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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TECHNOLOGIES	HOLDINGS	LIMITED
環球實業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9�）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
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
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
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
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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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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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環球實業科技控股有限公
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董事經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 (�)本公佈所載資料在一切重要方面均
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
聲明產生誤導；及(�)本公佈內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
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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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營業額約為5,686萬港元（二零零八年：約
為5,7�0萬港元）。

－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約為�,5��萬港元（二
零零八年：約為�,758萬港元）。

－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約為�.0�港仙（二零零
八年：約為�.�0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八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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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未經審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二零零八年度同期未經審計
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計）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九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6,862  57,�04  19,913  �9,87�
其他收益 2 1,366  76�  675  ��0        

  58,228  58,066  20,588  �0,09�
銷售成本  (6,940	) (5,9�8 ) (2,603	) (�,9�8 )
員工成本  (15,782	) (�6,048 ) (5,342	) (4,��5 )
折舊及預付土地租賃費用攤銷  (1,189	) (�,6�� ) (196	) (99� )
最低經營租約租金  (4,087	) (�,90� ) (949	) (�,5�7 )
其他經營開支  (14,274	) (��,�5� ) (5,427	) (4,�47 )        

經營盈利 3 15,956  �8,�0�  6,071  6,�7�
財務費用  (773	) (7�� ) (45	) (�85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 ) –  (� )        

稅前盈利  15,183  �7,567  6,026  5,885
利得稅費用 4 –  –  –  –        

本期間盈利  15,183  �7,567  6,026  5,885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15,334  �7,586  6,097  5,904
 少數股東權益  (151	) (�9 ) (71	) (�9 )        

本期間盈利  15,183  �7,567  6,026  5,885        

股息 5 –  –  –  –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6 1.02  �.�0  0.40  0.�9        

 攤薄 6 1.02  �.�0  0.4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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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計）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九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盈利 15,183	 �7,567  6,026	 5,885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62	) 8,���  216	 –
 其他全面收益引起的利得稅 –	 –  –	 –       

本期間經扣除稅項後的其他全面收益 (262	) 8,���  216	 5,88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4,921	 �5,790  6,242	 5,885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15,072	 �5,809  6,313	 5,904
 少數股東權益 (151	) (�9 ) (71	) (�9 )       

 14,921	 �5,790  6,242	 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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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	 基本信息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零年修訂本）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在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為一家受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註冊地址為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
西�號�期�座���-���室。

根據為精簡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架構以籌備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營辦之創業板市場（「創業板」）上市而進行之重組後，本公司隨之
成為本集團旗下各公司之控股公司。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創業板上
市。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準備，其中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核准
的香港會計實務準則（「香港會計實務準則」）及詮釋，且以歷史成本法編製。

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
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納
者一致，惟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已生效修訂及詮譯（「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第�號（修訂） 可認沽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於一間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  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披露－有關金融工具披露之修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重新評估內嵌式衍生工具及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
 －第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客戶忠誠度計劃
 －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房地產建築協議
 －第�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第�6號

採納上述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之計算方法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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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提供支付解決方案及相關服務、木業貿易及傢俱生產，以及其
他貿易，系統集成及相關技術支援服務。本年度之營業額被確認為提供支付服務之服務
費，貨物銷售的發票淨額，系統集成及相關技術諮詢服務之發票淨額。本集團營業額及其
他收益之分析載列如下：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九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支付解決方案及相關服務收入 49,571  5�,�0�  16,991  �6,506
木業貿易及傢俱生產 7,291  6,�0�  2,922  �,�66       

營業額 56,862  57,�04  19,913  �9,87�
銀行存款利息 731  54�  466  �88
其他 635  ��9  209  ��       

總收益 58,228  58,066  20,588  �0,09�
       

3.	 經營盈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盈利乃扣除╱（計入）
 下列各項後所得：－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5,400  5,9�8  1,063  �,9�8
 折舊及預付土地租賃費用攤銷 1,189  �,6��  196  99�
 經營租約最低租金 4,087  �,90�  949  �,5�7
 出售金融資產所得 (205	) –  (62	) –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盈利）╱虧損 (32	) �0�  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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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得稅費用

