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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有過往溢利

紀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可能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之

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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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人

士。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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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板通過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頁發布消息。上市公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

公布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之人士應注意彼等須閱覽創業板網站，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

之最新資料。

本文件（EVI教育亞洲有限公司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此負上全責）所載資料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

則之規定提供有關EVI教育亞洲有限公司之資料。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

及確信：(1)本文件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確屬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成份；(2)本文件並無遺漏其

他事宜，以教本文件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3)本文件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

並建基於公平合理之基準及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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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EVI教育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內」）之中期報告，以及二零零二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

回顧期內，全球經濟發展放緩，儘管經營環境艱鉅及顧客消費力減弱，本集團已就其電子教育服務

業務採取正確發展策略，並已建立良好知名度。本集團網站開發工作備受大眾尊崇，而為教育統籌

局開發之「香港50種常見樹木第一輯」項目榮獲雅虎香港「2002好站評選」亞軍。

由於近年出生率持續下降，故本港幼稚園及幼兒園之競爭漸趨激烈。此外，「非典型肺炎」擴散導致

所有學校停課，本集團業務運作亦受到影響。反之，教育界人士更著重以電子方式傳送資料及通訊。

本人相信，本公司將於短期內重拾升軌。為保持業務增長及維持市場競爭力，本公司銳意透過不斷

提升及改良產品功能，專注於EVI核心網上系統業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4倍至約8,628,000港

元（二零零二年：3,595,000港元），而期內股東應佔虧損淨額則減少約29%至約4,350,000港元（二零

零二年：6,136,000港元）。儘管本集團仍然錄得虧損，本集團之現金流出淨額卻僅為736,000港元（二

零零二年：8,38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大為改善，乃成本控制及信貸監控措施收效之故，本集團目

標在於來年達致現金收支平衡。簡而言之，於經濟低潮期，本集團將繼續採取必要成本控制政策，

以保留其財務資源，為股東提供最佳利益。

最後，本人謹藉此機會，就股東、顧客及合作夥伴的不斷支持，以及管理層及員工於期內之積極貢

獻及專注努力致以衷心謝意。本人亦代表董事會向所有前線醫護人員之辛勤工作致以最崇高敬意。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龐維新

香港，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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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回顧

客戶基礎及收入

作為香港之主要互聯網教育供應商，本集團對準幼稚園、中小學、教師、家長、學前兒童及幼兒所需，

提供中英文學前教育服務。EVI網上系統繼續獲得用戶好評。

本集團現時之EVI網上系統分為「校園天地」、「家長天地」、「兒童天地」及「會員天地」四個範疇。

儘管經濟逆轉，本集團仍能成功吸納新幼稚園機構用戶於二零零二年九月新學年開始訂閱EVI網

上系統。本集團並已於二零零二年九月開始向「家長天地」及「兒童天地」用戶收取訂閱月費。為進

一步擴大客戶基礎，本集團並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推出新「會員天地」，加插更多互動功能及文

章。EVI集團已建立逾30,000名包括學生、家長及教師之用戶基礎，以網上基礎或透過伺服器使用

本集團教學活動。

除了提供核心網上教學服務以外，本集團亦與商業夥伴合作，推銷專利卡通人物商品。本集團現向

其客戶提供一系列優質產品及支援服務。

市場推廣

期內，本集團推行一連串品牌建立及市場推廣計劃，提升本集團形象。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一月十

一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辦「閱讀圖書賞析」研討會，吸引了約50所幼稚園超過100名代表熱烈參與。

本集團更榮幸邀請到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院的高級講師聯同兩位校長蒞臨演講及主持揭幕

儀式。本集團之客戶服務隊伍亦積極參與各種推廣活動，如書店宣傳、幼稚園開放日及家長日等。

開發及推出新產品、素材及功能

本集團認為，透過EVI網上系統提供更多增值服務乃獲得額外收入及吸引其現有用戶繼續支持和

提高其投入感之最有效方法。除不斷更新各部分的素材外，本集團現已推出如圖書館系統、KAMS

（幼稚園進階行政管理系統）及會計系統等新管理模組。EVI 通訊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出版。董

