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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時 軟 件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28 ）

業 績 公 佈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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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可能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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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承受更大的市場波動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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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天時軟件有限公司的董事對本公佈（包括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

市規則提供的詳情，以提供有關天時軟件有限公司的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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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
零年同期的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5,091 16,710

其他收入 1,075 2,146

採購成本 (20,268) (8,775)

員工成本 (15,415) (12,985)

折舊 (849) (777)

其他費用 (7,496) (5,782)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3,788 160

出售一家共同控制實體部份股權的收益 － 3,846

股本掛漖票據淨（虧損）／收益 (451) 3,630

持有作買賣投資淨收益／（虧損） 1,710 (110)

融資成本 4 (53) (6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330 (872)

年內虧損 5&6 (11,538) (2,872)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因換算境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315 －
視作出售於一家共同控制實體的
　權益而變現的㶅兌差額 － (56)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2,747) 3,923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1,432) 3,867

年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12,970) 995

應佔年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1,520) (2,864)

　非控股權益 (18) (8)

(11,538) (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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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036) 1,003

　非控股權益 66 (8)

(12,970) 995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1.02)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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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重列） （已重列）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0,471 6,455 6,295
　物業、機器及設備 3,988 3,974 4,908
　商譽 1,298 1,298 －
　聯營公司權益 3,103 4,365 1,314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 － －
　股本掛漖票據 － － 3,564

18,860 16,092 16,081

流動資產
　存貨 3,205 1,498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9,762 7,424 6,256
　股本掛漖票據 － 7,194 －
　持有作買賣投資 14,562 9,847 10,070
　已抵押銀行存款 － － 11,407
　銀行結餘及現金 68,636 74,322 72,208

96,165 100,285 99,94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5,938 6,199 6,171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已收代價 12,706 － －
　於一年內到期的財務租賃承擔 45 42 39
　有抵押銀行貸款 － 975 1,144
　財務擔保責任 － － 460

18,689 7,216 7,814

流動資產淨值 77,476 93,069 92,12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6,336 109,161 108,208

非流動負債
　於一年後到期的財務租賃承擔 24 69 111

資產淨值 96,312 109,092 108,09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6,728 56,663 56,663
　儲備 36,928 49,839 48,83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93,656 106,502 105,499
非控制權益 2,656 2,590 2,598

總權益 96,312 109,092 10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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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

購股權 投資 物業 擁有人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㶅兌儲備 累計虧損 應佔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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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56,663 637,927 2,371 － 1,061 4,452 (596,975 ) 105,499 2,598 108,097

年內虧損 － － － － － － (2,864 ) (2,864 ) (8 ) (2,872 )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 － － 3,923 － (56) － 3,867 － 3,867

年內全面收入／（開支）

　總額 － － － 3,923 － (56) (2,864 ) 1,003 (8) 995

因沒收購股權轉撥的

　購股權儲備 － － (262 ) － － － 262 － － －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56,663 637,927 2,109 3,923 1,061 4,396 (599,577 ) 106,502 2,590 109,092

年內虧損 － － － － － － (11,520 ) (11,520 ) (18 ) (11,538 )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 － － (2,747 ) － 1,231 － (1,516 ) 84 (1,432 )

年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2,747 ) － 1,231 (11,520 ) (13,036 ) 66 (12,970 )

確認以權益結算的股份付款 － － 92 － － － － 92 － 92

根據僱員購股權計劃

　發行普通股 65 77 (36) － － － － 106 － 106

發行新普通股應佔交易成本 － (8) － － － － － (8 ) － (8 )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56,728 637,996 2,165 1,176 1,061 5,627 (611,097 ) 93,656 2,656 9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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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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的相關披露規定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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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應用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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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的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本，作為二零零八年

　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一部分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委員會）－詮釋第17號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於要求時償還之條款

　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呈報的數額及／或

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於本年度根據相關過渡條文提前應用於收購日期在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及之後的業務合併。該應用對本年度業務合併的會計處理並無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規定收購相關成本須獨立於業務合併入賬，通

