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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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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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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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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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內」）之中期報告，以及二零零一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

財務表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1.6倍至約3,595,000港

元（二零零一年：285,000港元），當中約60%源自香港幼稚園訂閱EVI網上系統的經常性訂閱收入

約2,173,000港元。離線收入增長6.6倍，總營業額當中約14%來自提供電腦及資訊科技培訓課程，另

有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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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約6,136,000港

元（二零零一年：6,203,000港元）。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公布全年業績後，本集團向一新加坡上

市集團出售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System New International Limited之25%權益，與該擁有逾十年網

上教學經驗之先驅組成合資企業（「合資企業」），吸納中小學市場。出售該附屬公司產生收益

6,318,000港元。此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以6,318,000港元自新加坡上市集團購入「I-Express

CD on demand」軟件特許權，以加強EVI網上系統及作轉售用途。誠如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一日之第

一季度業績公布所述，鑑於經濟疲弱加上市場反應緩慢，本集團已採取謹慎方針，並於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評估收回特許權賬面值之可能性，另已作出約2,786,000港元之虧損撥備。董事相

信，此舉將可公平反映本集團之資產負債狀況，從而準確呈列本集團日後營運表現。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營業額上升至約1,627,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約

7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約5,023,000港元（二零

零一年：約4,906,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本集團的財政狀況一直維持於相當穩健的水平，手頭現金約

達31,100,000港元，且並無任何負債。董事認為，來自幼稚園之經常性訂閱收入穩定，加上離線收入

增長，勢將繼續加強本集團的財務狀況。

業務及營運回顧

作為香港之主要互聯網教育供應商，本集團對準幼稚園、教師、家長及學前兒童所需，提供中英文

學前教育服務。本集團現時之EVI網上系統分為「校園天地」、「家長天地」及「兒童天地」三個範疇，

為目標用戶提供一個度身訂造的教學平台。本集團自二零零一年九月開始向幼稚園用戶收取訂閱

月費，並成功與約五十所幼稚園簽訂合約，為期三年提供EVI網上系統，當中包括多所知名幼稚園

機構。本集團已更成功吸納多個大型幼稚園機構用戶訂閱EVI網上系統。

期內，EVI網上系統繼續獲得用戶好評，進一步提昇本集團之名聲。除了提供核心網上教學服務以

外，本集團並提供其他離線增值服務，包括向教師及其他用戶組別提供EVI網上系統及一般資訊科

技之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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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繼續以優惠訂閱費向幼稚園提供服務，以擴大本集團於香港幼稚園市場之份額，亦有助吸

引更多家長及兒童日後訂閱EVI網上系統。期內，本集團積極推行一連串品牌建立及市場推廣計劃

加強本集團的形象。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本集團與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幼聯」）於沙田馬

場聯手合辦「親子環保行」活動，另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八日於香港城市大學舉行宣傳活動，反應

熱烈，成功吸引了約90所幼稚園逾100名代表參加。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九日，本集團與東華三院

於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聯手合辦展覽，吸引了逾1,000名家長、兒童、教師及幼稚園代表參加，

且更榮幸邀得教育署高級助理署長（行政）主持展覽的揭幕儀式。

本集團一直致力開發EVI網上系統的素材。期內，本集團不斷更新「校園天地」的素材，並推出更豐

富的新素材，以迎合用戶所需。本集團更撰作EVI主題曲，藉以加強用戶的投入感以及樹立本集團

形象。此外，本集團亦已準備「圖片資料庫」及「普通話與英語故事廣場」以迎合不同幼稚園所需。

技術開發方面，本集團將採用新的素材管理系統及高速網站服務傳送工具等，繼續就發展EVI網上

系統的骨幹架構投放資源。此等策略將可提昇整個系統的整理及素材刊登方面的效率及效益，而

本集團認為該等資訊科技發展與現行業務發展及需要方向一致。

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公布全年業績後及誠如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一日之第一季度業績公布所

述，本集團與一新加坡上市集團組成合資企業。於二零零一年七月，本集團訂立一項協議，向一新

加坡上市集團購買「I-Express CD on demand Technology」的特許權，以加強EVI網上系統及作轉

售用途。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七月成立附屬公司System New International Limited，並其後於二零

