持股份數目及權益性質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股份總數 股權百分比

鄭健群先生 104,660,000 — 104,660,000 10.62%

羅桂林先生 10,000,000 28,325,000* 38,325,000 3.89%

鍾耀輝先生 2,420,000 — 2,420,000 0.25%

梁美嫦女士 1,030,000 — 1,030,000 0.10%

黃慧屏女士 1,680,000 — 1,680,000 0.17%

鄭瀅瑜女士 200,000 — 200,000 0.02%

* 該等股份由羅桂林先生所控制之一間私人公司持有。

(b) 可認購本公司普通股之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二零零零年購股權計劃及二零零三年購股權計劃，本公司董事持有可認購本公

司股份之購股權數目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每股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董事姓名 授予日期 行使期間 行使價 四月一日 期內授出 九月三十日

港元

鄭健群先生 6/3/2001 6/3/2002 - 5/3/2005 0.630 1,500,000 — 1,500,000

27/4/2001 27/4/2002 - 26/4/2005 0.818 500,000 — 500,000

3/10/2001 3/10/2002 - 2/10/2005 0.445 800,000 — 800,000

22/4/2002 22/4/2003 - 21/4/2006 0.455 650,000 — 650,000

5/9/2003 5/9/2003 - 4/9/2013 0.228 — 9,000,000 9,000,000

羅桂林先生 6/3/2001 6/3/2002 - 5/3/2005 0.630 800,000 — 800,000

27/4/2001 27/4/2002 - 26/4/2005 0.818 200,000 — 200,000

3/10/2001 3/10/2002 - 2/10/2005 0.445 200,000 — 200,000

5/9/2003 5/9/2003 - 4/9/2013 0.228 — 2,000,000 2,000,000

鍾耀輝先生 6/3/2001 6/3/2002 - 5/3/2005 0.630 1,000,000 — 1,000,000

27/4/2001 27/4/2002 - 26/4/2005 0.818 200,000 — 200,000

3/10/2001 3/10/2002 - 2/10/2005 0.445 500,000 — 500,000

22/4/2002 22/4/2003 - 21/4/2006 0.455 300,000 — 300,000

5/9/2003 5/9/2003 - 4/9/2013 0.228 — 5,500,000 5,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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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資 料（ 續 ）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每股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董事姓名 授予日期 行使期間 行使價 四月一日 期內授出 九月三十日

港元

梁美嫦女士 6/3/2001 6/3/2002 - 5/3/2005 0.630 1,000,000 — 1,000,000

27/4/2001 27/4/2002 - 26/4/2005 0.818 200,000 — 200,000

3/10/2001 3/10/2002 - 2/10/2005 0.445 500,000 — 500,000

5/9/2003 5/9/2003 - 4/9/2013 0.228 — 5,500,000 5,500,000

蘇美齡女士 6/3/2001 6/3/2002 - 5/3/2005 0.630 300,000 — 300,000

27/4/2001 27/4/2002 - 26/4/2005 0.818 200,000 — 200,000

3/10/2001 3/10/2002 - 2/10/2005 0.445 200,000 — 200,000

5/9/2003 5/9/2003 - 4/9/2013 0.228 — 2,000,000 2,000,000

黃慧屏女士 6/3/2001 6/3/2002 - 5/3/2005 0.630 800,000 — 800,000

27/4/2001 27/4/2002 - 26/4/2005 0.818 200,000 — 200,000

3/10/2001 3/10/2002 - 2/10/2005 0.445 500,000 — 500,000

5/9/2003 5/9/2003 - 4/9/2013 0.228 — 5,500,000 5,500,000

鄭瀅瑜女士 27/4/2001 27/4/2002 - 26/4/2005 0.818 100,000 — 100,000

3/10/2001 3/10/2002 - 2/10/2005 0.445 300,000 — 300,000

22/4/2002 22/4/2003 - 21/4/2006 0.455 300,000 — 300,000

5/9/2003 5/9/2003 - 4/9/2013 0.228 — 2,000,000 2,000,000

* 由張民先生持有之全部 650,000份購股權均於其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辭任本公司之董事時

失效。

上述根據二零零三年購股權計劃於期內授出之購股權之每股行使價，乃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

在聯交所之收市價。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於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為 0.21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及若干董事以信託形式代本集團持有之若干全資附屬公司之代理人股份外，於

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的任何聯繫人等概無持有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

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

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入該條例規定存置之登記名冊中之權益或淡倉，或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0至 5.59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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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資 料（ 續 ）

董事以外之人士持有之購股權

本集團之僱員（董事除外）已獲授購股權。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授出之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詳

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 於期內 於

每股 二零零三年 已授出／ 二零零三年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行使價 四月一日 （已失效） 九月三十日

港元

僱員 16/2/2001 16/2/2002 - 15/2/2005 0.734 2,200,000 (400,000 ) 1,800,000

6/3/2001 6/3/2002 - 5/3/2005 0.630 4,300,000 (350,000 ) 3,950,000

9/4/2001 9/4/2002 - 8/4/2005 0.592 150,000 — 150,000

27/4/2001 27/4/2002 - 26/4/2005 0.818 400,000 — 400,000

3/10/2001 3/10/2002 - 2/10/2005 0.445 5,220,000 (850,000 ) 4,370,000

22/4/2002 22/4/2003 - 21/4/2006 0.455 6,000,000 (1,200,000 ) 4,800,000

5/9/2003 5/9/2003 - 4/9/2013 0.228 — 37,300,000 37,300,000

15/9/2003 15/9/2003 - 14/9/2013 0.255 — 11,200,000 11,200,000

上述根據二零零三年購股權計劃於期內授出之購股權之每股行使價，乃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

在聯交所之收市價。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五日及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之授出

日期前於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分別為 0.21港元 0.27港元。

購股權之價值

本公司董事認為，基於下列原因，不適宜列出根據本公司之二零零零年購股權計劃及二零零三

年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之價值：

(i) 購股權價值將根據多項未明朗但具關鍵性之變數（如本公司股份之應付行使價、計劃有效

期內將予授出之購股權數目、行使期間長短、利率、預期波幅及其他有關變數）而計算。

其中，計劃之長短將令該等波動變數難以準確確定；

(ii) 普遍接納之購股權定價模式一般用以評定可轉讓購股權之價值，但對於根據計劃授予一名

承授人之購股權屬承授人之個人所有，以及不可轉讓及不可出讓之購股權，則運用該項定

價模式計算根據購股權授出之購股權之價值可能並不適合；及

(iii) 本公司董事認為，按揣測假設作出之計算並無意義，並會誤導本公司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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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資 料（ 續 ）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存置於本公司登記名冊內之記錄顯

示，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除外）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任何類別股本之面值 5%或

以上權益：

所持普通股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教育信息技術（香港）有限公司 * 108,057,374 10.96%

Crimson Asia Capital Limited, L.P. 105,203,591 10.67%

* 該等股份以信託形式代寧夏教育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集團正收購該公司的 25.03%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接獲知會有關擁有任何其他股份或

相關股份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競爭性業務之利益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之聯

繫人概無於任何與本集團業務出現或可能出現競爭之公司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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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中期財務報告。有關外聘核數師的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 2頁。

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於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從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28至第 5.39條的董事會常規及程序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