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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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

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創業板主要通過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頁發布消息。上市公司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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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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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成分；(2)本報告並無遺漏

其他事宜，以致本報告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3)本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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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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葉潔儀女士（董事總經理）
龐維新先生（行政總裁）
陳健柱先生
張士昆先生

非執行董事

曾令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孔德秋先生
孔繁偉先生
賴顯榮先生

公司秘書

陳健柱先生

法規主管

張士昆先生

授權代表

陳健柱先生
張士昆先生

合資格會計師

張漢輝先生

審核委員會

孔德秋先生（委員會主席）
孔繁偉先生
賴顯榮先生

核數師

均富會計師行
香港中環畢打街11號置地廣場
告羅士打大廈13樓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Bank of Bermuda (Cayman) Limited
P.O. Box 513 GT
Strathvale House
Nor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British West Indies

股份過戶登記香港分處

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
東亞銀行港灣中心
地下

註冊辦事處

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Box 2681 G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British West Indies

總辦事處兼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軒尼詩道24-34號
大生商業大廈9樓

網址

www.evi.com.hk

股份代號

8090

開曼群島法律顧問

Conyers Dill & Pearman, Cayman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8號
交易廣場一座29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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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

財務摘要

‧ 本集團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有手頭現金約124,900,000港元，

並無任何未償還銀行貸款。

‧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Midland Holdings Limited（美聯集團有限公司，

前稱美聯物業（集團）有限公司）一家附屬公司作為認購方訂立認購協議，據此，認購方

同意按每股0.025港元之價格，認購本公司4,300,000,000股新股份。代價總額為107,500,000

港元，股份認購已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完成。本公司現隸屬美聯集團旗下。

‧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錄得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450,000港元。

‧ 收益為9,55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0%。

‧ 股東應佔虧損收窄至52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1,221,000港元減少57%。



二零零五年中期業績報告 4 EVI教育亞洲有限公司

EVI教育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內」）及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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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854 5,488 9,559 10,610

銷售成本 (1,182) (1,491) (2,191) (2,447)

互聯網接駁費成本 (33) (77) (73) (144)

員工成本 (2,567) (2,474) (5,087) (4,868)

折舊 (219) (348) (381) (789)

無形資產攤銷 (396) (216) (796) (947)

一般及行政開支 (865) (1,241) (2,123) (2,575)

經營虧損 (3) (408) (359) (1,092) (1,160)

利息收入 148 82 209 115

除稅前虧損 (260) (277) (883) (1,045)

稅項 (4) (10) (38) (27) (84)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270) (315) (910) (1,129)

少數股東權益 188 (46) 382 (92)

股東應佔虧損 (82) (361) (528) (1,221)

每股虧損－基本 (6) (0.002)港仙 (0.009)港仙 (0.012)港仙 (0.03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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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7) 1,414 741
無形資產 (8) 1,737 2,533

非流動資產總值 3,151 3,274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9) 2,887 3,566
應收客戶之安裝合約款 － 13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流動資產 1,419 863
可收回稅項 47 －
現金及銀行存款 124,876 19,123

流動資產總值 129,229 23,68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821) (969)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419) (1,739)
客戶按金 (3,154) (2,473)
結欠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款項 (11) (380) (660)
稅項撥備 － (34)

流動負債總額 (5,774) (5,875)

流動資產淨值 123,455 17,81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6,606 21,086
少數股東權益 (1,845) (2,225)

資產淨值 124,761 18,86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83,000 40,000
儲備 (13) 100,790 37,362
累計虧絀 (13) (59,029) (58,501)

股東資金 124,761 1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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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450 961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845) (110)

財務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06,164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 105,769 85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123 21,917

匯率變動之影響 (16) －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4,876 22,768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結餘 18,861 22,994

匯兌差額 (16) 1

股東應佔虧損 (528) (1,221)

