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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7,166,563 94,399,125

銷售成本 (11,475,785) (80,839,055)

毛利 5,690,778 13,560,070

其他收入及收益 4,973,144 444,373

研究及開發成本 (2,602,784) (1,744,932)

銷售及分銷成本 (5,796,371) (8,111,322)

一般及行政費用 (7,485,240) (10,992,314)

其他開支 (5,338,671) (6,776,600)

融資成本 5 (58,863) (3,690,951)

除稅前虧損 6 (10,618,007) (17,311,676)

所得稅 7 – –

期內虧損 (10,618,007) (17,311,676)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10,618,007) (17,311,676)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0.47)港仙 (1.9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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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10,618,007) (17,311,676)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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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242) 153,29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0,847,249) (17,158,382)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0,847,249) (17,158,382)



03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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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7,993 3,835,136

遞延開發成本 12,139,063 18,123,387

長期存款 172,228 172,228

遞延稅項資產 2,406,665 2,406,665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235,949 24,537,416

流動資產
存貨 4,461,093 4,188,240

應收賬款 10 35,087,855 85,489,60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166,933 8,599,496

已抵押存款 3,923,920 6,018,550

現金及銀行結餘 49,676,423 26,139,149

流動資產總值 101,316,224 130,435,03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34,814,289 85,274,58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9,073,777 10,846,371

計息其他借貸 – 31,330,795

應付稅項 846,039 868,537

撥備 – 672,700

流動負債總額 44,734,105 128,992,990

流動資產淨值 56,582,119 1,442,0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3,818,068 25,979,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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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計息其他借款 6,600,000 12,300,0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6,600,000 12,300,000

資產淨值 67,218,068 13,679,463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24,651,000 112,050,000

儲備 42,567,068 (98,370,537)

67,218,068 13,679,46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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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 股份 認股權證 購股權 匯兌波動
股本 溢價賬 資本儲備 儲備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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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153,294 (17,311,676) (17,158,382)
購股權沒收或屆滿時轉撥購股權儲備 – – – – (430,850) – 430,850 –
股權結算購股權安排 – – – – (345,571) – – (34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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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未經審核） 112,050,000 64,031,889 43,823,276 7,048,243 1,859,529 2,785,048 (217,918,522) 13,679,463
股本削減 (100,845,000) – – – – – 100,845,000 –
發行股份 13,446,000 53,784,000 – – – – – 67,230,000
股份發行費用 – (2,844,146) – – – – – (2,844,146)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229,242) (10,618,007) (10,847,249)
購股權沒收或屆滿時轉撥購股權儲備 – – – – (54,429) – 54,429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4,651,000 114,971,743 43,823,276 7,048,243 1,805,100 2,555,806 (127,637,100) 67,21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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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764,102) (307,902)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308,642 (5,068,858)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1,957,527 (15,236,57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23,502,067 (20,613,337)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139,149 31,592,765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35,207 34,085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9,676,423 11,013,5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49,676,423 17,840,839

銀行透支 – (6,827,326)

49,676,423 11,01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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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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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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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從事基於數位信號處理（「DSP」）的消費器材╱

平台（包括嵌入式固件）的研究、設計、開發及銷售；向客戶提供彼等基於DSP的消費電子器材╱平

台的解決方案╱服務；以及買賣電子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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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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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時全面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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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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投資實體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財務工具：呈列－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的

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衍生工具的

更替及對沖會計法的延續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21號

徵費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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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8,287,169 91,892,776

提供服務 8,879,394 2,163,869

專利收入 – 342,480

17,166,563 94,39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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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運分類資料

本集團側重基於DSP的消費電子器材╱平台（包括嵌入式固件）的研究、設計及開發以及銷售；向客

戶提供彼等基於DSP的消費電子器材╱平台的解決方案╱服務；以及買賣電子零件。報告予本集團

的主要營運決策者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資料主要為本集團整體的營運業績，原因為本集團

的資源已進行整合，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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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呈列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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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未經審核） 765,753 8,131,635 7,493,993 420,426 354,756 17,166,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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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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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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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9 3,042,330

銀行手續費 40,734 648,621

58,863 3,69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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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 1,242,319 1,653,394

研究及開發成本：

－已攤銷的遞延開支 5,868,592 8,615,426

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於該等期間

內並無作出利得稅撥備。

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已取得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的地位，故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享有15%的較低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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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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17,300,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2,263,410,000股（二零一三年：933,7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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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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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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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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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十天內 254,610 3,910,733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1,028,686 20,635,405

六十一天至九十天 1,299,197 21,436,571

超過九十天 32,505,362 39,506,893

35,087,855 85,489,602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減少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減少

所致。信貸期一般介乎三十天至九十天或月結單後九十天或於若干情況為更長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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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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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十天內 282,000 27,732,890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1,632,814 15,703,220

超過六十天 32,899,475 41,838,477

34,814,289 85,274,587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減少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減少

所致。信貸期一般介乎三十天至一百二十天或月結單後九十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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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未經審核） 1,120,500,000 112,050,000 64,031,889 176,081,889

