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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94,399,125 169,043,165

銷售成本 (80,839,055) (156,845,891)

毛利 13,560,070 12,197,274

其他收入及收益 444,373 5,375,510

研究及開發成本 (1,744,932) (3,944,732)

銷售及分銷成本 (8,111,322) (6,012,887)

一般及行政費用 (10,992,314) (24,702,659)

其他開支淨額 (6,776,600) –

融資成本 5 (3,690,951) (3,937,727)

除稅前虧損 6 (17,311,676) (21,025,221)

所得稅抵免 7 – 2,705,243

期內虧損 (17,311,676) (18,319,978)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17,311,676) (18,319,978)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1.90)港仙 (2.9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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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17,311,676) (18,319,978)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53,294 (150,71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17,158,382) (18,470,692)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7,158,382) (18,470,692)



幻音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0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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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4,154 7,507,826
遞延開發成本 32,509,384 34,140,404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按金 303,304 446,806
遞延稅項資產 2,406,665 2,406,665

非流動資產總值 40,933,507 44,501,701

流動資產
存貨 20,828,112 26,615,330
應收賬款 10 60,462,207 78,928,76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38,351,341 41,957,100
可收回稅項 – 1,390,035
已抵押存款 14,757,837 16,195,487
現金及銀行結餘 17,840,839 43,155,687

流動資產總值 152,240,336 208,242,40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61,077,885 84,403,59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8,217,773 20,617,930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55,225,462 92,056,996
應付稅項 864,446 852,174
撥備 904,626 977,031

流動負債總額 136,290,192 198,907,729

流動資產淨值 15,950,144 9,334,67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6,883,651 53,83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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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7,273,215 44,979,236

遞延稅項負債 64,522 63,607

非流動負債總額 27,337,737 45,042,843

資產淨值 29,545,914 8,793,534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3 93,375,000 62,250,000

儲備 (63,829,086) (53,456,466)

29,545,914 8,793,53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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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資本儲備
認股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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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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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未經審核） 62,250,000 43,490,307 43,823,276 7,048,243 3,093,539 2,549,544 (153,461,375) 8,793,534
發行股份 31,125,000 8,901,750 – – – – – 40,026,750
股份發行費用 – (1,770,417) – – – – – (1,770,417)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153,294 (17,311,676) (17,158,382)
股權結算購股權安排 – – – – (345,571) – – (345,571)
購股權作廢或屆滿時轉撥購股權儲備 – – – – (430,850) – 430,850 –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3,375,000 50,621,640 43,823,276 7,048,243 2,317,118 2,702,838 (170,342,201) 29,54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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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307,902) (18,801,041)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5,068,858) (16,471,178)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5,236,577) 2,680,28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20,613,337) (32,591,936)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592,765 40,365,986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34,085 (159,836)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013,513 7,614,2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7,840,839 14,704,987

銀行透支 (6,827,326) (7,090,773)

11,013,513 7,61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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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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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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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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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貸款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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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產與金融

負債抵銷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過渡性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呈列

方式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地表礦生產階段的剝離成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年度 
改進項目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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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91,892,776 166,379,736

專利收入 342,480 74,936

提供服務 2,163,869 2,588,493

94,399,125 169,04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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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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呈列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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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未經審核） 34,401,261 27,087,738 5,248,855 8,830,184 18,831,087 94,39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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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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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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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支及其他貸款的利息 3,042,330 2,861,545

銀行手續費 648,621 1,076,182

3,690,951 3,93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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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 1,653,394 1,899,869

研究及開發成本：

－已攤銷的遞延開支 8,615,426 5,99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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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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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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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香港：

－本期間支出 – –

遞延 – (2,705,243)

本期間稅項抵免總額 – (2,70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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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18,300,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933,750,000股（二零一二年：622,500,000股普通股）

計算。

由於具攤薄潛力的已發行普通股對所呈列的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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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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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10. 應收賬款及票據

於結算日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後的應收賬款及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十天內 18,931,106 16,656,806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14,835,619 11,704,386

六十一天至九十天 11,694,079 3,762,419

超過九十天 15,001,403 46,805,155

60,462,207 78,928,766

信貸期一般介乎三十天至一百二十天。

11.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其他應收款項20,058,594港元及應收賬款7,616,6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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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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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根據發票日期的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十天內 12,133,302 60,086,449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23,680,513 4,455,626

超過六十天 25,264,070 19,861,523

61,077,885 84,403,598

信貸期一般介乎三十天至一百二十天。

13. 股本

股份：

普通股數目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未經審核） 622,500,000 62,250,000 43,490,307 105,740,307

