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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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報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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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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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一年

同期的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附註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7,475 140,163

其他收入 2 6,291 34,445

53,766 174,608

轉售電腦軟件及硬件成本 (5,784) (57,098)

員工成本 (32,540) (38,866)

折舊及攤銷費用 (17,424) (5,994)

其他營運費用 (340,126) (23,995)

營運（虧損）／盈利 3 (342,108) 48,655

融資成本 4 (4,145) (5,563)

應佔以下公司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1,929) (345)

　聯營公司 (240) －

除稅前（虧損）／盈利 (348,422) 42,747

稅項 5 1,500 (5,358)

除稅後（虧損）／盈利 (346,922) 37,389

少數股東權益 8,813 －

股東應佔（虧損）／盈利 (338,109) 37,389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6 (41.16仙) 4.9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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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報基準

賬目根據香港普遍採納的會計原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會計準則編製。除若干投資證券

按公平價值列賬外，該等賬目按照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

本集團於本年度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由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

效的若干新增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

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 ： 結算日後事項

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 ： 租賃（由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以後的期間起生效）

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 ： 分部報告

會計實務準則第28號 ： 撥備、或然負債和或然資產

會計實務準則第29號 ： 無形資產

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 ： 企業合併

會計實務準則第31號 ： 資產減值

會計實務準則第32號 ： 綜合財政報表及投資附屬公司的會計處理

採納這些會計實務準則對本集團賬目的會計處理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2. 營業額、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現時主要從事提供電腦顧問服務、開發電腦軟件、轉售電腦硬件及軟件，出版雜誌以

及投資控股。於本年度內確認的收入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提供電腦顧問服務予以下人士的收入：

　－共同控制實體 401 3,580

　－聯營公司 19,465 －

　－將於年結後收購的聯營公司 7,477 －

　－其他受資公司 3,365 35,727

　－年結後收購的受資公司 － 7,642

　－第三方 10,127 33,289

　轉售電腦硬件及軟件予以下人士：

　－共同控制實體 － 2,169

　－聯營公司 1,748 －

　－其他受資公司 89 6,448

　－第三方 4,659 51,118

廣告收入 124 147

訂閱收入 20 43

47,475 14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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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投資證券已變現收益 67 20,754

　利息收入

　－銀行 5,751 13,069

　－可換股貸款票據 60 －

　撥回長期未清償應付款項及撥備 165 64

　投資證券所收股息 144 －

　㶅兌收益淨額 － 330

　雜項收入 104 228

6,291 34,445

收入總額 53,766 174,608

按照本集團的內部財務申報，本集團已決定以業務分類作為首要分部呈報方式，而地區分類

則作為次要呈報方式。未分類成本指企業開支。至於地區分部呈報，銷售額乃按照客戶所在

地計算。

本集團年內的營業額及營運（虧損）／盈利貢獻按主要業務及市場的分析如下：

首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部

本集團在全球各地經營的業務分為三大類別：

軟件開發－提供電腦顧問服務及轉售電腦硬件及軟件。

投資－投資於投資證券及其他投資，但不包括投資於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

本集團其他業務主要包括出版雜誌及提供客戶關係管理服務。此等業務的規模均不足以作獨

立呈報。

集團分類業務之間並無錄得銷售額，亦無進行其他交易。

次要報告形式－地區分部

雖然本集團的三大類業務遍佈全球，但主要集中在三個地區經營：

香港－提供電腦顧問服務、轉售電腦硬件及軟件、出版雜誌，以及提供客戶關係管理服務。

中國大陸－提供電腦顧問服務、轉售電腦硬件及軟件，以及出版雜誌。

其他國家（主要為美國）－提供電腦顧問服務。

集團內地區分類業務之間並無錄得銷售額，亦無進行其他交易。



－5－

首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部

二零零二年

軟件開發 投資 其他業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6,849 － 626 47,475

分部業績 (89,722) (112,249) (122,263) (324,234)

未分配的成本 (17,874)

營運虧損 (342,108)

