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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音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69,043,165 215,516,877

銷售成本 (156,845,891) (186,735,195)

毛利 12,197,274 28,781,682

其他收入 5,375,510 1,709,012

研究及開發成本 (3,944,732) (4,063,635)

銷售及分銷成本 (6,012,887) (6,598,264)

一般及行政費用 (24,702,659) (19,395,695)

融資成本 5 (3,937,727) (2,107,810)

除稅前虧損 6 (21,025,221) (1,674,710)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2,705,243 (311,903)

期內虧損 (18,319,978) (1,986,613)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18,319,978) (1,986,613)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2.94)港仙 (0.3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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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18,319,978) (1,986,613)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匯兌差額 (150,714) 380,428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18,470,692) (1,606,185)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8,470,692) (1,606,18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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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074,227 9,229,064
遞延開發成本 42,793,610 35,427,233
長期按金 2,749,070 2,614,748
遞延稅項資產 5,111,908 2,406,665

非流動資產總值 58,728,815 49,677,710

流動資產
存貨 41,102,483 46,512,587
應收賬款 10 74,955,494 153,744,29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67,427,561 67,043,273
可收回稅項 1,042,526 1,042,526
已抵押存款 16,185,684 16,960,903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704,987 40,365,986

流動資產總值 215,418,735 325,669,57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82,233,372 167,896,25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6,308,136 27,391,762
計息銀行借貸 85,504,382 70,182,220
應付稅項 830,359 833,767
撥備 1,468,792 1,634,537

流動負債總額 186,345,041 267,938,542

流動資產淨值 29,073,694 57,731,03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7,802,509 107,408,740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貸 5,780,446 7,393,825
遞延稅項負債 1,391,814 1,397,528

非流動負債總額 7,172,260 8,791,353

資產淨值 80,630,249 98,617,387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62,250,000 62,250,000
儲備 18,380,249 36,367,387

總權益 80,630,249 98,617,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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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資本儲備 購股權儲備 匯兌波動儲備 累計虧損 總權益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未經審核） 62,250,000 43,490,307 46,935,776 1,434,295 1,540,394 (36,054,353) 119,596,419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380,428 (1,986,613) (1,606,185)
股權結算購股權安排 – – – 689,198 – 6,138 695,336
宣派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 – (3,112,500) – – – (3,112,50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2,250,000 43,490,307 43,823,276 2,123,493 1,920,822 (38,034,828) 115,573,070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未經審核） 62,250,000 43,490,307 43,823,276 4,831,153 2,228,024 (58,005,373) 98,617,387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150,714) (18,319,978) (18,470,692)
股權結算購股權安排 – – – 483,554 – – 483,55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2,250,000 43,490,307 43,823,276 5,314,707 2,077,310 (76,325,351) 80,63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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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音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8,801,041) 19,123,228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16,471,178) (16,957,008)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680,283 (4,876,85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32,591,936) (2,710,637)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0,365,986 39,497,771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159,836) 269,373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614,214 37,056,5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704,987 37,574,452

銀行透支 (7,090,773) (517,945)

7,614,214 37,05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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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是一家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公地點位於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從事數位信號處理（「DSP」）平台的研究、設計及

開發，以及提供嵌入式固件及基於消費電子器材的數位信號處理的「端對端」全程解決方案。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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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及採用港元呈報。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納的會計政策，

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財務報表內所採用者一致。

附屬公司的業績由收購日期（即本集團取得其控制權當日）起綜合入賬，並繼續綜合入賬直至該控

制權終止當日為止。本集團內公司間的交易所產生的所有收入、開支及未變現收益和虧損以及本集

團內公司間的結餘均在綜合入賬時全面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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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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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首次採納者－嚴

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工具：披露－金融資產的轉讓之

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之修

訂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3. 收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期內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的已售貨品的發票淨值；已提供服務的

價值；及已收及應收的專利收入。

下表載列本集團收益的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166,379,736 199,584,098

專利收入 74,936 2,759,236

提供服務 2,588,493 13,173,543

169,043,165 215,51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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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運分類資料

本集團專注於數位信號處理平台的研究、設計及開發及向客戶提供彼等基於數位信號處理消費電子

器材的嵌入式固件和「端對端」全面解決方案。報告予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以進行資源分配及