(a) 由於本集團於期間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本公司於中國營運之附屬公司於期間內產生應課中國大陸企業利得稅之溢利比率
為�5%。某些中國附屬公司可享有稅項減免，據此，首個獲利年度起計首兩個財政年
度的溢利可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其後三年各年的溢利按適用稅率減半納稅（「五年稅
收優惠期」）。

(b) 利得稅費用乃指本期稅項與遞延稅項相加之和，其組成如下：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九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海外稅項 –	 –  –	 –
遞延稅項：
 本期間 –	 –  –	 –       

 –	 –  –	 –
       

5.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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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期內，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
 期間盈利 15,334  �7,586  6,097  5,904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已發行股份
 之加權平均數（股） 1,503,928,858  �,469,874,���  1,503,928,858  �,50�,9�8,858

有效之潛在攤薄普通股：
 購股權 –  –  –  –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已發行股份
 之加權平均數（股） 1,503,928,858  �,469,874,���  1,503,928,858  �,50�,9�8,858 		   		

7.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 
	 		 		 		 		 		 購股權		 		累計盈利╱		 		 少數股東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儲備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儲備		 法定儲備		 （虧損）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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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869  ��8,0�5  �,09�  �0,754  (9� ) 674  �,64�  (�9,9�9 ) ��6,0�5  –  ��6,0�5
發行新股份 �,�70  67,�70  –  –  –  –  –  –  69,440  –  69,440
以股份支付股權結算 –  –  –  –  –  �,679  –  –  �,679  –  �,67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8,���  –  –  �7,586  �5,809  (�9 ) �5,790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5,0�9  �05,�95  �,09�  �0,754  8,��0  4,�5�  �,64�  (��,�5� ) ��4,95�  (�9 ) ��4,9�4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15,039		 205,295		 1,093		 10,754		 (8,709	)	 4,531		 4,939		 (9,350	)	 223,592		 4,762		 228,35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262	)	 –		 –		 15,334		 15,072		 (151	)	 14,921
轉入累計盈利╱（虧損） –		 –		 –		 –		 –		 (670	)	 –		 670		 –		 –		 –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15,039		 205,295		 1,093		 10,754		 (8,971	)	 3,861		 4,939		 6,654		 238,664		 4,611		 24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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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和展望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的九個月期間，本集團面對外部環境的持續衝擊，仍然保
持自身穩步上升的趨勢，季度收入及利潤逐季攀升，三季度業績尤為大幅度提高，在全
球經濟低迷的逆境中走出了穩定有力的步伐。

本期間集團旗下支付業務，在整體金融環境平淡、同行競爭激烈的局勢中，開拓奮進，
表現優異，行業地位繼續保持在前五之列。就交易量而言，通過高效的業務執行和緊密
的團隊協作，各業務單元均在成本預算的範圍內超額完成業績指標，並在此基礎上進行
深挖，為實現更大的突破打下堅實基礎。本期間成功入圍中國聯通的招標，這是第三方
支付公司獲得航空母艦級別的國有企業認同的重要指標，預期後期將明顯提升整體交易
量，與中國聯通的強強合作既證明本集團技術、產品、市場等全方位支持體系在行業內
具有明顯的綜合優勢和強大的競爭力，又對集團現有的支持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將
促進支持體系更深層次的提升。從產品線來看，不斷豐富產品線是我們不變的追求，其
中國際卡凸顯優勢，穩居行業領先地位，反欺詐系統的深度應用更是增加了整體競爭
力，特別是在航空業，通過南航案例的持續深入合作及不斷深挖客戶，預計本年內將新
增數家航空業合作夥伴。同時我們創造性地進行行業支付產品的整合，如城市商業銀行
產品、跨境匯款產品、帳戶支付產品等，這些產品的創新對於我們跑過競爭對手有著重
要的戰略意義。銀行合作方面雖然銀行存在對創新型和風險稍高的合作推動稍慢的實際
情況，但在本集團的努力下本期間仍然表現不俗：接入的國內銀行數已經增至�8家，在
行業內亦屬前列；與各銀行合作進一步緊密，合作舉辦市場推廣活動、攜手銀行對釣魚
網站的欺詐進行整頓等舉措持續重磅推出市場。本期間本集團除了持續提高服務品質和
用戶體驗外，在風險控制方面的投入也是相當值得讚歎，特別是針對近期比較猖獗的欺
詐、仿冒交易問題推出了一系列的技術識別措施，大大減少了網路欺詐的發生。同時，
我們積極進行市場教育活動，使得社會對支付企業能夠提供的服務和應當承擔的責任有
了更為清晰的認識，也大大提升了百姓對網路安全交易的瞭解。本期間我們還就基金項
目成立了項目團隊，力爭在該領域有所斬獲，這也將是後期業績以加速度增長的有力保
障。本期間，監管部門與本集團溝通緊密，不僅人行支付結算司司長到訪演講，同時反
洗錢處也邀請我們就支付業務的相關反洗錢問題進行專業交流，這是對我們的專業和合
規的很高程度的讚揚。