發行新股份 106,444 －

期終結餘 124,761 2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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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期內之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申報」及聯交
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章之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
者貫徹一致。

期內簡明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2) 分類申報

(a) 業務分類

本集團營運按三項主要業務分類，包括提供互聯網教育服務、電腦軟硬件銷售及安裝以及提供電腦
培訓服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互聯網教育 電腦軟硬件銷售及安裝 電腦培訓 其他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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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2 5,103 3,025 3,534 1,192 1,303 880 670 9,559 10,610

分類（虧損）／溢利 (1,045 ) (921 ) (496 ) (290 ) 452 290 7 (207 ) (1,082 ) (1,128 )
未分配成本 (10 ) (32 )

經營虧損 (1,092 ) (1,160 )
利息收入 209 115

除稅前虧損 (883 ) (1,045 )
稅項 (27 ) (84 )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
虧損 (910 ) (1,129 )

少數股東權益 382 (92 )

股東應佔虧損 (528 ) (1,221 )

其他資料
分類資產 4,388 1,785 2,135 1,727 300 673 412 121 7,235 4,306
未分配資產 125,145 23,077

資產總值 132,380 27,383

分類負債 3,090 3,267 1,096 678 410 417 867 116 5,463 4,478
未分配負債 311 947

負債總額 5,774 5,425

資本開支 1,054 110 － － － － － － 1,054 110
折舊 353 749 8 19 3 4 17 17 381 789
攤銷 438 569 179 189 179 189 － － 796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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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類

由於本集團除香港以外地區收益少於所有分類總計10%，故並無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分部劃分之收益

分析。

下表載列按資產所在地區分部劃分之分類資產及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之賬面值：

添置物業、機器及

分類資產之賬面值 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26,621 19,997 987 16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香港除外 5,759 6,964 67 2,671

132,380 26,961 1,054 2,835

(3)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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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扣除：

互聯網接駁費成本 33 77 73 144

銷售成本 1,182 1,491 2,191 2,44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 2,397 2,333 4,744 4,581

－退休金成本－定額供款計劃 170 141 343 287

經營租約租金

－物業 226 471 565 911

－電腦設備 53 54 106 129

折舊 219 348 381 789

無形資產攤銷：

－網站開發成本 12 37 29 569

－商譽 384 179 767 378

呆賬撥備 53 22 61 35

(4) 稅項

於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扣除之稅項款額指期內就估計應課稅溢利作出之香港利得稅撥備。香港利得稅乃

按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二零零四年：17.5%）稅率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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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於二零二一年前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稅項。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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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由於中國附

屬公司於期內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所得稅作出撥備。

期內，由於本公司之稅項虧損有待香港稅務局同意，故並無於財務報表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暫時差異之稅項

影響，惟可無限期結轉。

(5)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期內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6) 每股虧損

期內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虧損約52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221,000港元）及於期

內視作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4,401,648,352股（二零零四年：4,000,000,000股）計算。

由於期內並無發生具攤薄影響之事項，故並無呈列期內之每股攤薄虧損。

(7) 物業、機器及設備

租賃物業 家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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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 1,865 739 6,254 8,858

期內添置 911 17 126 1,054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2,776 756 6,380 9,912

累計折舊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 1,787 696 5,634 8,117

期內支出 106 15 260 381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1,893 711 5,894 8,498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883 45 486 1,414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78 43 620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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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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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 66 2,467 － 2,533

期內攤銷 (29) (767) － (796)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37 1,700 － 1,737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 6,534 4,961 6,318 17,813

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 (6,497) (3,261) (6,318) (16,076)

賬面淨值 37 1,700 － 1,737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成本 6,534 4,961 6,318 17,813

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 (6,468) (2,494) (6,318) (15,280)

賬面淨值 66 2,467 －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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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2,020 2,060

31至60日 382 994

61至90日 47 125

90日以上 940 914

3,389 4,093

減：呆賬撥備 (502) (527)

2,887 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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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