評估表現的資料集中於本集團的整體營運業績，因為本集團的資源為已整合及並無分散的經營分類

財務資料。因此，並無呈列經營分類資料。

地區資料

下表呈列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各地區市場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歐洲 美國 中國大陸 香港 其他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未經審核） 46,562,976 28,808,899 8,741,104 35,561,653 49,368,533 169,043,165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未經審核） 56,753,922 6,857,819 8,898,116 108,358,631 34,648,389 215,516,877

本集團按地區劃分的收益資料乃根據付運貨品的地點而釐定，惟提供服務產生的收益及專利收入是

按客戶所屬╱位處的地點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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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全額償還的銀行貸款及透支的利息 2,861,545 1,402,079

銀行手續費 1,076,182 705,731

3,937,727 2,107,810

6.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 1,899,869 1,570,644

研究及開發成本：

－已攤銷的遞延開支 5,998,331 2,779,002



10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於該期間內並

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的香港利得稅乃按於香港產生的估

計應課稅溢利以16.5%的稅率計提。其他地區的應課稅溢利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的司法權區當時的

稅率計算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 － 香港：

－本期間支出 – 380,231

遞延 (2,705,243) (68,328)

本期間稅項開支╱（抵免）總額 (2,705,243) 311,903

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及營運的附屬公司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

院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優惠政策的通知》（國發[2007]39號）的影響。此通知規定，原享有稅務

優惠政策的企業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於新稅法實施後有五年的寬限期過渡至遵守新法定稅率。

原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享有15%企業所得稅率的企業，其後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

九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將分別須按18%、20%、22%、24%及25%的稅率繳稅。

此外，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已於二零零九年取得全國高科技企業的地位，故享有15%的較

低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

8.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18,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2,000,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622,500,000股（二零一一年：622,500,000股）計算。

由於具攤薄潛力的已發行普通股對所呈列的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

股基本虧損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本集團並無對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攤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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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10. 應收賬款

於結算日根據付款到期日分析及扣除撥備後的應收賬款賬齡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31,817,971 102,359,108

少於三十一天 3,006,450 41,890,416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6,431,244 2,332,505

六十一天至九十天 364,615 1,875,488

超過九十天 33,335,214 5,286,780

74,955,494 153,744,297

信貸期一般介乎三十天至一百二十天。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應收賬款56,594,197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7,080,489港元）保理予一間銀行以獲取現金。由於並未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

及計量訂明的金融資產取消確認條件，故本集團的保理應收款項並無全部取消確認。本集團繼續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根據與銀行的保理安排，以其持續牽涉經轉讓應收款項

的程度而確認保理應收賬款4,526,079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547,771港元）及確認

其聯繫負債4,610,97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801,87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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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其他應收款項21,120,203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7,016,081港元）及應收賬款9,089,273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626,741港元）由本集

團一名客戶的知識產權作抵押，按每月利率1.6厘計息。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一項其他應收款項12,469,02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206,589港元）及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一項應收賬款3,782,514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9,058,617港元）按每月利率1.6厘計息。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賬款由本集團一名客戶的若干存貨作抵押。

12. 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十天內 66,204,554 87,452,320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4,442,393 40,032,027

六十天以上 11,586,425 40,411,909

82,233,372 167,896,256

信貸期一般介乎三十天至一百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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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公司謹此呈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由上一財政年度同期的215,500,000港元減少

約21.6%至169,000,000港元。這個跌幅主要由於客戶在全球經濟狀況長期持續不穩下對研發項目

的投資趨於保守，故本回顧期間來自提供項目發展和管理服務的服務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3,200,000港元，減少10,600,000港元或約80.4%至2,600,000港元所致。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產品的收益亦由去年同期錄得的199,600,000港元減少16.6%至

166,400,000港元。這些因素導致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8,800,000

港元減少至本回顧期間的12,200,000港元。此外，由於服務收入的毛利率較高，故該項收入於本回

顧期間減少，導致本集團的毛利率大跌至約7.2%，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

下跌6.2個百分點。

由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淨額進一步增加至18,300,000港

元，而上一財務年度同期則錄得虧損淨額2,000,000港元。

以收益分佈而言，我們來自銷售貨品的收益、專利費及提供服務的收入分別佔約98.4%（二零一一

年：92.6%）、0.1%（二零一一年：1.3%）及1.5%（二零一一年：6.1%）。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因應客戶為配合其市場推廣策略的要求，付運到香港的產品減少約72,800,000港元至