事相信，所有該等新發展均有助加強客戶對EVI優質教育服務品牌之信心和投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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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另一個入門網站 I-Cube（www.icubeworld.com），開創先河向小學生及家長銷售複習練習及

遊戲娛樂，成功獲超過100所小學參與，繳費會員數目亦不斷上升。該入門網站目前每月更新複習

題內容，程度適合小一至小六學生。期內，I-Cube曾舉辦「I-Cube校際智能爭霸戰」，獲逾30所小學踴

躍參加，而總決賽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都會商場舉行，由I-Cube與香港幼兒教育服務聯

會（「幼聯」）聯合主辦。本集團相信，I-Cube可繼續產生額外收益，並有助本集團在教育界打響名堂。

系統基建及技術部署

技術發展方面，本集團繼續為EVI網上系統研究新增功能，包括網上攝錄機及保安系統。本集團的

內部技術人員亦研究條碼及其他電子儀器的應用，務求為幼稚園用戶提供更多應用功能。期內，本

集團與商業夥伴合作，開始為學校客戶安裝其「分享式電腦系統」解決方案，節省硬件成本。

策略性收購

本集團於去年收購思進電腦香港有限公司後，該公司繼續積極營運，透過向客戶提供更多樣化服

務及離線產品向本集團作出貢獻。

展望

憑藉本集團於教學及資訊科技業務之資深經驗及其向家長、教師與兒童提供優質教學服務的熱誠，

本集團將竭力擴大其香港市場份額。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新業務及開發新網上項目如教

育統籌局「香港常見樹木第二輯」或其他商界贊助計劃，為本集團帶來額外收益。

就離線商機，特別是中國內地市場而言，本集團繼續以審慎態度評估各種方法，包括收購業務或合

營企業，以達到其長遠策略發展目標。然而，增加EVI平台用戶數目及進一步開拓香港及其他市場

的商機仍然為本集團一貫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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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4倍至約8,628,000港

元（二零零二年：3,595,000港元），當中約51%源自香港幼稚園訂閱EVI網上系統的經常性訂閱收入

約4,387,000港元。離線收入增長2.0倍，總營業額當中約20%來自提供電腦及資訊科技培訓課程，另

有29%來自銷售及安裝電腦軟硬件和網頁開發。期內股東應佔虧損淨額減少約29%至約4,350,000

港元（二零零二年：6,136,000港元）。儘管本集團仍然錄得虧損，本集團之現金流出淨額卻僅為

73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8,38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大為改善，乃成本控制及信貸監控措施收

效之故。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營業額上升至約4,09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

1,62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約2,566,000港元（二

零零二年：約5,023,000港元）。

本集團的財政狀況一直維持於相當穩健的水平，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手頭現金約達

24,300,000港元，且並無任何負債。董事認為，經常性訂閱收入穩定，加上網上及離線業務具備發展

空間，故深信本集團日後的財務狀況將繼續獲得加強。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一般自其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配售所得款項餘額為其營運及投資業務提供資金。於二零

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經審核流動資產淨值約22,289,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2,790,000

港元），當中包括約24,32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5,063,000港元）現金及銀行存款。綜合非流動負

債總值為零港元（二零零二年：5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

借貸或銀行融資（二零零二年：無）。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長期債務相對資產總值之百分比）為0%（二

零零二年：1.3%）。董事認為，本集團現行財務資源充裕，足以應付其承擔及現行營運資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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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及外匯風險

自本公司股份於創業板上市所得而未動用的款項已存入香港銀行作短期計息存款。本集團於申報

期間內並無獲取任何銀行融資。本集團的收入全以港元結算，而本集團具備充裕經常性現金流量，

以應付其營運資金所需。本集團就財務風險管理及外幣管理與利率風險採取審慎政策。因此，本集

團面對的外匯波動風險甚微，極少需要採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二零零二年：無）。

重大收購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未來計劃

本公司股份於創業板上市所得款項用途將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六日刊發之售股章程所述

業務目標貫徹一致。除此以外，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重大投資及收購重大資本

資產之未來計劃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僱員資料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5,03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5,597,000港元）。員工人數由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之60名減少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55