零一年十月引入該新加坡上市集團成為佔該附屬公司25%權益的股東。透過該合資企業，本集團擬

將教育服務擴展至中小學層面。本集團相信該公司將有助本集團拓展中國大陸以至亞太區的商機。

誠如二零零二年二月一日之第一季度業績公布所述，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一月收購香港資歷甚佳

的教育供應商之80%權益。該公司已於香港教育界累積逾十年經驗，現時為超過100所幼稚園及50

所中小學提供服務。上述收購不僅提升本集團之市場位置及客戶基礎，亦可藉提供額外全面服務

及離線產品迎合不同客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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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及兒童提供優質教學服務的熱誠，

本集團將竭力擴大其於香港的市場份額。經考慮改革後用戶之反應，本集團將就「家長天地」及「兒

童天地」收取訂閱月費，料本集團之收入將受到該等訂閱月費所帶動。

將陸續推出宣傳及市場推廣計劃以吸納更多市場份額。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八日，本集團將於香

港城市大學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前教育行政管理課程同學會」攜手合辦名為「平衡計分卡

在學前教育機構之應用」的工作坊，預期活動將可吸引逾百名家長、兒童、教師及幼稚園代表參加，

而本集團亦邀請了本集團顧問委員會委員擔任研討會演講嘉賓。



– 4 –

除了學前課外課程及電腦培訓課程外，其他課程例如「兒童資訊活動小組」及新設計的暑期課程亦

可進一步擴闊服務範疇及引起教育界的注意。

亞洲市場方面，除了與新加坡上市集團組成合資企業以外，本集團將繼續致力物色新商機。 展望

未來，本集團的目標乃增加現有用戶數量及進一步於亞洲市場拓展商機，當中包括中國大陸。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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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龐維新

香港，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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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之比較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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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所香港幼稚園及

8,000名香港家長之客戶基

礎。

2. 電腦培訓及系統集成服務：

維持10所香港幼稚園之客

戶基礎。

1. EVI網上系統：

開始產生幼稚園用戶之訂

閱收入，並向香港家長及兒

童用戶收取訂閱費。

2. 電腦培訓及系統安裝及集

成服務：

為香港幼稚園提供之離線

電腦培訓及系統安裝及集

成服務將繼續產生穩定收

益。

3. 學前教育課程及親子活動：

開始為香港家長及子女舉

辦離線課程及活動，從而產

生收入。

本集團已建立超過15,000名學生、家長及教師和超過100所幼稚

園之用戶基礎，該等用戶現時使用本集團網上或伺服器計劃。

本集團現為香港超過15所幼稚園提供電腦培訓課程及系統集成

服務。於二零零二年一月收購新附屬公司後，本集團可將其服務

擴展至香港中小學。

本集團已與超過100所幼稚園訂立服務合約，其中50所幼稚園就

EVI網上系統訂立為期三年之合約。每月訂閱收入較預期早六個

月於二零零一年九月開始，為本集團帶來經常性訂閱月費收入，

奠下令人鼓舞之里程碑。

離線服務包括課外培訓課程、系統集成、研討班、電子媒體製作、

多媒體學習中心設立全面解決方案、發光二極體顯示器、高架地

板系統及資訊科技有關服務，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益。與去

年相比，離線服務所產生之收益有所增長。

學前課外培訓課程繼續為本集團產生穩定收入。已設計「兒童資

訊活動小組」及新的暑期課程以進一步擴闊服務範疇及引起教

育界的注意。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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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廣告收入：