35,600,000港元，而運往美國的產品則增加約22,000,000港元至28,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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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業績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為169,000,000港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同期

錄得的215,500,000港元減少21.6%。收益減少主要由於產品的銷售額及來自提供項目發展和管理

服務的服務收入，分別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99,600,000港元及13,200,000港

元減少至本期間的166,400,000港元及2,600,000港元所致。

研究及開發成本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研究及開發成本為4,000,000港元，與上一財務年

度同期相若。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600,000港元減少約8.9%至本

回顧期間的6,000,000港元，主要由於職員薪金及銷售人員的銷售佣金由於本集團收益減少而下降

所致。

一般及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費用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所錄得的19,400,000港元增加約27.4%至24,700,000港元。一般及行政費用增加主要由於辦

公室租金開支及裁減職員的裁員開支有所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融資成本為3,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融資成本2,100,000

港元增加約86.8%。融資成本增加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採購物料及日常

營運而增加運用銀行借貸所致。



15

幻音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公司附屬公司產生虧損，故本集團錄得稅項抵免約

2,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的稅項開支淨額，乃由於本公司其中一

間附屬公司錄得應課稅收入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14,7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0,400,000港元），其中約45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2,000港元）以

人民幣列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為91,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7,600,000港元），其中5,8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00,000港元）毋須於一年

內償還。銀行借貸利率介乎3.75%至6.75%。除了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為數66,20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2,600,000港元）的銀行借貸以美元列值外，所有銀行借貸均以港元列

值。

考慮到本集團現水平的現金及銀行結餘、從業務內部產生的資金及未動用的銀行信貸融資，董事會

深信本集團將有充裕資源應付其債項償還及其業務所需要的融資。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借貸總額 91,284,828 77,576,045

權益 80,630,249 98,617,387

171,915,077 176,193,432

資本負債比率（銀行借貸總額除以銀行借貸總額及 

權益的總和） 53.1% 44.0%



16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一年內、第二年及第三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到期

的銀行借貸的到期狀況分別為85,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000,000港元）、

3,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00,000港元）及2,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100,000港元）。

資本架構

本集團的資本僅包括普通股。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普通

股總數為622,500,000股股份。

重大投資

於報告期間末，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計劃。

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收購或出售重大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16,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000,000港元）

的若干銀行存款已作為本集團獲授的若干銀行信貸的抵押。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主要來自獲得的收益或收入、產生的成本或開支，以及以本集團營運單位功能貨

幣以外的貨幣列值的若干銀行及其他借款。就本集團以美元作為功能貨幣的營運單位而言，其外幣

交易及有關單位以外幣（按功能貨幣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現行匯率重新換算為外幣）列值的

貨幣資產和負債主要以港元列值。由於美元（「美元」）與港元（「港元」）於窄幅範圍內浮動，本集團

預期美元兌港元的匯率將不會有任何重大波動。因此，我們認為本集團的外匯風險頗低。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間末，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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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i) 經營租賃安排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其辦公室物業及若干辦公室設備，經磋商的租期介乎一年至五

年。於報告期間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於以下期間到期的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

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6,924,041 7,092,890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066,199 7,433,413

10,990,240 14,526,303

(ii)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間末，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展望

全球經濟於二零一二年度面對重重挑戰。歐洲主權國債務危機造成的惡劣營商環境，繼續困擾著環

球的電子消費市場。自二零一二年年初以來，本集團一直承受因市場滑落而產生的巨大降價壓力。

此外，客戶對於研究及開發項目的投資更趨保守，導致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項目發展服務收入大幅

減少。

儘管如此，憑藉本集團於中國智能供應鏈服務的優勢，本集團將繼續於目標市場的銷售網絡展開縝

密的部署及爭取更多的發展項目。尤其是，隨著我們的Golf Swing Analyzer（「3Bays GSA」）於於二零

一二年四月順利推出，本集團目前專注於開拓美國、中國、日本及新加坡的銷售渠道。自3Bays GSA

推出以來，不少哥爾夫球專業玩家均對本集團作出正面的回饋和支持，並鼓勵本集團投放更多力度

來提升產品的功能。本集團亦計劃於二零一三年運用類似技術，開發其他體育項目的分析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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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集團正為新產品而不斷招攬新的客戶及開拓新的收益源頭，鑒於全球經濟復蘇前景仍未明