股本削減（附註1） – (100,845,000) – (100,845,000)

就公開發售發行新股份 

（附註2） 1,344,600,000 13,446,000 53,784,000 67,230,000

股份發行費用 – – (2,844,146) (2,844,146)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465,100,000 24,651,000 114,971,743 139,62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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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日，本公司刊發一份通函，據此，本公司建議(i)削減股本，藉註銷每股

股份0.09港元的繳足股本，將本公司的繳足股本由每股0.1港元削減至0.01港元（「股本削減」）

及將因股本削減而產生的進賬用於註銷本公司的累計虧絀；及(ii)將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的

法定但未發行普通股拆細（「拆細」）。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本公司宣佈已達成實行股本

削減及拆細的所有先決條件，以及股本削減及拆細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收市後）（香

港時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三日，本公司刊發發售章程，據此，本公司建議進行公開發售（「公開發

售」），以發行1,344,6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發售股份」）予其現有股東，基準為每五股現有

股份獲發六股發售股份，每股股份的認購價為0.05港元。公開發售須待（其中包括）上述股本

削減完成後，可方作實。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公佈，公開發售成為無

條件及發售股份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開始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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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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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時以現金按認購價每份0.27港元（可予調整）認購本公司最多合共16,807,500港元的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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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開發售，尚未行使認股權證的認購價調整為0.14港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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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53,5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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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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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得的94,400,000港元

減少約81.8%至17,200,000港元。該跌幅主要由於本回顧期間的產品銷售額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91,900,000港元減少83,600,000港元（或約91.0%）至8,30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

於自二零一三年起，我們的產品組合已由銷量相對較高但利潤率較低的傳統影音產品轉向銷量相

對較低但利潤率遠遠較高的高爾夫揮桿分析儀（「3BaysGSA」）。因此，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以來，

本集團已停止與其最大客戶之一的業務。

除產品組合轉向利潤更高的產品外，本集團亦於二零一四年專注提供項目管理服務。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提供該等服務的收入達8,9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增加310.3%。

由於產品組合轉變，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體毛利率由上一財政年度同期錄得的

14.4%增加至33.2%；及毛利於本回顧期間減少58.0%至5,700,000港元。然而，隨著二零一三年實

行成本節約措施（「成本節約措施」），包括但不限於：(a)精簡業務流程；(b)減少人力；及(c)收緊成

本控制政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淨額由上一財政年度同期錄得的

17,300,000港元收窄至10,600,000港元。

以收益分佈而言，我們來自銷售貨品、提供服務的收入及專利費的收益分別佔約48.3%（二零一三

年：97.3%）、51.7%（二零一三年：2.3%）及零（二零一三年：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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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業績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為17,200,000港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同期錄

得的收益94,400,000港元減少81.8%。收益減少主要由於產品的銷售額因上述產品組合變動及自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起終止與其中一名最大客戶之業務而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91,900,000港元減少至本回顧期間的8,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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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港元增加1,019.1%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5,000,000港元。該大幅增加主要由於貸款人豁免各自授出的若干借貸之已

於過往年度確認之利息約3,400,000港元。

研究及開發成本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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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0

港元增加49.2%至2,600,000港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被資本化

的研究及開發成本減少。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8,100,000港元減少約28.5%至

本回顧期間的5,8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自二零一三年起採納之成本節約措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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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及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費用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所錄得的11,000,000港元減少約31.9%至7,500,000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自二零一三年以來

實施成本節約措施。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融資成本約為59,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所錄得的

融資成本3,700,000港元有大幅減少，此乃由於所有銀行借貸均於二零一三年年底結清。

所得稅

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產生應課稅利潤，故於該等期間內並

無作出稅項撥備。

其他開支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確認的其他開支指於二零一四年二月提早償還一筆其他借

貸之虧損。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49,7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6,100,000港元），其中約1,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9,000港元）以

人民幣列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其他借貸為6,6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3,600,000港元）並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後悉數清償。

考慮到本集團現時現金及銀行結餘水平、從業務內部產生的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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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借貸總額 6,600,000 43,630,795

權益 67,218,068 13,679,463

73,818,068 57,310,258

資本負債比率（其他借貸總額除以其他借貸總額 

及權益的總和） 8.9% 76.1%

資本負債比率大幅下降乃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之公開發售及償還其他借貸

導致的權益增加所致。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一年內及第二年到期的銀行借貸的到期狀況分別為6,6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300,000港元）及零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300,000港元）。

資本架構

本集團的資本僅包括普通股。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發

行普通股總數分別為1,120,500,000股及2,465,100,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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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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事項。

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3,9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00,000港元）

的若干定期存款已作為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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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功能貨幣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通行匯率重新換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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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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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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作為分租方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分租其辦公室物業，經磋商的租期介乎一至兩年。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於以下期間租約到期的未來

最低租賃應收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389,737 5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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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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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955,461 473,244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79,634 492,995

1,335,095 966,239

(ii)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間末，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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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成功透過專注於銷售高利潤率產品（如3BaysGSA）及專注於提供項目管理服務以及實施多