常導致該等成本於產生時在損益賬確認為開支，而該等成本於過往入賬為收購成本的一部

分。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對本集團呈報期間的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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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於要求時償還之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於要求時償還之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香港

詮釋第5號」）澄清，借款人應將包含給予放款人無條件權利隨時要求償還貸款之條款（「於要求時

償還之條款」）之定期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詮釋第5號。香港詮釋

第5號須追溯應用。

為符合香港詮釋第5號所載規定，本集團已更改有關分類包含於要求時償還之條款的定期貸款的

會計政策。過往有關定期貸款的分類乃根據載於貸款協議的議定預定還款日期釐定。根據香港

詮釋第5號，包含於要求時償還之條款的定期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

因此，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賬面總值約為797,000港元及975,000

港元的包含於要求時償還之條款的定期貸款分別由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應用香港

詮釋第5號對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所呈報損益並無影響。

該等定期貸款已在反映剩餘合約期的金融負債到期分析中的最早時段內呈列。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撥金融資產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5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連人士披露6

　（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項6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2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的年度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生效

5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生效

6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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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提出關於財務資產分類及計量的

新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經修訂）增加有關金融負債及

終止確認的規定。

‧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有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

的已確認財務資產其後以攤餘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在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標

的業務模式下持有，且其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之付款額的債務投資通

常以其後會計期結算日的攤餘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均以其後會計期結

算日的公平值計量。

‧ 在金融負債方面，主要變動乃與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有關。尤其是，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在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方面，因金融負債信貸風險有

變而導致的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額乃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報該負

債信貸風險變動之影響會產生或增加損益之會計錯配，則作別論。金融負債信貸風險所導

致的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定按公平

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的全部公平值變動額均於損益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並可提早應用。

本公司董事預期，將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開始之年度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採納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及新準則之應用可能對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已呈報數額產生影響。然而，直至詳細

檢討完成，方可對該影響作出合理估計。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修訂本主要處理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

物業」使用公平值模型計量之投資物業遞延稅項之計量方式。根據該等修訂本，對於使用公平值

模型計量之投資物業遞延稅項負債及遞延稅項資產，除非假定在若干情況下被推翻，否則投資

物業賬面值假定可透過出售收回。董事預期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可能對使用公平值

模型計量之已確認投資物業遞延稅項有影響。然而，直至詳細檢討完成，方可對該影響作出合

理估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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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分部收入及業績

管理層已根據本公司董事所審閱用於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的報告，確定營運分部。提供予本公

司董事截至本年度止的可報告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軟件開發 9,980 14,476

硬件銷售 3,779 679

軟件銷售 14,225 1,568

分部間銷售對銷 (2,893) (13)

25,091 16,710

業績

軟件開發 (12,342) (9,697)

硬件銷售 (1,488) (367)

軟件銷售 (3,032) (204)

分部間銷售對銷 － 13

(16,862) (10,255)

利息收入 268 672

其他收入 807 1,014

未分配公司費用 (2,075) (1,354)

財務擔保責任攤銷 － 460

出售一家共同控制實體部分股權的收益 － 3,846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3,788 160

股本掛漖票據淨（虧損）／收益 (451) 3,630

持有作買賣投資淨收益／（虧損） 1,710 (110)

融資成本 (53) (6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330 (872)

本年度虧損 (11,538) (2,872)

可報告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虧損指各分部的虧損（並未計入集中管理

成本及融資成本）。此乃為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本集團管理層作出呈報的方法。

分部間銷售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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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表按可報告分部分析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分部資產

　－軟件開發 6,658 12,652

　－硬件銷售 3,310 500

　－軟件銷售 6,987 1,042

16,955 14,194

聯營公司權益 3,103 4,365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 －

未分配公司資產 94,967 97,818

綜合資產 115,025 116,377

分部負債

分部負債

　－軟件開發 10,603 4,884

　－硬件銷售 4,139 44

　－軟件銷售 3,902 1,271

18,644 6,199

未分配公司負債 69 1,086

綜合負債 18,713 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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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控制實體權益、投資物業、股本掛漖票

據、持有作買賣投資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除外）。可報告分部共同使用的資產按個別可呈報

