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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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I 教育亞洲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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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消息。上市公司一般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

付款公佈披露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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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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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彼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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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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執行董事
朱德朗先生（董事總經理）
龐維新先生（行政總裁）
劉偉樹先生

非執行董事
曾令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顧福身先生
沙豹先生
英永祥先生

審核委員會
顧福身先生（委員會主席）
沙豹先生
英永祥先生

薪酬委員會
朱德朗先生（委員會主席）
劉偉樹先生
顧福身先生
沙豹先生
英永祥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朱德朗先生（委員會主席）
劉偉樹先生
顧福身先生
沙豹先生
英永祥先生

公司秘書
盧子勇先生

法規主管
劉偉樹先生

授權代表
劉偉樹先生
盧子勇先生

合資格會計師
陳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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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註冊辦事處
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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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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EVI Education Asia Limited（EVI教育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此提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期間」）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6,816 6,227 12,558 11,081
其他收入 (4) 1,224 722 2,298 870

銷售成本 (1,692 ) (2,448 ) (3,521 ) (3,630 )
互聯網接駁費成本 (43 ) (38 ) (63 ) (71 )
員工成本 (5) (3,504 ) (2,694 ) (8,296 ) (5,261 )
折舊及減值開支 (393 ) (216 ) (632 ) (435 )
無形資產攤銷 (2 ) (12 ) (8 ) (25 )
一般及行政開支 (2,341 ) (1,090 ) (4,238 ) (1,955 )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6) 65 451 (1,902 ) 574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 2 － (8 )

期內（虧損）／溢利 65 453 (1,902 ) 566

應佔部分：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95 665 (1,744 ) 966
少數股東權益 (30 ) (212 ) (158 ) (400 )

65 453 (1,902 ) 566

期內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
溢利之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9) 0.0011港仙 0.0080港仙 (0.0210)港仙 0.0148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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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 1,802 2,005
按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 (11) 5,049 5,040
無形資產 － 8

6,851 7,053

流動資產
存貨 203 204
應收賬款 (12) 3,080 4,782
應收客戶之安裝合約款 260 62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588 1,988
可退回稅項 12 12
現金及銀行存款 116,798 115,508

122,941 123,118

資產總值 129,792 130,171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 83,000 83,000
儲備 (16) 41,295 41,361

124,295 124,361
少數股東權益 551 709

權益總額 124,846 125,07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 840 964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672 1,296
客戶按金 2,254 2,461
結欠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款項 (14) 180 380

4,946 5,101

權益及負債總額 129,792 130,171

流動資產淨值 117,995 118,01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4,846 125,070

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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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2,041 35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577 ) (411 )

財務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200 ) 106,16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 1,264 106,10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5,508 18,658

匯率變動之影響 26 (22 )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6,798 124,744

未經審核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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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結餘：

－權益 124,361 18,788

－少數股東權益 709 2,033

期初結餘 125,070 20,821

匯兌差額（於股本直接確認之淨收入／（開支）） 26 (22 )

期內（虧損）／溢利 (1,902 ) 566

期內確認收入及開支總額 (1,876 ) 544

發行新股份 － 107,500

股份發行開支 － (1,056 )

購股權儲備 1,652 －

期終結餘 124,846 127,809

期內確認收入及開支總額應佔部分：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1,718 ) 944

－少數股東權益 (158 ) (400 )

期內確認收入及開支總額 (1,876 )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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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申

報準則（「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當中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

會計準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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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章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算除外。編製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期間之末期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本集團已於採納以下於二零零六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經修訂準則後，更改其若干會計政策。採納該等準則

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外匯匯率變更之影響－於境外業務之淨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公平值期權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準則將不會導致本集團之會計

政策出現重大變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之範圍

詮釋第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新評估內含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



8二零零六年中期報告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 (i)提供互聯網教育服務；(ii)電腦軟硬件銷售及安裝；(iii)網站開發及商業項目；(iv)提

供電腦培訓服務；以及 (v)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銷售。

於本期間確認之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互聯網教育服務 2,139 2,234 4,384 4,427

電腦軟硬件銷售及安裝 1,388 1,814 3,339 3,432

網站開發及商業項目 1,746 1,588 2,154 2,026

電腦培訓服務 850 578 1,591 1,160

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銷售 690 － 1,046 －

其他 3 13 44 36

營業額 6,816 6,227 12,558 1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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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本集團營運按五項主要業務分類，包括 (i)提供互聯網教育服務；(ii)電腦軟硬件銷售及安裝；(iii)
網站開發及商業項目；(iv)提供電腦培訓服務；以及 (v)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銷售。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健康及
互聯網教育 電腦軟硬件 網站開發及 電腦培訓 個人護理

服務 銷售及安裝 商業項目 服務 產品銷售 其他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4,384 3,339 2,154 1,591 1,046 44 12,558