本集團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607 703

31至60日 29 198

61至90日 122 13

90日以上 63 55

821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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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集團向一家附屬公司一名少數股東償還約280,000港元。

(12) 股本

面值（每股

股份數目 股份0.01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50,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經審核） 4,000,000,000 40,000

發行新股份（附註） 4,300,000,000 43,000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8,300,000,000 83,000

附註： 期內，4,3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股份（「認購股份」）按每股0.015港元之溢價發行。已

發行股本增加乃因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與（其中包括）Midland Holdings Limited

（美聯集團有限公司）（「Midland」）之附屬公司Valuewit Assets Limited（「Valuewit」）訂立認購

協議（「認購協議」）。根據認購協議，Valuewit 同意認購認購股份。認購協議已於二零零五年三月

十五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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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儲備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匯兌差額 累計虧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 22,372 14,918 － (54,296) (17,006)

股東應佔虧損 － － － (1,221) (1,221)

匯兌差額 － － 1 － 1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2,372 14,918 1 (55,517) (18,226)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 22,372 14,918 72 (58,501) (21,139)

發行新股份  (附註 (12)) 64,500 － － － 64,500

股份發行開支 (1,056) － － － (1,056)

股東應佔虧損 － － － (528) (528)

匯兌差額 － － (16) － (16)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85,816 14,918 56 (59,029) 41,761

(14)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首次公開發售前 首次公開發售後

之購股權計劃 之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 220,000,000 14,000,000

減：期內已失效之購股權 (220,000,000) (2,000,000)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 12,000,000

期內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所有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已於購股權可行使期限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六日屆滿後隨即失效。

(15) 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根據多項辦公室物業及電腦設備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日後應付之最低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796 750

一年後但五年內 829 1,205

1,625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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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香港近年出生率偏低，對本集團服務在教育市場之增長及發展造成種種規限。此外，於中國教育市

場之初步業務開發成本已抵銷商業教育項目收益增加之影響。為紓緩所帶來之影響，本集團採取

嚴緊成本監控，並擴展商業教育項目業務，務求就股東之利益盡量擴大其於教育市場之實力。本集

團於期內錄得正數現金流量，現時目標為全年達致收支平衡。

本集團於期內之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較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同期輕微減少10%至

約9,55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0,610,000港元），此乃由於與多所幼稚園續訂合約後向該等幼稚園

用戶收取之訂閱費減少所致。期內股東應佔虧損淨額則減少約57%至約52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1,221,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季度，本集團營業額減少至約 4,854,000港元（二零零四

年：5,48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約82,000港元（二

零零四年：361,000港元），減幅約77%。

與去年同期的分類財務表現比較，本集團期內源自互聯網業務的收益維持於約4,462,000港元的穩

定水平，佔總營業額47%。與去年同期相比，來自香港幼稚園用戶訂閱EVI網上系統（「EVI網上系

統」）的經常性訂閱收入仍為本集團核心收入來源，尤其是本集團向小學市場擴展其入門網站全方

之業務亦錄得滿意增長。離線支援服務收益保持穩定，約為5,097,000港元，總營業額當中約32%來

自銷售及安裝電腦軟硬件，另12%來自提供電腦培訓課程，及9%來自網站開發及其他商業項目。該

各業務分類之營業額貢獻與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相比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業務概況及重大成就

客戶基礎及收入

作為香港主要互聯網教育供應商，本集團為幼稚園、小學及不同個別用戶群提供各式各樣的網上

與離線服務、教學課程及產品。EVI入門網站亦不時獲得用戶好評。EVI網上系統現分為「校園天地」

(www.evigroup.com)、「家 長 天 地、兒 童 天 地 及 會 員 天 地」(www.evi.com.hk)、「全 方」

(www.icubeworld.com)以及「思進」(www.drpcfamily.com)多個範疇。儘管市場陷入低潮期，本集團

仍能吸納新用戶訂閱EVI網上系統，並繼續向EVI網上系統用戶收取可接受水平的訂閱費。本集團

現已擁有逾50,000名分別來自超過200所幼稚園及逾400所小學的師生及家長之用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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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國市場的業務發展，中外合作合營公司（「合營公司」）及本集團於廣州的全外資企業在市

