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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乃專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而設立之上市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
毋須有過往溢利紀錄，亦毋須承擔預測未來溢利之任何責任。此外，在創業板上市
之公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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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資者
應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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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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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板發佈資料之主要途徑是在聯交所營運之互聯網網頁上刊登。上市公司一般毋
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因此，有意投資者應注意，彼等應瀏覽創業板網
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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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亞洲資產（控股）有限公司的資料，
亞洲資產（控股）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就此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深知及確信，(i)本報告所載的資料於各重大方面均屬準
確、完整且無誤導成份；(ii)本報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其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及(iii)本報告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及
假設為依據。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謝暄先生╱（主席）及邱越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盧敏霖先生╱（副主席）和Andrew James Chandler；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巫繼學先生，
張道榮先生及馮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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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亞洲資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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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8  29,266  30,683  91,995

服務成本  (5,730 ) (25,681 ) (25,443 ) (81,917 )

毛利  558  3,585  5,240  10,078
其他收入  57  172  259  (68 )
利息收入  1  8  3  20
員工成本  (1,797 ) (3,216 ) (6,425 ) (8,977 )
經營租約租金  (314 ) (936 ) (1,409 ) (2,495 )
其他經營開支  263  (2,020 ) (2,514 ) (6,132 )
折舊及攤銷  (7,422 ) (121 ) (21,816 ) (413 )

經營業務虧損  (8,654 ) (2,528 ) (26,662 ) (7,987 )

融資成本  (178 ) (123 ) (490 ) (291 )

除稅前虧損  (8,832 ) (2,651 ) (27,152 ) (8,278 )

稅項 3 (120 ) －  (335 ) －

期內虧損  (8,952 ) (2,651 ) (27,487 ) (8,278 )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690 ) (2,383 ) (26,656 ) (8,010 )
少數股東權益  (262 ) (268 ) (831 ) (268 )

  (8,952 ) (2,651 ) (27,487 ) (8,278 )

每股虧損
－基本 4 (0.90仙 ) (0.34仙 ) (2.77仙 ) (1.21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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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及截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呈列如下：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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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63,933  97,008  26,020  (775 ) (203,297 ) (17,111 ) 817  (16,294 )

期內變動 32,409  38,242  26,787  9  (8,010 ) 89,437  2,295  91,732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96,342  135,250  52,807  (766 ) (211,307 ) 72,326  3,112  75,438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96,342  119,693  26,020  (1,832 ) (261,417 ) (21,194 ) 100,083  78,889

期內變動 －  －  －  387  (27,487 ) (27,100 ) (831 ) (27,931 )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96,342  119,693  26,020  (1,445 ) (288,904 ) (48,294 ) 99,252  5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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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季度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公
告準則（「香港財務公告準則」），以及香港公認之會計原則和創業板上市規則編製。在編
製此等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乃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
之經審核綜合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政策一致。

2.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指(1)提供內容資訊之發送費；(2)提供互聯網電影服務；及(3)提供物流服
務之服務費（不包括集團公司之交易）之發票值載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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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供應服務
－項目費 －  －  －  －
－發送費 －  －  －  27

互聯網電視服務 4,535  －  4,535  －
物流服務費 1,753  29,266  26,148  91,968

營業總額 6,288  29,266  30,683  91,995

3.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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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利得稅 －  －  －  －
中國所得稅 120  －  335  －

 120  －  335  －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就香
港利得稅作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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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該等期間之股
東應佔日常業務之虧損淨額約8,69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383,000港元）及26,656,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8,010,000港元）和期內對應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約963,417,986股及
963,417,986股（二零零八年： 704,151,932股及660,782,059股）計算。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及股東應佔虧損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總營業額約為30,683,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91,99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66.65%。董事會注意到環球經濟展情況
差是集團營業總額下降的其中一個原因，再加上持續的環球金融危機，在季度報告
期內對國內物流業務整體有著不良的影響。

本季度之未經審核綜合業務虧損27,48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8,278,000港元大幅
增加。虧損擴大的主要原因，是要為收購廣州濤視傳播廣告有限公司（「廣州濤視」）
所產生之商譽，作資產減值撥備。本期虧損的增加是因為要對收購廣州濤視後，所
產生之商譽減值攤銷撥備。該撥備是董事會在本公司核數師之建議下採取審慎之態
度，並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決定應就廣州濤視之資產作出商譽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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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為子公司，廣州濤視，的互聯網電視牌照減值撥備部份，集團已成功地將直至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的九個月營運成本降低24.66%。扣除規定的資產減值損
失，股東應佔每股虧損為每股0.19仙。當互聯網電視業務部份對集團的收入有貢獻
時，以致集團的整體企業價值亦同步提高。