融資成本 (4,145)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1,862) (67) (1,92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40) (240)

除稅前虧損 (348,422)

稅項 1,500

除稅後虧損 (346,922)

少數股東權益 8,813

股東應佔虧損 (338,109)

折舊開支 10,959 － 34 10,993

攤銷開支 919 － 5,512 6,431

減值撥備 54,195 81,642 115,953 251,790

其他投資未變現虧損 － 28,008 － 28,008

二零零一年

軟件開發 投資 其他業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39,973 － 190 140,163

分部業績 47,074 21,693 189 68,956

未分配的成本 (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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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盈利 48,655

融資成本 (5,56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345) (345)

除稅前盈利 42,747

稅項 (5,358)

股東應佔盈利 37,389

折舊 5,993 － 1 5,994

次要報告形式－地區分部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營業額 分部業績 營業額 分部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5,581 (192,355) 50,209 58,931

中國大陸 31,806 (138,368) 89,954 10,025

其他國家 88 (687) － －

47,475 (331,410) 140,163 68,956

未分配的成本 (10,698) (20,301)

營運（虧損）／盈利 (342,108) 4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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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虧損）／盈利

營運（虧損）／盈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自置固定資產 10,906 5,907

　租賃固定資產 87 87

經營租賃-土地及樓宇 2,219 3,927

退休金成本 668 221

核數師酬金 1,549 750

無形資產攤銷：

　商譽* 2,343 －

　其他無形資產* 4,088 －

減值：

　商譽* 85,755 －

　其他無形資產* 17,867 －

　投資證券* 81,642 －

投資按金撥備 66,526 －

應計收入撥備 9,532 －

呆賬撥備 29,964 3,69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3,400 －

其他投資未變現虧損 28,008 －

營運前成本 － 610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321 439

* 列入其他營運開支

4.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票據利息 1,785 2,378

因收購土地及樓宇應付予賣方的借貸成本利息 － 3,146

銀行貸款利息 2,327 －

財務租賃利息 33 39

4,145 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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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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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一

年，本集團按年內估計應課稅盈利及16%提撥香港利得稅撥備。

由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兩間附屬公司於年內並無應課稅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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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減免，及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亦享有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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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減免，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亦享有50%稅項減免。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綜合損益表的稅項（抵免）／支出指：

香港利得稅 － 4,000

往年度撥備剩餘 － (142)

遞延稅項 (1,500) 1,500

(1,500) 5,358

6.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集團股東應佔虧損338,109,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盈利

37,389,000港元）及本年度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821,387,044股（二零零一年：

750,682,192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已發行的可換股票據及授出的購股權帶來反攤薄影響，故此並無呈報截至二零零

二年及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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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年內，本公司並無派發或宣派任何股息（二零零一年：無）。

儲備變動

（累計虧損）／

股份溢價 保留盈利 總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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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四月一日 486,203 481,778 23,501 (4,808) 509,704 476,970

發行股份 131,681 4,425 － － 131,681 4,425

本年度（虧損）／盈利 － － (338,109) 37,389 (338,109) 37,389

綜合賬目時注銷商譽 － － － (9,080) － (9,080)

於三月三十一日 617,884 486,203 (314,608) 23,501 303,276 50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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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報告

由去年連續錄得盈利到本年度大幅虧損。並不是因為本年度本公司的軟件開發實質

業務忽然出現重大損失。而是基於兩個原因：

第一： 我們決定在本年度把因911及科技泡沬災難而未能達到預期目標的投資項

目，完全撇賬。

第二： 本年度重大合約都在大陸取得，但在一國兩制的現實環境下，由於看待大

陸的合約的原則不同。把本公司在寧夏簽的，得到政府全力支持的，超過

70,000,000港元的合約在本年基本不入帳。

但是，必須指出，本年度本公司在大陸簽訂的合同，開發和執行的進度，進展良

好。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手頭的合同約為700,000,000港元。爭取後繼項

目，全力進行。

因此，我們對本年度的業績，並不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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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頓和綜合平台