分部所賺取的收入分配；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予可報告分部（財務租賃承擔及有抵押銀行貸款除外）。可報告分部共同承

擔的負債按分部資產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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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增添

－軟件開發 733 95

－硬件銷售 － 13

－軟件銷售 5 51

738 159

折舊

－軟件開發 358 735

－硬件銷售 171 34

－軟件銷售 320 8

849 777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營運主要位於香港及中國。下表按市場的地理位置分析本集團的地區分部資料：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1,107 3,536

中國 13,984 13,174

25,091 16,710

下表按資產所在地區分析非流動資產及資本增添的資料：

非流動資產 資本增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160 1,724 693 146

中國 13,597 10,003 45 13

15,757 11,727 738 159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及聯營公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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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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1 8,471 －
客戶B1&2 2,718 －
客戶C1 － 8,704
客戶D1 － 2,417

1 來自軟件開發的收入
2 來自硬件銷售的收入

4. 融資成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財務租賃 8 11
　－不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借貸 45 52

53 63

5. 本年度虧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已扣減／（計入）下列項目：
董事酬金 3,982 3,830
其他員工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59 183
其他員工股份付款 92 －
其他員工成本 11,082 8,972

15,415 12,985

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
　－本集團擁有 808 736
　－財務租賃 41 41

849 777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550 600
　－上年度撥備不足 － 5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 316
租用物業的經營租賃租金 1,280 902
財務擔保責任的攤銷 － (460)
利息收入 (268) (672)
投資物業的總租金收入 (565) (489)
減：本年度產生租金收入的投資物業的直接營運費用 81 78

(484)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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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年度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在財務報表內作出稅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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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稅項與本年度虧損的對賬表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 (11,538) (2,872)

按適用所得稅率16.5%計入的稅項 (1,904) (474)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溢利）／虧損的稅務影響 (219) 144

不可扣稅支出的稅務影響 888 31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30) (653)

未確認稅項虧損的稅務影響 2,767 1,554

運用過往未確認的稅項虧損 (1,362) (363)

於其他司法權區營運的附屬公司的不同稅率的影響 406 46

其他 (546) (285)

本年度稅項 － －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計算本年度每股基本虧損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1,520,000)港元 (2,864,000)港元

普通股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33,649,174 1,133,261,503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購股權 7,568,999 3,908,765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41,218,173 1,137,170,268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有的尚未行使購

股權獲行使，是因為其行使會使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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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168 2,254

應計收入 － 538

其他應收款項 8,594 4,632

9,762 7,424

本集團主要按賒賬連同按金而與客戶訂立付款條款。除若干關係良好的客戶（其發票一般須於發
出日期起180日內支付）外，發票一般須於發出日期起30日內支付。貿易應收款項於各報告期末
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零至30日 650 1,717

31日至60日 82 102

61日至90日 205 24

超過90日 231 411

1,168 2,254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614 999

已收客戶按金 2,012 1,846

其他應付款項 3,312 3,354

5,938 6,199

貿易應付款項於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零至30日 361 875

31日至60日 － 103

61日至90日 235 －
超過90日 18 21

614 999

10. 股息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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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回顧

中國政府於2010年10月18日發佈了《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

定》，提出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8%左右，2020年力爭

達到15%左右。

新一代信息技術位列七大新興產業之一，且被定位為2020年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