開始自EVI網上系統產生網

上橫額廣告收入。

1. 參考現有用戶意見，繼續於

「校園天地」、「家長天地」

及「兒童天地」開發新素材

及功能。

2. 於EVI網上系統發展電子商

貿功能。

3. 為EVI網上系統之香港用戶

社群籌辦離線興趣交流群

組及活動。

4. 專為澳門及中國市場之幼

稚園、家長及兒童研究及開

發新素材或轉換現有素材。

5. 為網上系統之澳門及中國

版本轉換系統軟件。為EVI

網上系統之澳門版本進行

測試。

網頁「橫額」廣告之需求及收費均出現大幅度下降，因此本集團

推出新商業贊助計劃並按商業條款及條件與本地財務機構舉行

研討會。

經參考幼稚園提出之意見後，於「校園天地」增添多元化及互動

功能例如「資源圖書館」、普通話素材及英語素材。「家長天地」

已加入更多界面及文章，而「兒童天地」亦加入了更多新穎遊戲，

並將於適當時候加入更多新功能。

鑑於電子商貿的發展瞬息萬變，本集團需謹慎考慮成本與利益，

並將繼續物色潛在夥伴，開發EVI網上系統的電子商貿功能。

本集團於期內為幼稚園籌辦多項展覽及開放日活動，吸引了家

長、兒童、教師及幼稚園代表參加活動。

本集團已押後澳門市場發展計劃，惟繼續為EVI網上系統研究海

外市場的素材，特別是中國市場。本集團現行對中國或海外市場

的策略乃物色或挑選富於經驗的當地教育界夥伴，從而研究及制

定合適的業務模式，以轉換EVI網上系統。

鑑於現時經濟狀況，本集團對澳門市場亦存疑慮，因此調低澳門

市場發展的優先次序，並計劃於中國市場投放更多資源以提高未

來增長及利益。本集團認為，鑑於本集團具備充足資源應付未來

發展及承擔所需，故押後澳門市場發展計劃及中國系統軟件轉換

不會導致本集團之整體計劃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開發及推出新產品、素材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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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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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繼續於香港推出及安排EVI

網上系統的市場推廣及宣

傳活動。

2. 在澳門及中國準備及推行

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

1. 於澳門成立代表辦事處，聘

請員工及與澳門當地夥伴

落實成立合營企業。

1. 繼續檢討及提升系統需求，

並使用最先進科技，改進資

訊科技基建，以配合EVI網

上系統之用戶流量上升。

2. 在EVI網上系統內開發電子

商貿輔助軟件功能。

3. 與澳門及中國當地數據中

心聯絡，為EVI網上系統之

當地版本設置伺服器及當

地資訊科技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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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及市場推廣

本集團擁有全力以赴之銷售及市場推廣隊伍，負責：

‧ 一連串進取之市場活動，例如展覽、工作坊及參與幼稚園開

放日活動，以與有意之新幼稚園用戶接觸，並將於其後透過

探訪、會面或操作示範跟進；

‧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與多家東華幼稚園及EVI網上系統現有幼

稚園用戶合作，為家長及學前兒童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

藝館攜手合辦研討會，而家長及兒童可透過參與該活動熟悉

系統之操作。

本集團已調低澳門市場發展之優先次序，資源改而投放於中國市

場。管理層與不同潛在夥伴保持緊密接觸，並計劃與之合作拓展

中國市場。

已押後擴展澳門市場的業務計劃。然而，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一年

十月與一新加坡上市集團組成合資企業，該上市集團為互聯網教

學之先驅。董事相信，該等夥伴將有助本集團於中國及其他亞太

區市場擴展教育服務業務。

技術開發方面，本集團將購買新的素材管理系統及高速網站服務

傳送工具等，繼續就發展EVI網上系統的骨幹架構投放資源。此

等策略將可提昇整個系統的整理及素材刊登方面的效率及效益，

而本集團認為該等資訊科技發展與現行業務發展及需要方向一

致。

本集團內部技術隊伍繼續研究將影音串流技術應用於EVI網上

系統。

由於擴展澳門業務及轉換中國系統的計劃押後，本集團不會在現

階段與當地數據中心聯絡，然而，本集團具備充足資源應付未來

發展及增長所需，故押後計劃不會造成重大影響。

海外發展、策略性收購及聯盟

系統基建及技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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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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資源、營運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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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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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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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百萬 3.6百萬

提升及改善系統基建及技術部署 11.5百萬 3.5百萬 3.2百萬

購買及提供硬件予幼稚園推廣使用

EVI網上系統 8.5百萬 2.75百萬 3.1百萬

發展EVI網上系統網上廣告、

電子商貿及有關功能 7.0百萬 1百萬 2.1百萬

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 6.0百萬 3.5百萬 4.5百萬

營運資金 12.0百萬 4.8百萬 12.0百萬

52.0百萬 19.05百萬 28.5百萬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餘下所得收益淨額約23,500,000港元，存放於香港銀行以作短期附息