名。僱員薪酬乃按市場水平釐定，並設有酌情花紅及醫療保險、強制性公積金、購股權及適當培訓

等福利。本集團已檢討其僱員薪酬政策、花紅及購股權計劃，並按員工表現每年獎勵員工。購股權

計劃之詳情載於有關部分。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零二年：無）。



– 7 –

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之比較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實際業務進展與載於售股章程之

業務目標之比較概述如下。

二零零一年三月六日之

售股章程所列業務目標 實際業務進展

客戶基礎

1. EVI網上系統 :

達到約220所香港幼稚園及26,400名

香港家長之客戶基礎。

2. 電腦培訓及系統集成服務：

維持12所香港幼稚園之客戶基礎。

收益

1. EVI網上系統：

幼稚園用戶之訂閱收入和家長及兒童

用戶訂閱費收入達到分別佔收益額

28%及72%之比例。

2. 開始產生EVI網上系統澳門及中國版

收益。

3. 電子商貿收入

開始自於香港銷售專利卡通人物商品

與於香港EVI網上系統分銷電子商貿

產品及服務產生收入。

由於經濟持續疲弱，香港幼稚園規模亦縮小，本集團

已建立超過30,000名學生、家長及教師和超過150所幼

稚園之用戶基礎，該等用戶使用本集團網上或伺服器

計劃。本集團已設立「會員天地」及I-Cube入門網站，

擴闊其客戶基礎

去年收購新附屬公司後，本集團已將其服務擴展至超

過100所香港幼稚園及中小學。

鑑於中產住戶寬頻接駁成本較高，使用率亦偏低，本

集團繼續依靠幼稚園之服務收益。本集團相信，由於

家居寬頻應用日漸普及，長遠而言可逐步減輕對幼稚

園收益之依賴。

由於全球經濟衰退，加上市場氣氛不明朗，本集團已

押後於澳門及中國兩地發展業務。然而，本集團已到

訪澳門、上海、珠海、廣州及重慶與多個團體建立聯

繫。

正建立本集團卡通人物的知名度，並透過派發贈品展

開宣傳。「網頁橫額」廣告等其他電子商貿業務方面，

現時的需求及收費均大幅下降。因此，本集團積極發

展香港特區政府及商界網站開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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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三月六日之

售股章程所列業務目標 實際業務進展

開發及推出新產品、素材及功能

1. 繼續就EVI網上系統開發新素材及功

能。

2. 於香港開始大量生產、宣傳及銷售本

集團專利卡通人物商品。

銷售及市場推廣

1. 繼續於香港、澳門及中國推行及安排

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並推廣主要互

聯網教育平台EVI網上系統，提升知

名度。

本集團除不斷更新「校園天地」的素材，更加入如節

日故事等新素材，本集團現已開發如圖書館系統及

KAMS（幼稚園進階行政管理系統）等新管理模組，而

會計系統亦正進行最後測試。「家長天地」及「兒童天

地」亦加插了更多互動功能、文章及新遊戲。

本集團已開發一系列專利卡通人物，並已挑選數個最

受歡迎的人物進行宣傳。由於電子商貿模式急速轉變

及電子交易需求偏低，於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本集團

趨向與商業宣傳夥伴合作，而不大量生產。

期內，本集團推行一連串品牌建立及市場推廣計劃，

以提升本集團的形象。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一

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辦「閱讀圖書賞析」研討會，吸

引了約50所幼稚園超過100名代表熱烈參與。本集團

更榮幸邀請到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院的高級講

師聯同兩位校長蒞臨演講及主持揭幕儀式。本集團之

客戶服務隊伍亦積極參與多項推廣活動，如書店宣

傳、幼稚園開放日及家長日等。

本集團已與澳門、上海、珠海、廣州及重慶客戶展開初

步市場接觸，並審慎監察有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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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發展、策略性收購及聯盟