朗，本集團已實行多項成本減省措施。有關成本減省措施包括但不限於(i)精簡營運流程及專注開發

核心產品，將人手減少約18%；(ii)將我們的香港僱員由兩個寫字樓物業集中調派到一個寫字樓物

業；及(iii)嚴格執行多項開支的成本控制政策，例如旅費津貼和水電費用。

展望二零一二年下半年的前景，本集團相信在實行上述成本減省措施及持續為我們的產品開拓新

的市場後，我們有能力克服往後的挑戰及抓住伴隨著市場復蘇而湧現的商機。憑藉我們強大的研發

專業技能，本集團將繼續努力以創造更高的價值及為其股東帶來豐厚回報。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幻音數碼有限公司（「幻音數碼」）（作為分承租

方）與Welleader Group Limited（「Welleader」）（作為分承租方）訂立終止協議（「終止協議」），據

此，幻音數碼與Welleader同意終止關於租用位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77至79號富通大廈21樓辦公室

物業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分租協議。

Welleader為一間由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廖家俊博士（「廖博士」）的配偶樂家宜女士（「樂女士」）全

資擁有的公司。樂女士亦為本公司其中一名控股股東。故此，Welleader為廖博士的聯繫人士，並因

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A章，終止

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有關交易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八

月二十日的公佈內。

因此，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自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起改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77至79

號富通大廈18樓B室。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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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238名僱員。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

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32,800,000港元。本集團的薪酬政策參照個別僱員的表現、資歷和經

驗以及本集團業績和市況釐定。本集團向其僱員提供酌情花紅、購股權、醫療保險、公積金供款、教

育津貼及培訓。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須存置的登記冊或本公司所採納的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已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附註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的百分比

廖家俊博士（「廖博士」） (a) 配偶的權益 182,566,037 29.33%

陶康明先生（「陶先生」） 實益擁有人 300,000 0.05%

購股權 750,000 0.12%

1,050,000 0.17%

鄭樹坤教授（「鄭教授」） (b)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976,655 0.48%

崔志英教授（「崔教授」） (c)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1,903,210 1.91%

198,495,902 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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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在182,566,037股股份中，53,828,697股股份由Masteray Limited（「Masteray」）持有、125,592,340

股股份由Swanland Management Limited（「Swanland」）持有及3,145,000股股份由樂家宜女士

（「樂女士」）（廖博士的配偶）持有。Masteray由Sea Progress Limited（「Sea Progress」）擁有

100%，而Sea Progress透過一個全權信託由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Credit Suisse」）全資擁

有。樂女士為一個由Credit Suisse持有179,421,037股股份的全權信託的創辦人，故樂女士被視為

於182,566,037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廖博士被視為於樂女士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b) 2,976,655股股份由Rochdale Consultancy Limited（「Rochdale」）持有，而Rochdale由鄭教授擁有

50%。由於Rochdale由鄭教授控制，故鄭教授被視為於Rochdale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c) 11,903,210股股份由Excel Direct Technology Limited（「Excel Direct」）持有，而Excel Direct由崔教

授擁有50%。由於Excel Direct由崔教授控制，故崔教授被視為於Excel Direct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

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概無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已登記的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於登記冊內，或已根據本公司所採納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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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
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或淡倉（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5%或以上）已記錄於本公司須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內：

股份的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姓名 附註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的百分比

Swanland 實益擁有人 125,592,340 20.17%

Masteray (a) 實益擁有人 53,828,697 8.65%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25,592,340 20.17%

179,421,037 28.82%

Sea Progress (b) 實益擁有人 179,421,037 28.82%

樂女士 (c)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79,421,037 28.82%

實益擁有人 3,145,000 0.51%

182,566,037 29.33%

Manyi Holdings Limited （「Manyi」） 實益擁有人 140,482,322 22.57%

伍步謙博士（「伍博士」） (d)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40,482,322 22.57%

實益擁有人 1,599,142 0.25%

142,081,464 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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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名稱╱姓名 附註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的百分比

Notable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 

（「Notable Success」）

(e) 實益擁有人 54,196,943 8.71%

Successful Link Limited  

（「Successful Link」）

(e)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54,196,943 8.71%

林詩中先生（「林先生」）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54,196,943 8.71%

附註：

(a) Masteray擁有Swanland 51%已發行股本的權益，故被視為於Swanland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