分類業績 16 (528 ) (200 ) 663 (1,960 ) 26 (1,983 )
未分配開支 (2,217 )

經營虧損 (4,200 )
利息收入 2,298

除所得稅前虧損 (1,902 )
所得稅開支 －

期內虧損 (1,902 )

資本開支 113 46 13 69 326 1 568
折舊及減值開支 218 18 24 131 241 － 632
攤銷 8 － － － － － 8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分類資產 2,250 2,322 759 661 1,257 1 7,250
未分配資產 122,542

資產總值 129,792

分類負債 1,249 796 638 324 669 － 3,676
未分配負債 1,270

負債總額 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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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分類資料（續）

(a) 業務分類（續）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健康及
互聯網 電腦軟硬件 網站開發及 電腦培訓 個人護理

教育服務 銷售及安裝 商業項目 服務 產品銷售 其他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4,427 3,432 2,026 1,160 － 36 11,081

分類業績 140 (624 ) (470 ) 598 － 24 (332 )
未分配收入 82
未分配開支 (46 )

經營虧損 (296 )
利息收入 870

除所得稅前溢利 574
所得稅開支 (8 )

期內溢利 566

資本開支 270 4 123 14 － － 411
折舊 371 10 51 3 － － 435
攤銷 25 － － － － － 25

（經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2,427 4,679 269 624 － 1,307 9,306
未分配資產 120,865

資產總值 130,171

分類負債 2,330 1,296 406 386 － 33 4,451
未分配負債 650

負債總額 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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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分類資料（續）

(b) 地區分類

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以外地區分類之收益少於所有分類總計10%，故並無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分
類劃分之收益分析。

下表乃按資產所在地區分析之分類資產、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之賬面值分析：

分類資產 資本開支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27,570 127,319 530 40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222 2,852 38 5

129,792 130,171 568 411

(4)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為銀行存款產生之利息收入。

(5) 員工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如下：

薪金及津貼 2,998 2,507 6,369 4,904
退休金成本 131 187 275 357
購股權開支 375 － 1,652 －

3,504 2,694 8,296 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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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6)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已

扣除下列各項：

經營租約開支：

－物業 1,019 331 1,770 557

－電腦伺服器 52 53 105 106

1,071 384 1,875 663

銷售成本 1,692 2,448 3,521 3,630

互聯網接駁費成本 43 38 63 7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3,504 2,694 8,296 5,261

折舊及減值開支 393 216 632 435

網站開發成本攤銷 2 12 8 25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139 － 139 －

應收賬款減值（撥回）／撥備 (5 ) 35 (8 ) 5

並已計入：

利息收入 1,224 722 2,298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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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7) 所得稅抵免／（開支）

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

香港利得稅撥備。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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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作出

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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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公司法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獲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由於本

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於本期間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稅項作出撥備。

於本期間內，由於未能確定可動用資產之未來溢利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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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稅項虧損有待香港稅務局同意，惟可無限期結轉。

(8)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9) 每股（虧損）／盈利

本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虧損1,744,000港元

（二零零五年：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966,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8,300,000,000股（二零零

五年：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541,988,950股）計算。

由於行使購股權造成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本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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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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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成本 1,486 474 5,841 7,801

累計折舊 (409 ) (360 ) (5,027 ) (5,796 )

賬面淨值 1,077 114 814 2,005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1,077 114 814 2,005

添置 287 115 166 568

出售 (139 ) － － (139 )

折舊 (295 ) (32 ) (174 ) (501 )

減值開支 (131 ) － － (131 )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799 197 806 1,802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1,594 589 6,007 8,190

累計折舊及減值 (795 ) (392 ) (5,201 ) (6,388 )

賬面淨值 799 197 806 1,802

(11) 按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指五年期三個月美元利率區間計息連動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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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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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185 3,206

31至60日 634 553

61至90日 785 296

90日以上 1,027 1,286

3,631 5,341

減：呆賬撥備 (551 ) (559 )

3,080 4,78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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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511 633

31至60日 84 27

61至90日 4 218

90日以上 241 86

840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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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4) 結欠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款項

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於本期間，本集團向一家附屬公司一名少數股東償還款

項200,000港元。

(15) 股本

面值（每股

面值0.01港元

股份數目 之普通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及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50,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及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8,300,000,000 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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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6) 儲備變動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購股權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22,372 14,918 61 － (58,563 ) (21,212 )

發行新股份 64,500 － － － － 64,500

股份發行開支 (1,056 ) － － － － (1,056 )

期內溢利 － － － － 966 966

匯兌差額 － － (22 ) － － (22 )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85,816 14,918 39 － (57,597 ) 43,176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85,816 14,918 135 － (59,508 ) 41,361

期內虧損 － － － － (1,744 ) (1,744 )