本期間集團旗下木材資源業務品牌建設和市場開拓並重，各項舉措初見成效，在年內市
場需求大幅減少的情況下，完成了與去年同期銷售基本持平的成績。本期間品牌建設打
開新局面，新註冊了“弘木印象”品牌，以此為載體更好地詮釋產品內涵，並著手進行一
系列品牌和市場的策劃，為第四季度和明年零售市場的開拓做好支持；本期間市場開拓
卓有成效，在南京和上海新增�家代理商，在上海新增自營門店�家，預期零售和管道的
銷售在第四季度將穩步增長；本期間大客戶關係拓展方面亦有斬獲，產品和服務均獲得
不少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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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集團位於上海徐匯區的辦公大樓工程已於八月中旬順利封頂，土建部份接近完
成，現正按計劃進行後續工作，大樓可望於本年底落成。本期間，集團的產業園區策劃
獲得相關部門的高度認同，大大增強了集團在上海大刀闊斧高速發展的信心和決心。

本期間集團的資信進一步加強，特別是在銀行信貸方面獲得不少主流銀行對我們的高信
譽度的評價。

本集團在本期間繼續穩中求進的策略，完善、加強制度建設和企業文化建設，同時重視
引進、培養優質人才，不斷積蓄力量、勤練內功，以期厚積薄發，在機會到來時一鳴驚
人，謀求更長遠的發展。

前景展望

我們彷彿聽到春芽綻開時那新鮮的聲音，但我們仍然不知道生機勃勃的春天和我們之間
的距離，然而我們相信有準備的我們一定能夠抓住社會環境和產業環境中的每一個契
機，實現自身更大的發展。

支付業務方面，未來的一年對於我們來說相當重要，無論是政府監管、行業整合還是跨
行業合作都可能出現很多機遇也可能存在很多風險，抓住機遇遠離風險是我們能夠爆發
性增長並持續大放異彩的重要保障，我們會在各主要方面繼續投入十二分的精力，確保
我們的市場地位能夠穩中有升。交易量的持續增長是發展基礎，市場關注並使用相當重
要，我們在穩健市場份額的同時又要加大市場影響，首先通過鞏固現有領域，根據地域
產品使用、商戶情況等進行市場深入分析，以個性化產品對應相對區域，以得到產品推
廣和使用的最大化；其次，我們根據行業分析，結合各區域特點，進行深度挖掘，以用
戶為導向，挖掘現有客戶深度需求，並著力為重點行業量身訂制支付解決方案，大力強
化支付專家的行業地位。同時，支付供應鏈的前端銀行合作也是重中之重，因銀行的總
部多位於北京，我們將強化北京公司的力量，就與北京地區銀行合作的全面方案和策略
加大執行力度，謀求更多的合作和發展。此外，重點項目和創新產品的差異化和深入化
是我們的重要競爭優勢，預計在未來半年我們會通過合作或自行開發推出數個重點項目
和創新產品。隨著重點項目的引進和啟動，業務支持體系上我們將會吸收更多的專業人
才，儲備人力，以適應、配合、促進公司整體的快速發展。勿庸置疑，監管部門加大關
注力度將促進行業更為良性發展，鼓勵金融創新、指引支付服務的專業化，對未來集團
支付業務快速創新和高速增長大有裨益，我們全心期待並高度關注監管政策的明朗化。
我們亦不排除在行業規範的進程中的各項資本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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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資源業務，前期在銷售及宣傳策略上的調整和整合初見效益，銷售模式更為靈活、
全面。上海自營門店的開設，除在零售渠道試水之外，亦是我們獲取市場信息的重要來
源，有利於第一時間獲得市場信息從而提供更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我們預計未來產品
優勢向銷售額轉化的比例將進一步提升。我們也不排除資源行業存在的併購合作可能，
我們將積極配置資源探討合作的可能性以便將是項業務進一步鞏固和擴大。