管理層與不同潛在夥伴保持聯繫，並計劃與其合作，

擴展業務至中國大陸以及其他亞太區市場。

已押後其他華語地區（不包括澳門及中國）之業務計

劃，然而，本集團相信，由於本集團具備充裕資源應付

日後增長及發展，故不會造成重大影響。

技術開發方面，本集團將繼續就發展EVI網上系統的

骨幹架構投放資源。

本集團的內部技術人員已研究條碼及其他電子儀器

的應用，增添EVI網上系統之功能。此外，本集團與其

他商業夥伴合作，開始為學校客戶安裝「分享式電腦

系統」解決方案，節省硬件成本。

本集團透過招聘加強銷售及市場推廣部門、素材部門

及技術部門，此外，本集團購入一間附屬公司擴大其

產品、服務及客戶基礎，整體職員人數已因而增至約

55人。

1. 與電子商貿賣方小組組成聯盟，分銷

EVI網上系統產品及服務。

2. 探討開拓其他華語市場之可能性，並

審閱藉策略性收購、合營企業及聯盟

進一步開拓本集團業務之任何商機。

系統基建及技術部署

1. 檢討本集團整體技術部署或因資訊及

科技技術和互聯網之任何轉變而需作

出轉變、升級及修改。

人力資源、營運及管理

1. 就本集團整體業務維持整體職員人數

約42名。

檢討本集團不同部門及業務是否需增

聘員工。

二零零一年三月六日之

售股章程所列業務目標 實際業務進展



– 10 –

所得收益用途

本公司透過配售方式發行新股所得收益淨額於扣除全部有關開支後約為52,000,000港元。截至二

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所得款項淨額撥付下列各項：

從二零零一年三月六日

之售股章程摘錄

之數額

截至 截至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總額 三月三十一日 已動用實際數額

EVI網上系統開發及推出新素材及功能 7.0百萬 6.5百萬 5.2百萬

提升及改善系統基建及技術部署 11.5百萬 9.5百萬 6.7百萬

購買及提供硬件予幼稚園推廣使用

EVI網上系統 8.5百萬 6.5百萬 5.3百萬

發展EVI網上系統網上廣告、電子商貿

及有關功能 7.0百萬 4.5百萬 4.1百萬

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 6.0百萬 5.5百萬 6.0百萬

營運資金 12.0百萬 9.6百萬 12.0百萬

52.0百萬 42.1百萬 39.3百萬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餘下所得收益淨額約12,700,000港元，存放於香港銀行以作短期附息

存款。

由於經濟衰退，加上本集團採取更嚴緊成本控制措施，因此首次公開售股所得款項耗用較預期慢。

然而，對本集團之業務進度並無重大影響。營運資金流出增加主要由於去年收購資歷甚佳的教育

服務供應商之80%權益。董事相信所得收益足以應付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六日之售股章程所

述有關期間全部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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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094 1,627 8,628 3,595

利息收入 75 134 142 288

銷售成本 (800) (127) (1,628) (632)

提供互聯網教育

服務成本 (142) (107) (275) (181)

員工成本 (2,506) (2,686) (5,032) (5,597)

折舊 (1,372) (701) (2,112) (1,402)

無形資產攤銷 (735) (1,337) (1,552) (2,655)

一般及行政開支 (1,177) (1,823) (2,494) (3,081)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 － 6,318

無形資產減損撥備 － － － (2,786)

除稅前虧損 (4) (2,563) (5,020) (4,323) (6,133)

稅項 (5) (6) － (22) －

除稅後虧損 (2,569) (5,020) (4,345) (6,133)

少數股東權益 3 (3) (5) (3)

股東應佔虧損 (2,566) (5,023) (4,350) (6,136)

每股虧損－基本 (6) (0.06)港仙 (0.13)港仙 (0.11)港仙 (0.1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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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機器及設備 (7) 2,804 4,643
無形資產 (8) 3,082 5,587

非流動資產總值 5,886 10,230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9) 1,741 2,90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流動資產 678 784
現金及銀行存款 24,327 25,063

流動資產總值 26,746 28,75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323) (951)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725) (2,066)
客戶按金 (1,936) (1,862)
結欠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款項 (11) (460) (960)
應付稅項 (13) (124)

流動負債總值 (4,457) (5,963)

流動資產淨值 22,289 22,79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8,175 33,020