場推廣及製作方面(www.evimdv.com)均見顯著進展。EVI簡體字中文版本(www.haoertong.com)已於

二零零四年七月在北京獲「中國教育部轄下中央電化教育館」（「中央電教館」）正式批准。此乃首

個獲認可的學前電子平台，其設計先進的「家園幼兒教育」網頁可連接各種適用於不同用戶群的資

源。本集團其後提出名為「家園幼兒教育網絡平台－其應用及研究」的新研究課題，已獲中央電教

館根據其「十五」教育技術研究（課題）核准。本集團現正調配更多資源於東莞及廣州建立著名模

範幼稚園，冀望有關經驗能於下學期帶來實質業務回報。儘管如此，本集團及合營公司將繼續尋求

以其他形式與中國各地不同類型教育機構及協會合作。

除提供核心網上教學服務外，本集團亦充分利用其學校網絡之優勢，並更善用其網站開發技術，與

不同商業夥伴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合作，藉以擴闊收益來源。本集團於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將軍澳東港城，另於二零零五年四月至五月期間於其他購物商場舉辦「美

素佳兒多元智能遊戲同樂日」活動。此項活動不單大受家長會員歡迎，更顯示本集團為其商業客戶

「增值」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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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本集團形象，為來自不同幼稚園之會員

舉辦「EVI親子自然生態之旅」及萬聖節、聖誕節及農曆新年等節目活動。本集團認為，上述各項活

動均有助加強EVI的優質品牌及家長會員的投入感。本集團繼續參與社會及慈善活動，如「二零零

五年度無國界醫生野外定向比賽」及「保良局慈善保齡球比賽」，實行其良好企業公民的使命。

小學市場方面，全方於期內舉辦「第三屆I-Cube校際智能爭霸戰」初賽，而決賽將於二零零五年五

月十四日於英華小學舉行。全方亦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透過其「I-Cube智能試題庫」主辦「I-Cube

期中大預測」。除入門網站外，全方亦於銅鑼灣設立「I-Cube數碼智能基地」，向會員提供舒適的聚

會或及消閒活動設施。所有此等活動彰顯本集團的高質素及高水準教育服務。全方成功將趣味融

入學習之中，越來越多學校與家長認同全方為最受小學生歡迎的網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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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中國市場，合營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七日為中央電教館的「十五」教育技術研究（課題）

旗下「家園幼兒教育網絡平台－其應用及研究」舉行盛大的開幕禮。另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日與白

雲區教育局舉辦另一個研討會，獲逾200所幼稚園參與。合營公司將借助此項成功研究開展其市場

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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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注意到香港流動電話具廣泛滲透度及覆蓋範圍，並相信此乃加強學校與家長溝通之更全面

及有效工具。因此，本集團即將推出「EVI校園信息平台」。

系統基建及技術部署

技術發展方面，本集團繼續為EVI網上系統研究及提供更多易於使用的功能，以提升其價值。作為

香港「分享式電腦系統」、「HiClass」及「HiShow」軟件之獨家分銷商，本集團相信，該等軟件產品加

上多媒體教室及發光二極管顯示器將繼續帶來穩定收入及貢獻。

除經常修訂不同範疇之素材外，本集團採納最先進短訊 (SMS)技術，並結合智能卡理念及工具，以

妥善管理上述「EVI校園信息平台」。本集團相信，隨著透過流動電話及互聯網擷取資訊之趨勢普

及，此舉將為學校及家長群帶來增值服務。

展望

儘管出生率偏低帶來負面影響，然而，本集團相信，現今家長越來越樂意投資於兒童教育、產品及

服務。除一般學校活動外，家長越見關注及投放更多資源以培養兒童多元技能及智能發展。預期家

長亦將關注學校的透明度或與家長的有效溝通。因此，本集團認為，其入門網站或課程為提供相關

服務的有效及理想渠道，加強學校、家長與學生於學習過程中的聯繫及感情。隨著家用上網服務速

度提升或寬頻服務普及，本公司董事（「董事」）對電子教育服務業維持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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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發展方面，本集團視中國市場為其日後增長及回報來源。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加上「一孩政策」