存款。

由於市場反應較預期理想，本集團之實際業務進展較預期快，因此首次公開售股所得收益之使用

亦較預期為快。然而，本集團較預期早六個月於二零零一年九月產生經常性每月訂閱月費收入，奠

下令人鼓舞之基礎。營運資金流出增加主要由於收購資歷甚佳的教育服務供應商之80%權益，另加

上員工數目和員工及行政有關開支增加所致，收購事宜已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一日的第一季度業績

公布披露，而開支增加則已於現金流量表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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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增加整體職員人數至大約37

名全職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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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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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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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627 78 3,595 285

銷售成本 (127) － (632) (72)

提供互聯網教育服務成本 (107) － (181) －

員工成本 (2,686) (1,947) (5,597) (3,030)

機器及設備折舊 (701) (302) (1,402) (346)

網站開發費用攤銷 (532) (343) (1,060) (343)

無形資產攤銷 (805) － (1,595) －

分銷及銷售開支 (97) (1,044) (348) (1,222)

研究及開發費用 － (65) － (65)

一般及行政開支 (1,738) (1,358) (2,771) (1,620)

營業虧損 (5,166) (4,981) (9,991) (6,413)

無形資產減損撥備 (7) － － (2,786) －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 6,318 －

利息收入 134 75 288 210

其他收入 12 － 38 －

除稅前虧損 (3) (5,020) (4,906) (6,133) (6,203)

稅項 (4) － － － －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5,020) (4,906) (6,133) (6,203)

少數股東權益 (3) － (3) －

股東應佔虧損 (5,023) (4,906) (6,136) (6,203)

股息 － － － －

每股虧損－基本 (5) (0.13)仙 (0.15)仙 (0.15)仙 (0.19)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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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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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662 7,678

網站開發費用 3,809 4,786

無形資產 (7) 5,449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5,920 12,464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8) 892 43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21 502

投資 1,985 1,985

現金及銀行存款 31,082 39,468

流動資產總值 34,580 42,38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1,569) (964)

預提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518) (2,440)

客戶按金 (1,658) (1,099)

結欠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款項 (10) (1,460) －

應付稅項 (41) －

流動負債總值 (6,246) (4,503)

流動資產淨值 28,334 37,88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43) －

資產淨值 44,211 50,34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40,000 40,000

儲備 (12) 37,290 37,290

累計虧絀 (12) (33,079) (26,943)

股東權益 44,211 5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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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6,719)

投資回報及融資成本
已收利息 288

投資業務
購買機器及設備 (240)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收益 91
購買附屬公司 (2,266)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2,415)

融資前之現金流出淨額 (8,846)

融資
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注資 460

融資之現金流出淨額 46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8,386)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1,453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現金、銀行存款及投資 33,067

重大非現金交易：

期內，於二零零一年十月收購特許權所付6,318,000港元之代價已由出售附屬公司25%股份權益所
收代價所抵銷。

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集團重組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零年修訂本）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
豁免公司。本公司之股份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五日在創業板上市。本公司董事認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
冊成立之Summerview Enterprises Limited為最終控股公司。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根據集團重組（「重組」）成為組成本集團各公司之控股公司，重組涉
及共同控制公司之間的股份交換，本公司因重組而產生之附屬公司視為一個持續經營集團。因此，本集
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合併會計基準編製，猶如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一直為組成本集團各公司之控股公司，而非由重組完成當日起計。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之比較數字亦按此基準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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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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則」）第18章披露規定而編製。本年度首次採納該準
則，故按規則所許可而未有在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內呈列上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

在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之年度賬目中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適用於中期業績，惟下列無形資產則除
外：

(a) 收購特許權之會計法

相當於特許權合約價之特許權成本當作無形資產入賬。無形資產乃以成本值減任何減損列賬，
並按其估計可用年期以直線法攤銷。

(b) 商譽指收購成本超過集團應佔所收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於收購日期之資產
淨值之差額。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因收購產生之商譽乃計入無形資產
內，並按其估計可用年期以直線法攤銷。商譽乃按其年期十年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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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期內按業務分類分析之總營業額及收益與經營業績如下：