就公開發售發行新股份 

（附註） 311,250,000 31,125,000 8,901,750 40,026,750

股份發行費用 – – (1,770,417) (1,770,417)

933,750,000 93,375,000 50,621,640 143,99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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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本集團刊發發售章程（「發售章程」），據此，本公司建議進行公

開發售（「公開發售」），以發行不少於311,250,000股本公司股份（「發售股份」）予現有股東，

基準為每兩股股份獲發一股發售股份，每股發售股份的認購價為0.1286港元。根據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的公佈（「該公佈」），公開發售成為無條件及合共311,250,000股

發售股份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日發行。發售股份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在聯交

所開始買賣。有關公開發售的進一步詳情已於發售章程及該公佈內披露。本公司從公開發售

籌得所得款項淨額約38,200,000港元。

認股權證：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向一名獨立第三方（「認股權證認購方」）發行非上

市認股權證作為認股權證認購方向本集團提供五年期貸款融資50,000,000港元的部份條件。有關認

股權證賦予認股權證認購方權利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日期間內，以現

金按認購價每份0.27港元（可予調整）認購本公司的普通股，最多合共16,807,500港元。認股權證的

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的公佈內。

由於公開發售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完成，尚未行使認股權證的行使價調整為0.24港元。根據本公司於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股本架構，倘認股權證獲悉數行使，將導致須發行本公司70,031,250股額

外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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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公司謹此呈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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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00,000港元減

少約44.2%至94,400,000港元。這個跌幅主要由於本回顧期間的產品銷售額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66,400,000港元減少74,500,000港元（或約44.8%）至91,900,000港元。此乃

主要由於我們的產品組合由售價相對較高但邊際利潤較低的產品轉向新產品高爾夫揮桿分析儀

（「3BaysGSA」）。該款產品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推出，其售價相對較低，但邊際利潤較高。隨著新

產品3BaysGSA的推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整體毛利較上一財政年度同

期增加1,400,000港元，增幅為11.2%。

由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淨額減少至17,300,000港元，而

上一財政年度同期則錄得虧損淨額18,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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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二零一二

年：98.4%）、0.4%（二零一二年：0.1%）及2.3%（二零一二年：1.5%）。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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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00,000港元至

8,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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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業績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為94,400,000港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同期錄

得的收益169,000,000港元減少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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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66,400,000港元及2,600,000港

元減少至本期間的91,900,000港元及2,200,000港元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由上一財政年度同期的約5,400,000港元減少91.7%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400,000港元。上一期間錄得巨額結餘主要由於就若干應收賬款確認利息收

入（作為延長還款期的補償）所致。本期間內，並無該項收入可予確認。

研究及開發成本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研究及開發成本由上一財政年度同期的4,000,000

港元減少55.8%至1,700,000港元，主要由於在若干階段實施成本節約措施。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000,000港元增加約34.9%至

本回顧期間的8,1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期間有關推廣新產品的銷售佣金及代理費增加。

一般及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費用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所錄得的24,700,000港元減少約55.5%至11,000,000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在若干階段實施

成本節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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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淨額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結餘指應收賬款減值6,800,000港元，而本集團認為收回該

等應收款項的可能性極低。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融資成本為3,7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融資成本3,900,000

港元減少約6.3%。融資成本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採購物料及日常

營運而減少運用銀行借貸所致。

所得稅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計提稅項撥備。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的稅項抵免淨額，

乃由於本公司其中一間附屬公司錄得虧損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17,8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3,200,000港元），其中約3,3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3,000港元）以

人民幣列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借貸為82,5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37,000,000港元），其中27,3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000,000港元）毋

須於一年內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利率介乎2.68%至6.75%。除了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為數

18,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8,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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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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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 82,498,677 137,036,232

權益 29,545,914 8,793,534

112,044,591 145,829,766

資本負債比率（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除以銀行及 

其他借貸總額及權益的總和） 73.6% 94.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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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2,000,000港元）、

27,2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200,000港元）及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800,000港元）。

資本架構

本集團的資本僅包括普通股。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發

行普通股總數分別為622,500,000股及933,7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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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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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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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14,8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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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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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功能貨幣於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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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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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947,792 1,415,573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62,474 414,227

1,410,266 1,8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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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間末，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展望

自二零一二年以來，本集團的業績受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下滑所影響。為應對不利

的環境，本集團從二零一二年下半年起實施數項成本節約措施，包括但不限於：(i)精簡業務及主攻

核心產品發展；(ii)將我們於香港兩個辦公室物業的僱員集中至一個辦公室物業；及(iii)收緊多項開支

的成本控制政策。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該等成本節約措施成功令經營開支（不包括其他開支）較