由下列項目提供資金：
股本 (12) 40,000 40,000
儲備 (13) 37,290 37,290
累計虧絀 (13) (49,170) (44,820)

股東資金 28,120 32,470
少數股東權益 55 50
非流動負債
結欠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款項 (11) － 500

28,175 3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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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363) (6,431)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373) (1,95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736) (8,3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期初 25,063 41,453

於期終 24,327 33,067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累計虧絀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 40,000 22,372 14,918 (26,943) 50,347

股東應佔虧損 － － － (6,136) (6,136)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40,000 22,372 14,918 (33,079) 44,211

股東應佔虧損 － － － (11,741) (11,741)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40,000 22,372 14,918 (44,820) 32,470

股東應佔虧損 － － － (4,350) (4,35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40,000 22,372 14,918 (49,170) 2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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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會計實務準則（「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申報」而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須與本公司二零零二年年報共同參閱。

在二零零二年之年報中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適用於中期業績，惟於期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布若干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會計期間生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及有關詮釋。

與本集團有關之新訂會計實務準則如下：

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 ： 編製財務報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經修訂） ： 外幣折算

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 ： 現金流量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經修訂） ： 中期財務報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 ： 員工福利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惟審核委員會已加以審閱。

(2) 營業額及收益

本集團從事電腦軟硬件銷售及安裝，提供電腦培訓服務及互聯網教育服務。截至二零零三年三個月及六個

月確認之收益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互聯網教育費用 2,098 1,107 4,387 2,173

電腦軟硬件銷售及安裝 1,000 106 2,069 696

電腦培訓費用 906 314 1,748 506

網站製作費用 90 100 424 220

總營業額 4,094 1,627 8,628 3,595

利息收入 75 134 142 288

總收益 4,169 1,761 8,770 3,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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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申報

本集團按全球基準劃分三項主要業務分類及香港一項地區分類，業務分類包括電腦軟硬件銷售及安裝、電

腦培訓和互聯網教育。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電腦軟硬件

互聯網教育 銷售及安裝 電腦培訓 其他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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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4,387 2,173 2,145 696 1,748 506 348 220 8,628 3,595

分類（虧損）溢利 (3,176 ) (6,621 ) (892 ) (1,108 ) 144 192 (241 ) (223 ) (4,165 ) (7,760 )

未分配成本 (158 ) 1,627

除稅前虧損 (4,323 ) (6,133 )

稅項 (22 ) －

除稅後虧損 (4,345 ) (6,133 )

少數股東權益 (5 ) (3 )

股東應佔虧損 (4,350 ) (6,136 )

其他資料

分類資產 4,984 10,111 1,124 2,269 1,519 2,455 123 92 7,750 14,927

未分配資產 24,882 35,574

資產總值 32,632 50,501

分類負債 2,535 2,638 542 1,199 514 1,487 63 43 3,654 5,367

未分配負債 803 923

負債總值 4,457 6,290

資本開支 373 6,446 － 903 － 903 － － 373 8,252

折舊 1,922 1,153 47 124 109 82 34 43 2,112 1,402

攤銷 1,050 2,640 251 8 251 7 － － 1,552 2,655

減值虧損 － 2,786 － － － － － － － 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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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之除稅前營業虧損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扣除下列各項：

互聯網接駁成本 142 107 275 181

銷售成本 800 127 1,628 63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 2,388 2,486 4,679 5,201

－退休金－公積金 118 200 353 396

經營租約租金

－物業 184 253 688 702

－電腦伺服器 107 123 209 246

折舊 1,372 701 2,112 1,402

無形資產攤銷：

－網站開發成本 526 532 1,050 1,060

－商譽 209 15 502 15

－特許權 － 790 － 1,580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特許權 － － － 2,786

出售機器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 － 53 －

計入下列各項：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 － 6,318

利息收入 75 134 142 288

(5) 稅項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於二零二一年前獲豁免開曼群島稅項。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之附屬公

司乃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法註冊成立，因此獲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利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集團產生或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以16%稅率作出撥備。