營業額及收益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互聯網教育費用 1,107 － 2,173 －
電腦軟硬件銷售及安裝 106 － 696 89
電腦培訓費用 314 78 506 196
網站製作費用 100 － 220 －

期內總營業額 1,627 78 3,595 285
利息收入 134 75 288 210
其他收入 12 － 38 －

期內總收益 1,773 153 3,921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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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虧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互聯網教育費用 (4,060) － (6,621) －
電腦軟硬件銷售及安裝 (119) (1,915) (1,108) (2,876)
電腦培訓費用 87 (58) 192 (46)
網站製作費用 (119) － (223) －

(4,211) (1,973) (7,760) (2,922)
未分配開支 (955) (3,008) (2,231) (3,491)

期內營業虧損 (5,166) (4,981) (9,991) (6,413)

由於營業額及收益與香港以外地區業務之虧損數額並不重大，故並無呈列按地區劃分之分類資料。

(3) 除稅前虧損

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之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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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扣除下列各項後：
提供互聯網教育服務成本 107 － 181 －
商品成本 127 － 632 72
員工成本 2,686 1,947 5,597 3,030
經營租約租金
－物業 253 245 702 293
－電腦伺服器 123 109 246 109

機器及設備折舊 701 302 1,402 346
網站開發費用攤銷 532 343 1,060 343
無形資產攤銷：
－商譽 15 － 15 －
－特許權 790 － 1,580 －

特許權減損撥備 － － 2,786 －

計入下列各項後：
利息收入 134 75 288 210
其他收入 12 － 38 －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 6,318 －

(4) 稅項

就財務申報而言，本集團內個別公司須根據其溢利作出利得稅撥備，並就計算利得稅時毋須課稅或不
可扣除之收入或開支項目作出調整。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或取得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5)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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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136,000港元及5,023,000港元（二零零一年：6,203,000港元及4,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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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3,328,620,000股及3,234,605,000股）計算，並假設集
團重組（見附註1）、股本及股份拆細（見附註11）已於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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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股攤薄虧損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之每股
攤薄虧損。由於在截至二零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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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機器及設備

機器及設備（綜合）變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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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 1,839 315 6,939 9,093
期內添置 － 5 123 128
收購附屬公司 151 409 827 1,387
期內出售 － (46) (129) (175)

期終 1,990 683 7,760 10,433

累計折舊
期初 538 61 816 1,415
期內撥備 451 46 905 1,402
收購附屬公司 91 373 520 984
期內出售 － (2) (28) (30)

期終 1,080 478 2,213 3,771

賬面淨值
期終 910 205 5,547 6,662

期初 1,301 254 6,123 7,678

(7) 無形資產

商譽 特許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添置及期終 3,512 6,318 9,830

攤銷
期內已攤銷 － (2,786) (2,786)
減損撥備 (15) (1,580) (1,595)

期終 (15) (4,366) (4,381)

賬面淨值
期終 3,497 1,952 5,449

商譽

二零零二年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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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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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溢利時方予支付（見附註10）。應佔
附屬公司比例負債淨值之公平值總額約為12,000港元。收購代價超逾所購入可識別資產之公平值的差
額列作商譽。商譽撥充資本，自收購日期起按超過十年期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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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權減損撥備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審閱及進行評估，以釐定收回特許權面值之可能性。該評估乃
根據使用中資產之價值而作出，而使用中資產價值乃按產生現金單位（個別業務項目）預計未來現金流
量的現值計算。根據該評估結果，本集團決定作出約2,786,000港元之減損撥備。

(8) 應收賬款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淨額為892,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431,000港元）。應
收賬款淨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413 422
31至60日 133 9
61至90日 21 －
超過90日 325 －

892 431

本集團一般會給予其互聯網教育服務客戶7至14日信貸期，而電腦安裝方面，本集團一般會給予其客戶
平均30至60日信貸期。

(9) 應付賬款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為1,569,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964,000港元）。應付
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償還餘額：
0至30日 1,132 964
31至60日 223 －
61至90日 － －
超過90日 214 －