正如在本年度第一季度業績報告所表明的那樣，本年度的工作重點之一是加緊公司

的整頓和加快綜合平台的建設。在財務上、技術上，這兩項工作都密切相關。

在財務上，為了保證公司的現金保持在一個安全的水平上，公司從三方面，即精英

制的運作，項目和平台開發的結合，以及加強清華和天時研究院的開發成果，最大

限度地減少平台和項目開發的成本。

在技術上，由於我們堅持對每一投資的關聯公司，都以合同形式為他們建立一個和

他們的業務相配合的業務平台。這些平台無論在業務和技術上都涉及非常廣泛。在

技術上更幾乎覆蓋信息網絡的全部領域。

本年度我們對這些平台進行全面和深入的整理、連接和綜合，把它們和天時一直開

發的綜合平台，在架構上實現嵌入和連接。在已經開發了6年的天時綜合平台的基礎

上，終於在本年度成功建成，天時綜合平台的第一版本(TCP.V1)。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關聯公司的整頓是有成效的，所有關聯公司的平台，包括那

些我們現在決定撇帳公司的平台成果，都對綜合平台的建成作出貢獻，並有其實在

價值。

項目開發和綜合平台

本年度所簽訂的金額巨大的合約，大部份涉及難度極大的信息網絡的技術。這些技

術並無現成的產品和解決方案，也不是任一現有單一平台可以承擔。它們是多元應

用的跨平台項目。這樣的項目，必須在一個綜合平台上開發。

因此，把完成項目和綜合平台結合起來，就成為本年度的重點工作。

整體的策略是：一方面，在綜合平台的指引下開發項目，特別是綜合平台中關鍵技

術的指引；另一方面，把項目開發的每一成果，結構性地豐富綜合平台的元素。

具體地，我們成立了綜合平台委員會以及項目執行核心小組，初步擬定了開始實行

的軟件快速並行開發的規範。

我們的實質業務一直是軟件開發。本年度全面展開一種和市場結合的軟件開發，即

在一個綜合平台上，生成各種平台式的產品，生成各種平台式的解決方案，生成各

種配合具體行業的單一平台，這是解決項目開發成本和效率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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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標準和綜合平台

在一個多元的應用需求的市場中，任一產品，解決方案，以及平台的市場佔有率和

盈利能力，由兩個因素決定：是否綜合，是否標準。

因此，本年度在綜合平台和市場標準的結合上，加大力度，把天時的市場技術以及

技術市場聚焦於市場標準的爭取。其實，微軟的成功，就是經歷十年的軟件開發，

最後在PC市場上的一次綜合和贏取一個標準。

在本年度，我們終於完成了力爭成為標準的六套軟件套裝，並正式向中國有關政府

部門申報，於二零零二年五月認証申請已獲得批准，而全國通用，這些軟件套裝如

下：

－ 天時綜合平台

－ 天時綜合平台物流信息化軟件套裝

－ 天時綜合平台媒體信息化軟件套裝

－ 天時綜合平台遠程教育軟件套裝

－ 天時綜合平台電子政府軟件套裝

－ 天時綜合平台企業信息化軟件套裝

以上每一套裝，都蘊含一個或幾個標準。它們把天時平台具體化，市場化。並且開

闢了天時綜合平台贏取市場標準的具體途徑。

結論

在這軟件主宰的年代，我們強大的競爭力，來源於有堅實基礎的軟件開發能力。這

種能力在本年度集中表現在初步建成的天時綜合平台(TCP.V1)的活力上。它幾乎是

天時價值的全部，正因如此，我們才敢於在這個時候，徹底撇掉一切包袱，輕裝前

行。

天時綜合平台在市場上開花結果之日，就是我們成功之時。對於堅持6年綜合平台開

發，經歷種種困難的天時，這個日子並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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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務回顧