總部大樓的落成指日可待，我們相信大樓的落成，將會為集團資產增值帶來支持，同時
亦減輕面對租金攀升的開支壓力以及擁有穩定的租金收入。各分析報告均顯示大中華區
的辦公樓市場在第三季度漸趨活躍，投資氣氛濃厚，尤其二零一零年世博會臨近，上海
市中心區域的辦公室需求將更加強勁，園區的需求也進一步增加，在多方面的有利條件
下集團隨時做好準備，抓住經濟週期的契機、繼續創造美好的發展。

本集團將根據政策導向強化我們的戰略佈局，中央政府將上海建設成為國際經濟、金
融、貿易及航運中心的政策，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加強優勢互補和戰略合作的政策，是
集團各項業務發展的機會。我們將順勢而為，在幾個重點城市深度佈局，借助政策的東
風，形成多方位聯動優勢。

此外，我們仍將著力於集團內部，通過集團制度建設、溝通及工作流程建設和企業文化
建設，集團品牌建設，人才引進及精進計劃提高集團的戰鬥力，我們相信強有力的制度
保障、富有凝聚力的企業文化、強大的品牌效應、優秀的人才是我們打造集團核心競爭
力，在詭譎多變的市場中力爭上游的立足之本。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每一次總結，都是下一次征程的起點。面對成
績，我們不驕不躁；面對困難，我們愈發奮勇。不管風和日麗或風吹雨打，我們以一貫
的信心和堅定，認準方向、踏實前行，前方，是更好的風景！



- �� -

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務證券之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或彼等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
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務證券之權益或淡倉中，屬於(i)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
的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所擁有或被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ii)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5�條存置的登記冊；或(iii)根據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規定之
董事證券買賣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佔本公司已
	 普通股股份權益	 於普通股之	 於相關股份	 	 發行股份	
董事名稱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權益總額	 之權益總額	 權益總額	 	百分比
	 	 	 	 	 （附註�）

執行董事：

劉揚生先生（附註�）	 – – 4��,780,000 4��,780,000 – 4��,780,000 �8.05%
劉瑞生先生（附註�） – – – – 5,�00,000 5,�00,000 0.�4%
欒毓敏女士（附註�） – – – – 7,400,000 7,400,000 0.49%
任莉莉女士（附註�） – – – – 5,�00,000 5,�00,000 0.�4%

非執行董事：

周卓立先生（附註�） – – 67,540,000 67,540,000 – 67,540,000 4.49%

獨立非執行董事：

孟立慧先生 – – – – – – –
萬解秋先生 – – – – – – –
方香生先生 – – – – – – –
劉吉先生 – – – – – – –

附註：

�. 劉揚生先生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公司權益乃由World One Investments Ltd. （「World One」）持
有。由於World One的全部已發行股份由劉揚生先生全資實益擁有，因此劉揚生先生被視為
於該等普通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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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瑞生先生、欒毓敏女士及任莉莉女士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權益乃其根據本公司若干購股
權計劃獲授之購股權權益。

 本公司購股權權益詳情載於「購股權」一節。

�. 周卓立先生於本公司67,540,000股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權益由立信國際有限公司（「立信」）
持有。周先生擁有立信50%之權益，周先生被視為於立信持有的該等普通股中擁有權益。

4.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之期間，本集團於期內概無於任何時間發行債務證券。

除上文披露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任何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或彼等
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之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務證券之權益或淡倉中，屬於(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第7及第8分部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所擁有或被視作擁有的權益或
淡倉）；或(ii)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條存置的登記冊；或(iii)根據聯交所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規定之董事證券買賣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
益或淡倉。

董事確認，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之期間：

(i) 本公司已採納一項有關董事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其條款之嚴格性不低於創業板上
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規定之證券買賣準則；及

(ii) 所有董事均遵守規定之證券買賣準則以及本公司董事證券交易操守準則。



- �4 -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分第二、三分部須予披露之權益或淡倉及主要股東

就本公司各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以下人士於本公司股
份、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分第二、三分部的規定作出披露的權
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
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的5％或以上權益：