1,569 964

(10) 結欠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款項

該款項指就收購附屬公司須支付之現金代價餘額 1,000,000港元（見附註 7）連同結欠少數股東款項
460,000港元。

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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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及股份拆細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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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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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40,000

有關將每股面值0.05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原股份」） 拆細為5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股
份」）的決議案已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正式通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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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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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款項：
一年內 1,586 1,854
一至兩年 － 432

1,586 2,28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本集團並無就二零零一年

同期宣派任何股息。

董事於股份中之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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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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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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發行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股份百分比

龐維新先生（「龐先生」）（附註1） － － 2,609,200,000 2,609,200,000 65.23%
張士昆先生 4,000,000 － － 4,000,000 0.10%
龐盧淑燕女士（附註2） － 2,609,200,000 － 2,609,200,000 65.23%

附註：

1.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Summerview Enterprises Limited 持有本公司 2,609,200,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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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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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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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按每股原有股份0.38
港元之價格（現已調整為每股股份 0.076港元）認購合共 42,000,000股原有股份（相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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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概無根據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向本公司
董事授出購股權。

授予本公司董事之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

購股權涉及之
董事姓名 每股股份認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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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 0.076港元 4,000,000

210,000,000

附註:

1. 劉偉樹先生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一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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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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按每股原有股份1.04港元之價格（現已調整為每股股份0.208

港元）認購合共500,000股原有股份（相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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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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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獲行使。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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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授出合共可認購為數250,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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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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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港元之行使價認購合共51,000,000股原有股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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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通過一項決議案，每股原有股份據此拆細為五股股份

（「股份拆細」）。為反映上述股份拆細之影響，原有購股權認購價已乘以1/5，而可予以發行

之股份數目則乘以5。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認購價已調整至每股0.076港元。股份拆細後，公

開售股前之購股權可予以發行之股份數目已調整為255,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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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後及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根據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

劃向本集團3名僱員授出可認購合共4,500,000股股份（相等於900,000股原有股份）之購股

權已於彼等終止受聘於本集團時失效。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後及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並無授出購股權，亦無購股權失效。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可按行使價每股0.076港元認購合共250,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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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批購股權乃授予下列組別

之承授人：－

購股權內包含之

承授人組別 承授人總數 基本股份數目

董事 4 210,000,000

顧問 1 5,000,000

僱員 6 35,500,000

合共 250,500,000

已向四名董事授出可認購210,000,000股股份的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授出購股權之詳情載

於上文「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一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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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向本集團15

名全職僱員有條件授出可按相等於1.04港元之行使價認購合共5,000,000股原有股份之購股

權（包括向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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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

股原有股份之購股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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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日期間行使。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通過一項決議案，每股原有股份據此拆細為五股股份

（「股份拆細」）。為反映上述股份拆細之影響，原有購股權認購價已乘以1/5，而可予以發行

之股份數目則乘以5。公開售股後之購股權認購價已調整至每股0.208港元。股份拆細後，公

開售股後之購股權可予以發行之股份數目已調整為25,000,000股。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一日後及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根據公開售股後之購股權計

劃向本集團一名僱員授出可認購合共1,000,000股股份（相等於200,000股原有股份）之購股

權已於彼終止受聘於本集團時失效。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可按行使價每股0.208港元認購合共24,000,000股股份之購股

權尚未行使，該批購股權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授出，包括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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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認購合共2,5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授出

購股權之詳情載於上文「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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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

三月六日之售股章程第179至183頁。



– 20 –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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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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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9,200,000（附註1） 65.23%

龐盧淑燕女士 2,609,200,000（附註1） 65.23%

附註：

1.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Summerview Enterprises Limited持有本公司 2,609,200,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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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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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薦人權益

據本公司保薦人工商東亞融資有限公司（「保薦人」）最新通知，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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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三月六日訂立之協議，保薦人將收取費用，留任本公司之保薦

人，由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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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3及第5.24條之規定，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成立審核委

員會，並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四位成員組成，其中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

為孔德秋、高浚晞、孔繁偉，以及公司秘書張漢輝。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管本集團之
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控制。本業績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買賣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五日方開始在創業板買賣。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

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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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