本年度業績

二零零一年後段發生了一連串突發事件。這些突發事件除了產生即時的震撼，還有

餘威未了。它影響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營商環境及經濟。董事決定對本集團以審

慎及較苛刻的估計方法來處理多項進行中的項目和投資。董事明白到，鑑於近期發

生國際關注的會計失責事件，公司紛紛採取審慎的會計處理方法。

本集團去年錄得約37,400,000港元盈利，但因在會計賬目中遞延確認在若干項目的在

建工程及收入，加上須對本集團若干資產提撥準備，導致本年度虧損約338,100,000

港元。董事特別指出，本集團將待該等有關在建工程進入較成熟階段時確認入賬，

而有關項目的撥備只是審慎的管理方法。董事認為並無跡象顯示任何在建工程或資

產將不能於日後確認入賬或不能收回有關金額。董事並指出，上列的處理不會對公

司的運作帶來影響。

下文闡釋採納更審慎的會計處理方法導致的影響。

應計收入

由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過去三個中期會計期間，本

集團持續與美國MediaFriendly, Inc.的項目，以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寧夏省

的西部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和寧夏教育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政府項目，

為本集團錄得合共約35,400,000港元的應計收入。鑑於這些項目的長期性質，董事相

信，將該等項目留待至較成熟階段時才將收入確認入賬，此審慎做法較為可取。然

而，董事喜見有關項目的進度令人滿意。

應收賬項撥備

為貫徹本集團的審慎管理政策，董事決定為逾期超過一年或不肯定能否收回的應收

呆賬作全數撥備約達39,500,000港元。董事已與此等客戶的管理層商討及審閱此等客

戶的財務報表，並有信心其中部分此等應收賬項將可收回。然而，鑑於市況波動，

董事相信採取審慎方法處理此等應收賬項較為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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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證券及其他投資撥備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投資證券及其他投資減值撥備總額約為

109,700,000港元。董事注意到，近年全球科技股市況欠佳，甚至一些實力雄厚的跨

國科技公司亦不能倖免。雖然本集團採取審慎態度，為所投資的科技公司制定投資

策略，並加以密切監察，但董事發現市場波動可能不利本集團的投資，而此等情況

亦是董事或該等公司的管理層無法控制的。因此，董事作出審慎決定，將上述投資

全數撥備至各自的公平值。

無形資產撥備

為收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商譽減值作出的撥備總額約為152,200,000港元。董事

欣然發現，本集團投資於多家實力雄厚的中國公司。雖然董事有信心這些中國公司

日後可帶來盈利和成功經營，尤其是中國加入世貿更令董事增強信心，但這些公司

仍然處於初期發展階段。董事不擬過早過份樂觀，決定為該等投資的潛在商譽作全

數撥備。

電腦軟件開發成本的減值撥備總額約為17,900,000港元。這筆款項為本集團年內收購

的兩家附屬公司的電腦軟件開發成本。由於這些新收購附屬公司所持有的軟件程式

能否成功，仍有待於市場進行測試，董事決定為該等資產作撥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週轉現金、銀行貸款，為營運和投資活動撥資。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不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約

為56,4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67,600,000港元。年內，本

集團動用約60,000,000港元進行投資活動，另外動用約58,700,000港元償還銀行借

貸、可換股票據，以及欠一名股東及前任董事的款項。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借貸為45,000,000港元，財務租賃負債為

300,000港元。該筆銀行借貸為分期貸款，將於二零零六年全數還清。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後，本集團爭取到銀行給予以更佳條款為該筆銀行融資延期。本集團

不但獲享年利率由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2厘，減至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厘，銀行亦

將一筆30,000,000港元的已抵押存款解除，並批出10,000,000港元的透支額。本集團

的現金週轉情況因重組銀行融資而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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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融資的到期日分析：

一年內到期 33.3%

第二年到期 33.3%

第三至第五年到期 33.4%

100.0%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即借貸總額對股東資金的比率，本年及上年分別為13%及

19%。

本集團資產抵押情況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位於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79樓