本集團之毛利率由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10.95%上升至當前期間的
17.08%。毛利率上升主要是關閉了虧損的香港和美國業務。

融資成本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融資成本約49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21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68.39%。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截至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的九個月，本集團的借款中包括最終控股公司提供的
14,523,000港元的貸款。本集團有現金結餘約3,267,000港元（二零零八年：5,175,000

港元）。

本集團繼續採納審慎庫務政策，以港元或經營附屬公司之本地貨幣維持其現金結
餘，將外匯風險減至最低。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發行股本與年初比較，保持不變，為96,341,799港
元。

資產負債比率

截至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的九個月，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以總借貸佔總資產
之百分比表示）為13.04%（二零零八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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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46名（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202名）僱
員。其中5名駐香港，其餘41名駐中國。本集團之薪酬政策符合現行市場慣例，乃按
僱員之表現及經驗而制定。僱員之薪金及相關福利乃視僱員表現釐定，本集團之一
般薪酬架構會逐年檢討。

有關附屬及關聯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多間附屬公司解除註冊及清盤

董事會議決為降低本集團之營運成本，應將本集團轄下不再為本集團提供增值或未
為本集團賺取任何收入之附屬公司解除註冊或自願清盤。董事會認為將下列多間附
屬公司解除註冊及清盤，只會降低本集團營運成本，而不會對本集團營運有影響。

現正辦理解除註冊事宜之附屬公司包括：AIR Logistic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BVI)、AIR Logistic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AIR SQW Limited、Asian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nsultants Limited、Chinareference.com Limited、Easy On 

Logistics Limited、Explore International Limited、Explore Limited及Sinobase Asia 

Limited。

期內已解除註冊之附屬公司包括：AIR Logist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e-Daily 

Limited。

現正辦理自願清盤之附屬公司包括：Asian Information Investment Consulting 

Limited、BuyCollection.com Limited及Myhome Network Limited。

重要訴訟和或然負債

截止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未捲入任何重要訴訟，
也無任何或然負債。且就董事所知，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並無任何待辦或受其威
脅之重大訴訟或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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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後事項

委任董事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委任Andrew James Chandler先生(Chandler先生）為本公
司之非執行董事，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批准為準。

Chandler先生，三十七歲，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加入本集團。彼負責本集團之法律及
企業法規遵守相關事務。Chandler先生於一九九八年起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
之大律師，並於一九九六年起為紐西蘭高等法院之大律師及事務律師。Chandler先
生於法律界擁有逾十年經驗。Chandler先生畢業於紐西蘭惠靈頓Victoria大學，持有
法學學士及文學學士學位。Chandler先生亦於香港城市大學獲得法學研究證書以及
紐西蘭Massey大學商業研究﹙金融﹚研究文憑。

Chandler先生與本公司之董事、高層管理人員、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或控股股
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任何關係。概無任何資料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7.50(2)(h)至(v)項需予披露。

在過去三年，Chandler先生並沒有在任何上市公司擔任董事之職。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十五部份，Chandler先生在本公司的證券並無任何利益。

本公司與Chandler先生已簽訂一份無年期限制之服務合約，Chandler先生每月可獲
四萬五千元港幣之服務酬金，並以半年檢討一次為基礎。按照本公司的成立章程，
Chandler先生在下次之股價大會時，亦受退任及重選的規範。

董事會相信沒有本公司之股東需要知悉之任何其他事項。

董事會謹此歡迎Chandler先生加入本公司擔任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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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專注發展其核心業務－物流服務及資訊科技的同時，亦尋
求透過在華南地區提供互聯網電視服務而擴大其收入基礎。本公司的物流業務營運
有足夠之水平及資產以支持其持續營運。在互聯網電視業務部所擁有的資產上，在
本公司的主要股東繼續支持下，本公司有足夠的資產團繼續其業務的營運。