(6)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虧損分別

約4,350,000港元及2,56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6,136,000港元及5,023,000港元）及被視為於年內已發行之

加權平均股份數目約4,000,000,000股（二零零二年：4,000,000,000股）計算。

由於每股攤薄虧損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之每股攤

薄虧損。由於在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並無出現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

列該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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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機器及設備

租賃 傢俱及

物業裝修 辦公室設備 電腦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 1,886 710 8,705 11,301

期內添置 53 5 268 326

期內出售 (151) － － (151)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788 715 8,973 11,476

累計折舊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 1,492 532 4,634 6,658

期內撥備 322 56 1,734 2,112

期內出售 (98) － － (98)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716 588 6,368 8,672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72 127 2,605 2,804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394 178 4,071 4,643

(8) 無形資產

網站

開發成本 商譽 特許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 2,710 2,877 － 5,587

添置 47 － － 47

期內攤銷 (1,051) (501) － (1,552)

期內抵銷 － (1,000) － (1,00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706 1,376 － 3,082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 6,477 2,511 6,318 15,306

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 (4,771) (1,135) (6,318) (12,224)

賬面淨值 1,706 1,376 － 3,082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成本 6,430 3,511 6,318 16,259

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 (3,720) (634) (6,318) (10,672)

賬面淨值 2,710 2,877 － 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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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

二零零二年，本集團以現金總代價3,500,000港元購入香港一資歷甚佳之教育服務供應之80%權益，代價當

中1,000,000港元，有待該附屬公司於未來兩年內達致特定溢利時方予支付（見附註11）。而在附屬公司董

事局同意下，由於經濟向下少數股東未能達致特定溢利的水平。因此，餘下的購買代價已免除及結欠附屬

公司少數股東款項已調整於商譽價值。

(9) 應收賬款

本集團大部分營業額遵照監管有關交易之合約所列明條款以記賬方式收取。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057 2,092

31至60日 198 422

61至90日 59 221

超過91日 748 355

2,062 3,090

減：呆賬撥備 (321) (184)

1,741 2,906

(10) 應付賬款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236 620

31至60日 － 165

61至90日 － 10

超過91日 87 156

323 951

(11) 結欠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款項

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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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普通股股本：

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4,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40,000 40,000

(13) 儲備變動

除期內已確認累計虧損外，本集團於期內之儲備並無任何變動。詳細的儲備變動已呈列於簡明綜合權益變

動表。

(14) 經營租約的承擔

根據多項不可撤銷經營租約協議，本集團就其物業及電腦伺服器錄得經營租約承擔。根據該等協議應付之

承擔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不超過一年 1,992 1,694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1,070 1,922

3,062 　3,61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本集團並無就二零零二年

同期宣派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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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中之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所

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董事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中擁有之權益，

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0至

第5.59條所規定，董事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中擁有而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本公司股份數目

持股量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百分比

龐維新先生（「龐先生」）

（附註1） 55,610,000 － 2,609,200,000 2,664,810,000 66.62%

張士昆先生 4,000,000 － － 4,000,000 0.10%

龐盧淑燕女士（附註2） － 2,664,810,000 － 2,664,810,000 66.62%

附註：

1.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2,609,200,000股股份乃以Summerview Enterprises Limited之名義註冊，並由

其實益擁有及55,610,000股股份乃以龐先生之名義註冊。Summerview Enterprises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

本乃以龐先生之名義註冊，並由其實益擁有。龐先生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權益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8.16(1)條規定列為公司權益。

2. 龐先生乃龐盧淑燕女士之兒子，因此龐盧淑燕女士被視為於Summerview Enterprises Limited實益擁有之

2,609,2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及55,610,000股股份並由龐先生其實益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之任何證券中擁有權益，亦概無任何董事、任何彼等之配偶或

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於年內擁有任何權利以認購本公司證券或已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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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a) 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採納之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公開售股前之購