項節約成本措施及其他增值措施，而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收窄虧損淨額。本集團將繼

續執行此業務策略及展望未來，本集團將分配資源以加強3BaysGSA的功能及透過使用其獨特的傳

感器技術開發其他體育運動分析儀。憑藉公開發售及股份認購所籌集的資金，管理層相信本集團將

可於二零一四年實現進一步改善。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完成由邦強醫藥有限公司（「邦強」）進行之股份認購及股份購買後，邦強已

成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誠如先前於邦強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六日刊發之要約文件所披露，邦強擬

繼續本集團之現有業務營運，並同時對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進行檢討，以就本集團之未來

業務發展制訂業務計劃及策略，其可能包括於適當機會湧現時收購或投資於資產及╱或業務或與

業務夥伴合作。與此同時，並未就本集團之業務發展制定任何計劃，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作出公

佈以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任何有關計劃之最新資料。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23名僱員。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

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3,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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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險、公積金供款、教育津貼

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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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邦強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同意發行

而邦強已同意按每股0.168港元的價格以現金認購本公司616,275,000股股份（「股份認購」）。同日，

邦強與本公司當時的四位股東（「賣方」）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邦強已同意按0.168港

元的價格購買而賣方已同意出售本公司合共1,010,438,121股股份（「股份購買」）。

於結算日後，本公司與邦強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聯合公佈完成認購協議及買賣協議之所有先決

條件已獲達成，而認購協議及買賣協議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完成。於緊隨股份購買及股份認購

之後，邦強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於1,626,713,121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約52.79%）

中擁有權益，建銀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已代表邦強就按要約價0.168港元收購全部1,454,661,879股股

份（「無利害關係股份」）提出無條件強制性現金要約（「現金要約」）。當中載有（其中包括）現金要

約條款詳情的要約文件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六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同日，本公司與邦強聯合公

佈自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六日起，(i)鄧淑芬女士、戴昱敏先生、劉江湲女士及桂檳先生各自已獲委任

為執行董事；(ii)王永彬先生已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及(iii)方俊先生、趙憲明先生及黃耀傑先生各自

已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與邦強聯合公佈根據收購守則第8.4條，本公司須於刊發要約文

件後14日內（即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受要約人董事會通函（「回應文件」），當中載有

（其中包括）董事會函件、獨立董事委員會就現金要約致無利害關係股份持有人及購股權持有人之

推薦建議以及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無利害關係股份持有人及購股權持有人之意見及

推薦建議。然而，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確定將載入回應文件之相關資料，故預期回應文件之寄

發日期將為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五日或之前，因此，現金要約將維持可供接納至寄發回應文件後14日

或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以較早者為準）。

上述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二零一四年

七月十六日及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之公佈內。



23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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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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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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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n Platinum Limited（附註）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43,971,300 5.84%

李揚捷先生 個人權益 270,000 0.01%

144,241,300 5.85%

附註： Keen Platinum Limited由執行董事蒙偉明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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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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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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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454,722 16.81%

Masteray Limited（「Masteray」） (a) 實益擁有人 177,634,699 7.21%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414,454,722 16.81%

592,089,421 24.02%

Sea Progress Limited 
（「Sea Progress」）

(b) 實益擁有人 592,089,421 24.02%

樂家宜女士（「樂女士」） (c)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592,089,421 24.02%
實益擁有人 10,377,400 0.42%

602,466,821 24.44%

Capital Fame Technology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64,000,000 10.71%

陳遠明先生（「陳先生」） (d)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64,000,000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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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Masteray擁有Swanland 8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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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而Sea Progress透過一個全權信託由Trust Limited（「Credit 

Suisse」）全資擁有。

(c) 樂女士為一個由Credit Suisse持有592,089,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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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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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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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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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根據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採納之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該

計劃」）授出購股權。該計劃之詳情已於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報內披露。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該計劃項下之購股權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
姓名或類別

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公開發售
調整

期內已
失效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完成
公開發售前

行使價
（港元）

完成
公開發售後

行使價
（港元）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持續合約僱員 986,349 497,711 (1.484,060) – 0.646港元 0.429港元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六日

（附註）

其他參與者
顧問 867,120 437,549 (1,304,669) – 0.646港元 0.429港元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六日

（附註）

1,853,469 935,260 (2,788,729) –

附註：

所有該等2,788,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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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失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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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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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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年報內披露。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該協議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公開發售調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完成
公開發售前

行使價
（港元）

完成
公開發售後

行使價
（港元） 授出日期 行使期

16,800,450 8,477,507 25,277,957 0.351港元 0.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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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72,325 25,569,255 76,241,580 0.351港元 0.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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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72,775 34,046,762 101,51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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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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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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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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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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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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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偉明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七名執行董事蒙偉明先生、廖意妮女士、李揚捷先生、鄧淑芬女士、戴

昱敏先生、劉江湲女士及桂檳先生；(ii)一名非執行董事王永彬先生；及(iii)六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偉

雄先生、葉偉其先生、周靜女士、方俊先生、趙憲明先生及黃耀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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