益。

(b) Masteray擁有Sea Progress 100%，而Sea Progress透過一個全權信託由Credit Suisse全資擁有。

(c) 樂女士為一個由Credit Suisse持有179,421,037股股份的全權信託的創辦人，故被視為於其持有的

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d) 伍博士為Manyi的唯一實益擁有人，故被視為於Manyi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e) Notable Success由Successful Link全資擁有，而Successful Link則由林先生全資擁有。因此，

Successful Link被視為於Notable Success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及林先生被視為透過Notable 

Success於Successful Link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人士（其權益載於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

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一節的董事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已

登記的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於本公司的登記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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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證券的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一節所披露者外，於期內

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可藉收購本公

司或任何其他法團的股份或債券而獲益，且董事或彼等的配偶或彼等未滿18歲的子女概無擁有任

何認購本公司證券的權利或已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已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該計

劃」）向本集團若干僱員和顧問授出可認購本公司合共10,480,000股普通股的購股權。該計劃的詳

情已於本公司的二零一一年年報內披露。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該計劃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姓名或
類別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期內已授出 期內已行使

期內已
註銷╱失效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行使價
（港元）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董事
陶先生 1,000,000 – – (250,000) 750,000 0.7港元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六日

(a)

持續合約僱員 11,400,000 – – (3,870,000) 7,530,000 0.7港元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六日

(a)

其他參與者 0.7港元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六日

(a)

顧問 1,600,000 – – (400,000) 1,200,000 0.7港元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六日

(a)

一名顧問 1,000,000 – – – 1,000,000 0.348港元 二零一一年

八月三十一日

(b)

15,000,000 – – (4,520,000) 10,480,000

附註：

(a) 在9,480,000份購股權中，3,160,000份購股權可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一三年三月
二十五日期間內行使及6,320,000份購股權可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
日期間內行使。緊接授出購股權前一日，本公司股份的收市價為每股0.67港元。

(b) 該等購股權可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期間內行使。緊接授出購股權

前一日，本公司股份的收市價為每股0.34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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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協議項下的購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一日，根據為期三年的供應鏈管理協議（「該協議」），本公司向Teleepoch Limited

（「Teleepoch」）授出兩份購股權，Teleepoch可藉此(i)按行使價每股0.38港元認購最多15,500,000股

本公司普通股；及(ii)就本公司因Teleepoch的客戶發出銷售訂單而獲取的每1.0港元純利（「表現指

標」），按行使價每股0.38港元認購0.285股本公司股份，上限為46,75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於該協

議的年期內每屆滿一年之日，一部分的表現購股權將告歸屬及可參照上一年度的表現指標而予以

行使。該協議項下購股權的進一步詳情已於本公司的二零一一年年報內披露。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該協議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期內已授出 期內已行使
期內已

註銷╱失效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行使價*
（港元） 授出日期 行使期

15,500,000 – – – 15,500,000 0.38港元 二零一一年

八月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 
八月十日

46,750,000^ – – – 46,750,000 0.38港元 二零一一年

八月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八月 
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 
八月十日

62,250,000 – – – 62,250,000

附註：

* 倘進行供股或紅股發行或本公司股本的其他類似變動，購股權的行使價可予調整。

^ 表現購股權數目及歸屬和可行使表現購股權的期間須受達致的表現指標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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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的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守則。經向全體董事進行具體查

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遵守標準守則內所載的標

準。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整個回顧期間內，除下列偏離情況外，本公司已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

管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2.1列明，董事會主席（「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不應該由同

一人兼任。

於回顧期間內，廖博士為主席兼行政總裁，負責董事會的管理和本集團的運作。董事會認為廖博士

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具有透徹的了解和專業知識，故此能讓彼適時作出符合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

的合適決定。考慮到本公司目前規模和本集團的業務範疇，並無迫切需要將主席及行政總裁予以區

分。然而，董事會將繼續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的效率，以評估是否需要區分主席和行政總裁的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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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按照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李翹如博士、

錢大康教授及舒華東先生。舒華東先生為該委員會的主席。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務為監督本公司的

內部監控政策、財務申報系統和程序；審閱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和報告，以及檢討外聘核數師的聘任

條款和審核工作範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已由審核

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幻音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廖家俊博士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廖家俊博士及陶康明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鄭樹坤教授及崔志英教授；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李翹如博士、錢大康教授及舒華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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