(a)	 本公司之好倉股份

名稱	 權益類型	 股份數目	 權益百分比

World One Investments 
 Limited（附註�） 實益擁有人 4��,780,000 �8.05%
永城實業有限公司（附註�） 實益擁有人 �06,000,000 7.05%

附註：

(�) World One Investments Limited由劉揚生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 永城實業有限公司由蔡雄輝先生和周航先生等份實益擁有。

(b)	 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之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所知概無其他人士持有公司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之好
倉。

(c)	 本公司股份及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之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所知概無其他人士持有公司股份及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
份之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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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二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採納下列購股
權計劃：

(A)	 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旨在使本公司授出購股權以提高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權益，從而吸引、
挽留及獎勵本集團旗下任何公司之所有董事（不論執行或非執行及不論獨立或非獨
立）、僱員（全職或兼職）、任何諮詢人或顧問（不論以受聘或以合約或榮譽形式提供
服務及不論有薪或無薪）（「合資格人士」）及董事會全權認為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任何
其他人士；嘉獎合資格人士努力不懈為本集團提供更好服務之表現，並藉鼓勵資本
累積及給予股份擁有權，加強該等人士對公司溢利貢獻。董事可酌情邀請任何合資
格人士接納可認購股份之購股權。

任何一位參與者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可獲之最高配額（包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之購股
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購股權持有人不得於購股權授出當日起計十年後根據購股權認購股份。承授人須在
接納購股權時就獲授之購股權支付�.00港元之代價予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
之每份購股權所認購股份之認購價須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核定，惟該價格不得少於以
下兩項價格之較高者：(i)每股股份於授出日期（該日必須為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
價表所列在創業板之收市價；及(ii)每股股份於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
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在創業板之平均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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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於期內的變動概述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九月三十日
承授人	 授出日期	 歸屬期	 行使期	 行使價	 尚未行使		 年內授出		 年內行使		 年內失效		 尚未行使

初始管理層、 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00港元 �50,000  –  –  –  �50,000
 股東及僱員  二月七日  二月七日  二月七日
   全部歸屬  至二零一二年
    二月六日

本集團高級 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400港元 70,000  –  –  –  70,000
 管理層及  四月九日  四月九日  四月九日
 僱員   全部歸屬  至二零一二年
    四月八日

本集團董事、 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0.��8港元 �5,�90,000  –  –  (�5,�90,000 ) –
 高級管理層  五月二十一日  五月二十一日  五月二十一日
 及僱員   全部歸屬  至二零零九年
    五月二十日

本集團董事、 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0.�00港元 �7,780,000  –  –  (�,��0,000 ) �4,660,000
 高級管理層  二月二十二日  二月二十二日  二月二十二日 
 及僱員   全部歸屬  至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0.�00港元 �7,780,000  –  –  (�,��0,000 ) �4,660,000
   二月二十二日  二月二十二日
   至二零零九年  至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二日  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一零年 0.�00港元 �7,780,000  –  –  (�,��0,000 ) �4,660,000
   二月二十二日  二月二十二日
   至二零一零年  至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二日  二月二十一日             

     �09,050,000  –  –  (�4,650,000 ) 74,400,000
             

附註：–

(�) 本公司已向各購股權計劃之承授人收取�.00港元之代價。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及尚未行使之股份總額為
74,400,000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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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於本期間，概無任何董事、主要股東或管理層股東（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於任何對本集團
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優先權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對優先權作出任何規定，強制本公司按比例向
現有股東發售新股。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5所載企業
管理常規守則（「守則」）載列之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二日設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8條之規
定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
內部監控制度。

審核委員會現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孟立慧先生、萬解秋先生、方香生先生和劉吉先生
組成。孟立慧先生是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未經審計簡明綜合財務報
告，並認為該等報告之編制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公佈之會計實務準則，創業板上市規
則，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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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至5.45條規定
的有關董事會常規及程序之規定。

承董事會命
劉揚生
主席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

於此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劉揚生先生（主席）
劉瑞生先生
欒毓敏女士
任莉莉女士

非執行董事：
周卓立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孟立慧先生
萬解秋先生
方香生先生
劉吉先生

本公佈於其刊登後七日內保留在創業板之網址之「最新公司公佈」之網頁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