戰略地位突出。這一綱領性文件是國家長期產業布局的方向，後續還將有多項扶持

振興政策、細分行業規劃出臺，各級地方政府也將積極響應。新興產業在國民經濟

中的比重不斷提升乃至翻倍，將帶動信息技術行業一大批相關公司的迅速成長壯

大，對行業的影響廣泛而深遠。

天時軟件在過去的一年，不斷在這方面發展，回應了國家在這方面的呼吁，例如跟

中科院達成第三度開發協議，跟廣東省科技廳及教育部申報產學研結合項目、把科

研結果實施到中小學、與廣州市工貿技師學院簽訂校企合作協議，為企業和業界培

養實用型軟件開發人才、同時與廣東南方周末新媒體推廣數字報攤等等。

多年來，我們一直在探索通過綜合與多方商業伙伴合作，加強天時業務的盈利模式

以增強其核心競爭力。我們將積極參與中國物聯網的建設。

憑藉天時多年在搜索研發的多年努力，天時更獲香港公開大學（“公大”）選為開發伙

伴，共同推廣科研在教育方面的應用。2010年10月，天時更獲邀與公大共同參與美

國全球教育研討會。

2010年11月12日至27日在廣州舉行的第十六屆亞運會，天時運用垂直搜索技術，全

力支持亞運會的賽事信息收集工作。而教育信息化也在廣東多個地方取得一定的進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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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切一切，都在在說明天時是以“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為目標，以教育信息

化、培養人才、自主創新來實踐；這些都是將來可以為天時帶來長期收益的項目，

所以我們一直在堅持擴張。

展望

十二五規劃其中另一重點是刺激內需，我們的長遠策略也維持不變。除了教育信息

化和司法信息化項目繼續進行外，集團也正以我們的優勢進軍新領域，具體地說，

數字出版、電子書項目及物聯網等，都是我們關注的著眼點。

當然，我們亦同時密切注視任何可能為集團帶來額外收入及盈利來源的可能, 也就

是說：不會放過任何與多方伙伴例如資本市場或具備地理優勢的伙伴合作的機會，

力求多元化發展，為集團的成長帶來更多的契機。我們將繼續提升集團整體營運生

產力，為集團帶來更好盈利基礎。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

董事繼續於會計方面採用審慎的態度，並堅持嚴謹處理收益確認，特別是對於在中

國大陸年期相對較長的合約。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有經審核營業額約25,091,000港元，較

上年約16,710,000港元增長50%。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1,520,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虧損則約為2,864,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約268,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672,000港元）以及投資物業所得租金收入約565,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489,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為其經營及投資活動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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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68,636,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74,322,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尚未償還借款（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全

數償付的財務租賃承擔）約為6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1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銀行貸款（二零一零年︰975,000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0.07%（二零一零年：

1.02%），此乃根據借款總額約6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086,000港元）以及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股權約93,65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06,502,000港元）計算。

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由一間中國附屬公司持有、位於廣州及賬面值約為

2,038,000港元的商用物業（「抵押資產」），乃抵押予銀行以取得約975,000港元的貸

款。於回顧年度，抵押資產已於附屬公司償還有抵押銀行貸款後解除。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134,561,503股（二零一零

年：1,133,261,503股）。本年度，本集團若干僱員行使根據二零零三年購股權計劃授

予彼等的購股權，本公司因而發行及配發1,300,000股股份。

分部資料

本集團目前分為三個營運部門－軟件開發、硬件銷售及軟件銷售。於回顧年內，軟

件開發、硬件銷售及軟件銷售所得營業額分別佔39.8%（二零一零年：86.6%）、

15.1%（二零一零年：4.1%）及45.1%（二零一零年：9.3%）。

訂單及新業務前景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手頭訂單金額超過14,20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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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出售珠海南方軟

件園發展有限公司（「ZSSP」）約12%股權（「銷售股權」），代價為人民幣10,800,000元

（相等於約12,706,000港元）。銷售股權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將保留ZSSP 3.31%股

權。於本報告日期，上述交易尚未完成。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回顧年度，並無重大出售或收購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本集團於不久將來並無任何重大投資計劃。

外匯風險承擔

由於本集團的借款及收入來源主要以港元或人民幣列值，且於回顧年度，人民幣兌

港元匯率相對穩定，故所面對的匯率波動風險不大。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合共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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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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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積金等僱員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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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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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惠珍女士、陳鎂英先生及林桂仁先生組成。審

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業績。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惟鄭健群

先生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除外。董事會認為此架構將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

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與職權平衡。董事會亦相信鄭先生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

有利於本公司的業務前景，讓本集團能更有效地執行業務策略，以及盡量提升營運

效益。企業管治報告將連同本公司年報一併寄發。

董事會代表

主席兼行政總裁

鄭健群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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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振邦先生及廖

昀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曾惠珍女士、陳鎂英先生及林桂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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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司公佈」一頁及

本公司網站(www.timeless.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