董事會一直尋求擴闊本集團收入基礎及擴大本集團現有資訊科技的業務運作之投資
機會。因此，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與廣州濤視訂立收購協議，並在二
零零八年九月十二日公佈該收購事項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完成。而該傳媒公
司，廣州濤視，及其子公司，南方明珠，已被納入本集團之企業架構內。

董事會預計，以現時的疲弱經濟展望及最近的將來一段時間內，集團的收入基礎，
不會如在收購時所述的，在即將到來的期內會有重大改善。

董事會繼續關注由現在不景氣的經濟前景所引起的收入問題。通過實施可行性的策
略，概述如下，包括多樣化分配集團內部的未來資金，這應將看到集團轉移到可觀
的收入的其他機會，這將使集團最終為公司股東產生長期和可持續的回報。

董事會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之公告通知（「公告」）持有本公司股份、證券人士及
潛投資者，江蘇恒通國際貨運有限公司（「恒通」）的管理層在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七
日通知董事會，指其作為一個盈利的營運實體，在可預見的將來，要其達到盈利成
果的可能性是不切實際的。在此資訊及考慮到董事會期望集中在新收購的互聯網電
視業務上，董事會決定，以公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為前提，立刻啟動結束恒通
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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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通知持有本公司股份、證券人士及潛投資者，透過收購互聯網電視業務部及
在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落實起動第二階段的互聯網電視服務，董事會已集中重新分
配公司的資源及集團內的其他資產給互聯網電視業務，並致力提高本集團的盈利能
力及提高未來可帶給本公司股東之回報。啟動結束恒通的業務，如公告所述，是符
合董事會的戰略，關閉集團所有不盈利的業務，而集中更多的資源於本公司的互聯
網電視業務，董事會有信心，該業務能產生足夠運作水平，以致公司在持續經營
上，可以在整體運作上增加集團的盈利能力及提高未來可帶給本公司股東的回報。

董事會認為，在結束恒通營運業務後，在現有的互聯網電視業務部的客戶基礎及收
入來源上，本公司的互聯網電視業務部將繼續有足夠的營運水平及充足的資產以致
該部門能持續營運。董事會不預期本公司在即將到來的時期將出現財務困難，以致
可能嚴重損害公司能否繼續經營。

分部業務表現

物流服務

儘管管理層期內努力不懈地整頓本集團之業務，並提升本集團之成本效益，惟本集
團尚未能達致獲利之目標。考慮到業務之重要性以及期內本集團於物流運作上遇到
的問題，管理層付出相當努力以改善分公司及附屬公司之業務運作及管理。

本集團此分部是本集團的業務營運中，在報告期內為集團帶來最大部份回報的分
部。然而，持續的全球經濟狀況疲弱，不幸地對本集團已達標的物流業財務表現嚴
重地打擊，管理層繼續針對此危急問題。然而，管理層已努力透過將物流業務的虧
損控制在最低水平，從而保障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季度業績報告11

鑑於董事會對物流部所遇到的困難，董事會一直試圖降低該部門因收入減少而成的
虧損，這亦直接因為全球經濟普遍低迷而造成，不幸地，在現在的經濟氣候下，此
舉亦不成功，董事會決定，以公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為前提，立刻啟動結束恒
通的業務。普遍全球經濟下滑，不但對恒通的收入，事實上對整個中國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的物流行業都有著負面的影響。

有鑑全球經濟普遍下滑，自二零零八年初起，這對中國物流行業所帶來的實質負
面的影響，亦是董事會對恒通業務啟動結束的主要原因。事實上，在先前的報
告中亦有提及，持續的經濟條件差，據報導，對於有關中國的貿易數字，從內
地在北美和歐洲的主要客戶需求的嚴重下滑，造成去年5月出口跌百分之26.4至
八千八百七十六億美元。下滑是延自四月份的百分之25.2。入口亦下跌，跌至百分
之25.2，七千五百三十七億美元，亦是擴大自四月份的百分之23（資料來源：南華早
報）。有報告亦說，四月份的出口下降，至九千一百九十億美元，大於三月份的百分
之17的下降，表明中國的貿易還沒從長期乾旱的需求所帶來的全球經濟下滑得到多
少舒緩。（資料來源：雅虎財經）

在接到恒通管理層通知後，董事會決定降低這部門的營運成本是不能沖銷因普遍經
濟下滑減少了的收入，考慮到這一點，董事會決定，以公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為前提，立刻啟動結束恒通的業務以達致董事會自二零零八年九月所定之戰略，集
團以投資及營運的盈利目標。