匯兌差額 － － 26 － － 26

購股權開支 － － － 1,652 － 1,652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85,816 14,918 161 1,652 (61,252 ) 41,295

(17) 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協議就物業及電腦伺服器有經營租約承擔。此等協議應付承擔分析

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物業 其他資產 物業 其他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370 35 2,597 131

第二至第五年 2,089 － 2,695 －

4,459 35 5,292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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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於本期間，本集團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1,477,000港元或13%，乃由於網站開發及商業項目以及電腦培

訓服務收益有所改善，加上發展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之新零售業務所致。於本期間，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應佔虧損約1,744,000港元，主要源自確認購股權開支及自二零零五年十月起成立上述新零售業務。

分類表現方面，於本期間，本集團源自互聯網教育服務之收益微跌1%至約4,384,000港元，佔總收益約

35%。源自電腦軟硬件銷售及安裝之收益減少3%至3,339,000港元，佔總收益27%。來自網站開發及其他

商業項目之收益增加6%至2,154,000港元，佔總收益17%。電腦培訓服務產生之收益躍升37%至1,591,000

港元，佔總收益13%。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銷售之收益佔總收益約8%。利息收入大幅飆升至2,298,000

港元，乃受到本集團之控股公司美聯集團有限公司（「美聯」）進行收購令資金增加所帶動。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穩健財務狀況，手頭現金約117,000,000港元，而按公平值計入溢

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約為5,000,000港元，且並無任何未償還銀行貸款。

本集團一般以其內部產生現金流量、本公司於創業板首次上市而首次配售股份所得款項結餘以及美聯

股份認購所得款項，應付其營運業務及投資活動所需。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經審核流

動資產淨值約118,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24,000,000港元），當中包括現金及銀行存款約117,000,000

港元（二零零五年：125,000,000港元）。綜合非流動負債總額為零（二零零五年：零）。於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或銀行融資（二零零五年：無）。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資

產負債比率（長期債務相對資產總值之百分比）為零（二零零五年：零）。董事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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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營運資金及資金均存入香港數家銀行作為港元短期計息存款，其中約4,746,000港元存放

於香港一家銀行作為美元短期計息存款、約1,839,000港元存放於中國多家銀行之人民幣儲蓄賬戶。此

外，約5,049,000港元存放於美元利率區間計息連動債券。董事相信，美元及人民幣外匯風險並不大。

本集團收益主要以港元計算，其經常現金流量足夠應付營運資金所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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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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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教育

EVI入門網站繼續獲得用戶好評。本集團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網上教育服務及社群－EVI網上系統於過去

在本地幼稚園市場穩佔市場佔有率，並於本期間繼續帶來穩健收入。為充分發揮該系統之盈利潛力，本

集團定期開發及加強網站之電子商貿功能及其內容，務求迎合不同用戶需要。

董事深信，拓展業務至新市場乃增闢收入之最佳方法之一。隨著中國內地與澳門之互聯網用戶急劇增

長，董事相信，互聯網教育服務於此等地區之市場潛力甚為龐大。於本期間，本集團初步透過劃撥市場

推廣資源進軍澳門市場，務求於當地建立據點，並已開始錄得訂購費收入。

商業項目

本集團採納積極市場推廣策略，藉以提高EVI知名度及品牌形象。本集團運用本身之網站開發專業知識，

與多名商業夥伴及教育統籌局等政府部門合作籌組項目。此舉不單止讓本集團獲取額外收入，亦能透

過與商業夥伴合作籌辦一系列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與計劃，以提升其網絡業務價值。於上半年，本公司

舉行多項集多元智能、創意與知識於一身之遊戲及比賽，其中更榮獲一家著名口腔護理公司及一家本

地保險公司贊助活動，多間小學對此等活動之反應亦非常熱烈。於第二季舉行之「I-Cube校際智能爭霸

戰」吸引超過200間小學參加，為於小學界推廣本集團最成功之項目。憑藉此等大型活動，本集團於鞏固

小學學界市場地位上邁進一大步。

產品開發

於本期間，本集團善用其專業資訊科技知識及與小學學校及學生客戶網絡，推出一套十二本專為小學

生而設之以網絡為基礎之教育書藉「Dr. P.C. Family」。鑑於市場反應理想，本公司正積極籌備推出另一

套為學前兒童度身訂造以網絡為基礎之教育書籍。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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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專業培訓