為優質兒童產品、教育及相關服務創造龐大機遇。董事相信，資訊科技已於中國興起成為提供教育

及學習素材之新媒體，為本集團締造大量商機。

美聯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之認購協議，透過一家附屬公司按每股0.025港元之價格

認購4,30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總代價107,500,000港元（「股份認購」）後，本集團之現金狀況

已獲加強。股份認購已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完成。本集團將利用該筆資金開發物業管理及物

業投資等新業務，特別是為地產經紀提供網上專業培訓服務及相關考試之業務，從而擴闊本集團

收入來源。

股份認購完成後，本公司成立一隊特別小組，以(i)就用戶對網上專業培訓服務之特定需要，以及為

目標客戶所提供課程選擇進行市場研究及分析；及(ii)檢討本集團現有人力資源及軟硬件清單。上

述可行性研究已經展開，預期有關業務計劃及模式之推薦意見將於五月底前提呈董事會考慮及批

准。假設開發階段順利如期進行，本公司或可於二零零五年年底前於市場推出網上專業培訓服務。

與此同時，於開發網上專業培訓計劃過程中，本公司之管理層將繼續尋求開發其他新業務，並於適

當時動用股份認購所得現金部分餘額，於機會出現時撥作物業投資及物業管理所需。本集團迄今

尚未物色到任何特定投資目標。本公司將因應香港物業市場狀況，招攬專才，專責檢討及不時向董

事會推介物業投資機會，以供其考慮及批准。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持有手頭現金約124,900,000港元，並無

任何未償還銀行貸款。由於源自現有本集團核心業務－教育業務之經常收入穩定，加上股份認購

後出現之新商機可望擴闊收入基礎，本公司董事（「董事」）對本集團日後財務狀況抱持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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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般以其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本公司於創業板首次上市而首次配售股份所得款項餘額

以及股份認購所得款項，撥付其營運業務及投資活動所需。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

未經審核流動資產淨值約123,45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0,194,000港元），當中包括現金及銀行存

款約124,876,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2,768,000港元），並無綜合非流動負債（二零零四年：無）。於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或銀行融資（二零零四年：無）。本集團於二零

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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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零（二零零四年：零）。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於股份認購後顯著加強。董事認為，本集團現有財務資源充裕，足以應付其承擔

及現時營運資金所需。

資本結構及外匯風險

自股份認購所得而未動用款項約106,543,000港元及自首次配售所得而未動用款項約9,862,000港元

已存入香港多家銀行作為港元短期計息存款。本集團於香港多家銀行存放約4,856,000港元作為澳

幣短期計息存款，另於中國多家銀行之人民幣儲蓄賬戶存放約3,615,000港元。董事認為，由於其可

產生較高利息收入以作補償，因此，澳幣之外匯風險溫和。本集團於期內並無獲取任何銀行融資。

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以港元列值，而本集團具備充裕經常現金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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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並無就投機目的訂立任何衍生交易。因

此，本集團面對的匯率波動風險甚微，毋須採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二零零四年：無）。

重大收購

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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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業務展望所論述事項外，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就重大投資及收購重大

資本資產制訂任何具體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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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期內，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5,087,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868,000港元）。員工於二零零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人數為99名，與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之102名相比維持於穩定水平。員工人數