上一財政年度同期減少約36.4%至24,500,000港元。本集團將繼續定期密切監察及檢討成本控制政

策。

除節約經營成本外，本集團亦積極發展新市場及新客戶以增強盈利能力。隨著本集團3BaysGSA於

二零一二年下半年的成功推出及推廣，且該款產品的邊際利潤較本集團的其他產品為高，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較上一財政年度同期增長約11.2%至13,600,000港元。

3BaysGSA受到高爾夫球愛好者的一致好評，並得到眾多專業高爾夫雜志及論壇的正面評價。於二

零一三年上半年，本集團一直專注於發展銷售渠道，包括美國及亞洲國家的高爾夫商店、體育專賣

店及網站。自二零一三年六月起，3BaysGSA亦在美國及加拿大的蘋果專賣店進行銷售。我們將繼

續發掘潛在的新客戶，並提升新版本3BaysGSA的產品功能。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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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56名僱員。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

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13,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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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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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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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樹坤教授（「鄭教授」） (a)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976,655 0.32%

崔志英教授（「崔教授」） (b)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1,903,210 1.27%

蒙偉明先生（「蒙先生」） (c)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65,441,500 7.01%

80,321,365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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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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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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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65,441,500股股份由Keen Platinum Limited（「Keen Platinum」）持有，而Keen Platinum由蒙先生全資

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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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下列人士（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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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ment Limited 

（「Swanland」）

實益擁有人 188,388,510 20.17%

Masteray Limited（「Masteray」） (a) 實益擁有人 80,743,045 8.65%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88,388,510 20.17%

269,131,555 28.82%

Sea Progress Limited 

（「Sea Progress」）

(b) 實益擁有人 269,131,555 28.82

樂家宜女士（「樂女士」） (c)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69,131,555 28.82%

實益擁有人 4,717,500 0.51%

273,849,055 29.33%

Manyi Holdings Limited（「Manyi」） 實益擁有人 140,482,433 15.04%

伍步謙博士（「伍博士」） (d)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40,482,433 15.05%

實益擁有人 1,599,142 0.17%

142,081,575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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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Fame Technology Limited

（「Capital Fame」）

實益擁有人 120,000,000 12.85%

陳遠明先生（「陳先生」） (e)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20,000,000 12.85%

Keen Platinum 實益擁有人 65,441,500 7.01%

蒙先生 (f)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65,441,500 7.01%

Notable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 

（「Notable Success」）

(g) 實益擁有人 54,196,943 5.80%

Successful Link Limited 

（「Successful Link」）

(g)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54,196,943 5.80%

林詩中先生（「林先生」）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54,196,943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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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st Limited

（「Credit Suisse」）全資擁有。

(c) 樂女士為一個由Credit Suisse持有269,131,555股股份之全權信託之創辦人，故被視為於其持有之所

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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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陳先生為Capital Fame之唯一實益擁有人，故被視為於Capital Fame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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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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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蒙先生為Keen Platinum之唯一實益擁有人，故被視為於Keen Platinum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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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Successful 

Link透過Notable Success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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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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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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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156股普通股的購股權。該計劃的詳情

已於本公司的二零一二年年報內披露。



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

26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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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公開發售
調整

期內
已註銷
╱失效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完成
公開發售前

行使價

完成
公開發售後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董事
陶康明先生*

750,000 – (750,000) – 0.7港元 0.646港元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六日

（附註）

持續合約僱員 3,300,000 276,870 (2,232,834) 1,344,036 0.7港元 0.646港元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六日

（附註）

其他參與者 0.7港元 0.646港元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六日

（附註）

顧問 1,200,000 100,680 (433,560) 867,120 0.7港元 0.646港元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六日

（附註）

5,250,000 377,550 (3,416,394) 2,211,156

附註：

所有該等2,211,156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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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陶康明先生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辭任本公司董事，而彼之購股權已因此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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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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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年報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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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該協議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公開發售調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完成
公開發售前

行使價

完成
公開發售後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15,500,000 1,300,450 16,800,450 0.38港元 0.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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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2,325 50,672,325 0.38港元 0.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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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2,775 67,47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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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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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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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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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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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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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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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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博士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辭任本公司執行董

事及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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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靜女士、吳偉

雄先生及葉偉其先生。周靜女士為該委員會的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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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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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董事

蒙偉明先生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蒙偉明先生、廖意妮女士及李揚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偉雄先

生、葉偉其先生及周靜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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