股權計劃」），已於同日向本集團若干執行董事及員工授出購股權，以按每股股份0.076港元之

價格（已調整）認購合共210,000,000股股份，行使期限由二零零二年三月十六日至二零零五

年三月十五日。

授予本公司董事之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

姓名 每股股份認購價 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

龐先生 0.076港元 100,000,000

龐盧淑儀女士 0.076港元 81,000,000

張士昆先生 0.076港元 25,000,000

劉偉樹先生 0.076港元 4,000,000

210,000,000

所有該等購股權可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五日在創業板上市起計十二個月屆滿

後三年內行使，惟承授人因行使購股權而有權認購之股份數目最多不得超過 :

(a) 該三年期間首年內，購股權總數30%；

(b) 該三年期間第二年內，購股權總數60%；及

(c) 該三年期間第三年內，餘下未行使購股權。

(b) 公開售股後之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公開售股後之購股權計劃」），

已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向其後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一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之

劉偉樹先生授出購股權，以按每股股份0.208港元之價格（已調整）認購合共2,500,000股股份，

行使期限由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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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該等購股權可自授出購股權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屆滿後三年內行使，惟承授人因行使購股

權而有權認購之股份數目最多不得超過 :

(a) 該三年期間首年內，購股權總數30%；

(b) 該三年期間第二年內，購股權總數60%；及

(c) 該三年期間第三年內，餘下未行使購股權。

概無上述購股權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獲行使。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控股

公司並無涉及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可購入本公司或任

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從而取得利益。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授出合共可認購為數221,500,000股股

份的購股權及根據公開售股後之購股權計劃授出合共可認購21,00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尚未行使。

所有購股權均受上文「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一節所述相同之行使時間條件限制。

(1) 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向本公司若干

董事及僱員有條件授出可按相等於0.076港元（已調整）之行使價認購合共255,000,000股股份

之購股權。所有該等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十六日至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期間行使。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可按行使價每股0.076港元認購合共221,5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

尚未獲行使，該批購股權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授出。該等購股權於授出日期向四名董

事、一名顧問及三名僱員。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 221,500,000

減：期內失效之購股權 －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2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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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公開售股後之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向十五名本集團

全職僱員有條件授出購股權，可按相等於0.208港元（已調整）之行使價合共認購25,000,000股

股份，包括向其後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一日獲委任為董事之劉偉樹先生授出可認購  2,500,000

股股份之購股權。所有該等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期

間予以行使。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可按行使價每股0.208港元認購合共21,000,000股股份之購股

權尚未獲行使，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授出。該等購股權於授出日期向一名

董事及十名僱員授出。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 23,000,000

減：期內失效之購股權 (2,000,00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1,000,000

基於本公司股份過往交投量偏低以及買賣價格波動，董事另留意到期內授出之購股權的理論

價值須視乎多項難以確定的變數而定。因此，董事認為計算購股權的價值並無意義，且於若干

情況可能誤導股東。各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概要；包括據此授出之所有購股權之詳情載於

本公司二零零二年年報第22至24頁。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據按照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所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顯示，本公

司獲通知以下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

姓名／名稱 已發行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Summerview Enterprises Limited 2,609,200,000（附註1） 65.23%

龐先生 2,664,810,000（附註1） 66.62%

龐盧淑燕女士 2,664,810,000（附註1） 66.62%

附註：

1.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2,609,200,000股股份乃以Summerview Enterprises Limited之名義註冊，並由

其實益擁有及55,610,000股股份乃以龐先生之名義註冊。龐先生乃龐盧淑燕女士之兒子，因此龐盧淑燕女

士被視為於Summerview Enterprises Limited實益擁有之2,609,2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及55,610,000股股

份並有龐先生其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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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薦人權益

據本公司保薦人東英亞洲有限公司（「保薦人」）最新通知，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保薦人或

其各自董事、僱員或聯繫人士（參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35條附註3）並無在本公司股本中擁有任

何權益。

根據本公司與保薦人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日訂立之協議，保薦人將收取費用，留任本公司之保

薦人，由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為止。

競爭業務

董事相信本公司各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對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

構成重大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9條之董事會常規及程序規定。

審核委員會

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3及第5.25條之規定，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孔德秋、賴顯榮及孔繁偉。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

為審閱本公司之年報及賬目、半年度報告及季度報告，並就審閱結果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

買賣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內買賣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龐維新

香港，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