於二零零四年下半年大幅增加乃因於中國成立一家合作合營公司。然而，本集團將大部分製作工

序及員工由香港轉至中國辦事處取代，故員工成本較去年同期稍增。

僱員薪酬乃按市場水平釐定，並設有酌情花紅及醫療保險、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有關機關就中國僱

員設立之定額供款退休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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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零四年：無）。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十五部第七及八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包括

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規定記錄在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短倉；或(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述

董事進行買賣之規定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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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610,000 － 2,182,300,000 2,335,910,000 28.14%

張士昆先生 4,000,000 － － 4,000,000 0.05%

附註：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2,182,300,000股股份乃以Summerview Enterprises Limited（「Summerview」）

之名義登記，並由其實益擁有，另153,610,000股股份乃以龐先生之名義登記。Summerview 全部已發行

股本乃以龐先生之名義登記，並由彼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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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披露之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之長倉。

除本段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或債券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七

及八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

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或短倉；

或(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述董事進行買賣之規定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

權益或短倉。

尚未行使購股權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項下可認購合共12,000,000股股份之

購股權仍未行使。

(1) 首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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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向其若干董事

及員工有條件授出可按行使價0.076港元（已調整）認購合共255,000,000股股份（已按股東於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所批准就股份拆細作出調整）之購股權。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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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 220,000,000

減：期內已失效之購股權 (220,000,000)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

所有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已於行使期限屆滿後失效。

(2) 首次公開售股後之購股權計劃

於本公司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有條件向本集團十五名全職

僱員授出可按行使價0.208港元（已調整）認購合共25,0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此等購股權全

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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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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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該等購股權可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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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該三年期間首年內，購股權總數30%；

(ii) 該三年期間第二年內，購股權總數60%；及

(iii) 該三年期間第三年內，餘下未行使購股權。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首次公開售股後之購股權計劃項下可認購合共12,000,000股

股份之購股權尚未獲行使，該等購股權乃授予五名僱員，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詳情

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 14,000,000

減：期內失效之購股權 (2,000,000)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12,000,000

除上文所述者外，期內並無任何購股權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後之購股權計劃授出、獲行使或被

註銷。

考慮到本公司股份過往交投量偏低以及成交價波動輕微之情況，加上所授出購股權的理論價

值須視乎多項難以確定的變數而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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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年報第19至21頁。

主要股東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下人士或公司（並非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於股份

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二及三分部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

披露之權益或短倉，或視作直接或間接擁有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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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而每名該等人士於有關證券之權益數額，連同就有關

股本之任何購股權詳情如下：

股東姓名／名稱 已發行股份數目 持有股份之身分 持股百分比

Valuewit Assets Limited 4,300,000,000（附註1） 實益擁有人 51.81%

（「Valuewit」）

Midland 4,300,000,000（附註1） 受控公司 51.81%

Summerview 2,182,300,000 實益擁有人 26.29%

龐先生 2,182,300,000（附註2） 受控公司 28.14%

153,610,000 實益擁有人

附註：

1. Valuewit及Midland被視作於根據（其中包括）本公司與Midland所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之

認購協議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向Valuewit發行之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2,182,300,000股股份乃以 Summerview之名義登記，並由其實益擁有。

Summerview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乃以龐先生之名義登記，並由彼實益擁有。

上文披露之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之長倉。

除本報告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或公司（董事或本公

司行政總裁除外）擁有或視作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二及三分

部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短倉，或直接或間接於附帶權利可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

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權益。

競爭業務

各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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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至5.45條有關董事會常規及程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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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得悉，董事於期內一直恪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

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買賣準則（「規定買賣準則」）。本公司已採納規定買賣準則，作

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及5.29條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審

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年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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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於期內共舉行兩次會議。

本中期報告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買賣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致謝

最後，本人謹藉此機會向股東、客戶及夥伴之鼎力支持，以及管理層及員工於期內付出之不懈努力、

支持及竭誠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EVI教育亞洲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龐維新

香港，二零零五年五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