的總部，以及一筆為數30,000,000港元的銀行存款抵押予銀行，作為前段所述銀行批

予本集團的45,000,000港元銀行貸款的抵押品。此筆30,000,000港元的銀行存款抵押

已於重組銀行融資時獲銀行予以解除。

資本架構

年內，本公司按介乎每股0.588港元至1.043港元之價格合共發行187,355,503股新普通

股，作為收購投資證券及聯營公司和合營企業投資的部分代價（本公司在之前已另行

公佈有關該等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構成股份交易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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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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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

根據業務分類資料顯示，本集團繼續專注於軟件開發。鑑於市況欠佳，因而減少投

資類別業務。

地區分類資料顯示，年內錄得變動。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大

陸的營業額佔本集團總營業總額約67%，而去年則佔約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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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將會繼續增加。

新業務的訂單和前景

請參閱主席報告有關本集團前景的陳述和現有訂單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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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

年內，本集團於合營企業、聯營公司和附屬公司作出的重大投資如下：

投資成本／

持有權益百分比 已付按金

百萬港元

China Lake International Limited 70% 16.7

西部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25% 73.9

寧夏教育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25% 77.7

天津信息港互聯網數據有限公司 33.3% 4.7

天津時空軟件有限公司* 45% 4.3

* 於年結日，本集團已繳付投資按金，然而驗資尚未完成。董事認為並無跡象顯示驗資不會完

成。

除於天津時空軟件有限公司的投資外，於上述其餘四家公司的投資均股份交易，有

關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之前另行作出的公佈。為於天津時空軟件有限公司的投資支

付的按金，全數以現金支付。天津時空軟件有限公司的主要業務將為於中國經營軟

件出口業務。

年內概無出售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Grenashe Group Limited（一名獨立第三者）

訂立一項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以現金代價9,200,000港元，收購Grenashe Group

Limited的12%權益。這項投資以本集團營運資金撥資，交易已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完

成。董事知悉Grenashe Group Limited已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底向香港聯交所遞交創

業板上市申請。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現時並無任何重大投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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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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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獲批總額達15,000,000港元的銀行融資，以本集

團一筆為數5,000,000港元的銀行存款抵押。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

無動用該等融資任何部分。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收到客戶及附屬公司一名前股東對本集團提出

的索償。據適當的法律意見認為，此等有待裁決的法律訴訟的最終裁決，將不會對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營運業績造成重大影響，故並無為任何損失提撥任何準備。有

關一名客戶就一份價值8,580,000港元的合約提出的索償，涉及各方已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協定庭外和解。有關和解的費用總額預計約為50,000港元。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合共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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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目標回顧

收益

天時的互聯網平台已經進展成為天時綜合技術平台，成為集團的重要資產部份。憑

藉天時綜合技術平台，我們在中國西部的開發取得成果，於中國的業務繼續增加，

中國帶來的收入佔集團去年總收入的65%以上。而香港和美國方面，因受到世界整體

經濟並未復甦的影響，發展並不顯著。

產品開發

在去年，集團已成功針對潛力巨大行業開發了平台式方案和產品，並取得了廣東省

信息產業機構發出之認證資格。這些方案和產品亦已成功地運用於國內外和香港的

項目上，例如北京體育局的工作流方案、香港政府部門採用的搜索引擎產品等等，

為集團開拓了不同的收入來源和方式，亦享受了中國鼓勵軟件產業所給予的稅務優

惠。集團亦將方案和產品運用於寧夏和國內其他項目上，令項目的開發進度加快，

同時，開發成本相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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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拓展

美國911事件令集團於美國市場擴展方面受到重大挫折，現正重整海外市場策略。不

過，於中國西部和北部，以及原來的中國南部卻取得顯著進展，例如在天津，集團

與天津市政府和保稅區的合作，令我們在物流的行業裡開闢新的市場開拓；此外，

在南方亦增強了與合作伙伴的聯繫，為我們於物流和運輸、傳媒等方面的市場開拓

增大了力度和覆蓋。

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於本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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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代表

主席
鄭健群

香港，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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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