本公司之發展策略為一方面發揮核心業務之優勢，同時實現新業務帶來之協同效益。為實行多元化發

展相關業務之策略，本集團結合本身之資訊科技知識與經驗及美聯之專業培訓技術，於去年為物業代

理從業員開發網上專業培訓課程。於本期間，本集團為物業代理而設之培訓入門網站已注入新元素，增

添數項專業課程及互動環節，帶來溫和收入。鑑於物業市場於本期間並不太活躍，加上地產代理監管局

尚未落實強制推行持續專業發展之細節，本集團遂重新調整此項新業務之發展步伐。

前景

憑藉過往數年累積之成功經驗，本集團深信參與一年一度之香港書展不單止有助促進品牌知名度，亦

可藉此機會接觸更廣泛層面之客戶。考慮到本集團於教育書藉市場之試金石「Dr. P.C. Family」之市場

反應不俗，董事相信，本公司作為卓越教育服務供應商於此市場佔有優勢，預期可進一步從多方面擴闊

收入來源。

鑑於本集團於香港新發展之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零售業務，僅處於初步發展階段，加上市場競爭較預

期劇烈，故於本期間源自此項業務之收入仍未算滿意。汲取年內於此行業之實際經驗，本集團計劃透過

零售網絡效率化、重整銷售策略及收緊成本控制措施，重新部署發展方針。董事期望，憑著此等效率化

計劃，本集團能於可見將來逐步建立於香港之市場地位，同時以此作為進軍中國市場之踏腳石。國內奢

侈品市場之發展潛力巨大，此項業務之增長空間非常廣闊。

本集團將繼續把握於龐大中國市場之發展機遇，並將自下半年起積極建立本身之銷售及市場推廣網絡，

以便滲透中國龐大之兒童、家長及學校階層以吸引彼等訂購本集團之互聯網教育服務。本集團亦將努

力運用其專業知識、品牌知名度及於香港累積之經驗，加快拓展澳門市場。董事預期，透過開拓此等新

市場，本集團之業務覆蓋地區將更廣泛。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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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已獲本公司股東採納及批准一項新購股權計

劃（「購股權計劃」）。計劃主要條款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五年年報之董事會報告中「購股權計劃」一節。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六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向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曾令嘉先生（「曾先生」）授出可按行

使價每股0.06港元認購合共83,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購股權」）。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授出日

期前一個交易日即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三日之收市價為0.06港元。

購股權之有效期由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包括首尾兩天）為期三年零兩

個月，惟曾先生有權透過行使購股權認購之股份數目最多不得超過：

1. 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購股權總數之50%；及

2. 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間購股權總數之50%。

曾先生於本期間並無行使任何購股權。

本期間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尚未行使 －

本期間授出 83,000,000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 83,000,000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期間並無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行使及失效。

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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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授出購股權按柏力克－舒爾斯期權定價模式（附註）釐定之公平值約為1,651,739港元。該估值

乃按市值為基準計算。代入此模式之重大數字為於授出日期之股價0.06港元、行使價0.06港元及預期股

息率0%，於本模式內採用且呈列為加權平均年期之購股權年期為2.28年，而購股權之無風險利率介乎

3.6%至3.793%（該利率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六日相關香港外匯基金票據之到期收益率）。購股權之

波幅為52.55%。預期波幅乃按本公司於過去三年股價之歷史波幅釐定。

附註：

由於柏力克－舒爾斯期權定價模式須代入高度主觀假設，當中包括股價波幅，任何主觀假設之數據出現變動，將會對
公平值估計造成重大影響。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之聯繫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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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部）之股份、有關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記入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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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倉如下：

衍生工具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法團權益 （購股權） 總計 股份百分比

龐維新先生 153,610,000 － 2,182,300,000 － 2,335,910,000 28.14%

（「龐先生」）（附註1）

曾先生（附註2） － － － 83,000,000 83,000,000 1.00%

附註 :

1.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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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已發行股本以龐先生之
名義登記，並由彼實益擁有。

2.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六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予曾先生，以每股行使價0.06港元認購本公司83,000,000
股股份。

上文披露之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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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載，主要股東及其他

人士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股東名稱 已發行股份數目 持有股份之身分 持股百分比

Valuewit Assets Limited（「Valuewit」） 4,300,000,000（附註1） 法團權益 51.81%

美聯 4,300,000,000（附註1） 於受控公司權利 51.81%

Summerview 2,182,300,000（附註2） 法團權益 26.29%

附註 :

1. 該等股份為同一批股份。Valuewit為美聯之全資附屬公司。

2. Summerview於本公司之權益與龐先生於本公司之權益屬同一批權益。

上文披露之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

有守則條文。

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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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第5.67條所載買賣規定標準（「規定標準」），作為本公司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並已遵循規定標準。規定標準副本於本公司董事受任時寄交每名有關人士，而

備忘書則於就批准本公司季度業績、中期業績及全年業績所舉行之董事會會議日期前一個月寄交各董

事，提醒董事於有關業績刊發前不得買賣本公司股份。

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並無未有遵守該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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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內付出之不懈努力、

不斷支持及竭誠服務，致以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EVI教育亞洲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董事總經理

朱德朗

香港，二零零六年八月三日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