在啟動結束恒通的業務時，董事會另外一項考慮因素就是，為了遵守適用於對物流
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的監管制度，恒通管理層通知董事會，恒通將需要花費一
筆流動資金，以滿足恒通面對的現有和新的遵從成本，而這將導致本集團因此帶來
大量的額外的經營成本，反過來這又對本集團的企業經營和回報的達成產生了深刻
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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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項規定的問題上，恒通所遇到的是一個持續的義務，不斷確定必須滿足有關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九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交通部」）水運司向各國際班輪
公司發出通告，要求強制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該條例要求： (i)

當與無船承運人（「無船承運人」）訂立運價協定時，各國際班輪公司須確定該無船承
運人已登記其提單及交納根據此條例提出所需之保證金；及(ii)國際船舶運輸經營者
不可接受無船承運人登記提單及交納保證金之無船承運人提供之貨物及集裝箱。恒
通的管理層報告謂，遵守這些規定會對公司在今後一個時期內，因在較高遵從成本
下，營運資金會有增加的需求，結果對公司的物流業務造成負面影響。

事實上，在啟動結束恒通的業務前，董事會已考慮到恒通現有資本水平，是不足以
應付其現時不斷要面對的法規遵從要求及費用，如要恒通繼續成為一可營運的業務
實體，進一步從公司將資金注入恒通是需要的。

在現時全球經濟下滑的情況下及批判地考慮恒通在這種經濟氣候下的將來，董事會
決定，如將更多的資本投入恒通，或增加營運使費而不能導出額外的效益，不是公
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不如將更多的資本開支投放入新收購的互聯網電視業務
上。

董事會認為啟動結束恒通的業務不會對集團帶來負面的影響，比較上，這結束可令
集團降低其營運成本，並預期，將來可令集團達致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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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董事會相信在環球經濟好轉時，這項收購將為集團提供及維持長期的收入來源的基
礎，亦將改善本公司股東的回報。董事會已啟動互聯網電視服務。董事會期望全球
一般經濟將在未來日子內進一步改善。

南方明珠自註冊成立以來從未開展任何業務營運。預期南方明珠將於緊隨該協議完
成後開展業務。南方明珠將主要於互聯網電視業內從事經營商及內容供應商。服務
包括但不限於：視聽服務，如(a)按需播放電視詳目；(b)下載電視詳目；(c)按需播放
伴唱視像；(d)按需播放音樂；及(e)視頻直播及其他服務，諸如(i)電視購物；(ii)網上
教育；及(iii)網上證券。南方明珠正與廣州市廣播電視微波總站（《信息網路傳播視聽
節目許可證》之持有人）就進行最後階段磋商，以簽訂獨家服務協議，據此，南方明
珠將作為廣州市廣播電視微波總站在（其中包括）節目內容、廣告及宣傳服務及其他
與互聯網電視服務有關之相關服務方面之獨家服務供應商。取得有關牌照為在中國
提供互聯網電視服務之先決條件。簽訂上述協議，將確保南方明珠有權於華南地區
以互聯網電視營運商身份行事。換言之，南方明珠運用廣州市廣播電視微波總站所
持有之牌照，提供互聯網電視服務。

南方明珠可就互聯網電視服務直接向客戶收取訂購費，該協議之初步限期預期將為
五年左右，並可於其後由各方重續。因此，收購事項實際上亦涉及收購南方明珠與
廣州市廣播電視微波總站之間的上述合作安排。

二零零九年首六個月，董事會正專注完成所有在發展階段中的互聯網電視服務，並
致力將該些服務，於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在華南地區正式推出。在二零零九年的
第二季，董事會已成功將聯網電視服務分散，並已簽署一份為一個約有50,000消費
者客戶群，提供絡網媒體視服務體軟件平台合約的直接收益。如上文所述，互聯網
電視業務部從共提的互聯網電視服務，第三季收入流和營業額已收到共4,535,000港
元。



亞洲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14

董事會已在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起動第二階段的大規模的互聯網電視服務。從互聯
網協議電視服務用戶的收入，預計將保持不變，但董事會預計，在低迷的全球經濟
中，預計這項目可產生的總收入將略低於原先預測，但鑑於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預
期的增長，日益擴大的的中國小康社會收入，在未來幾內，來自該部門的收入預期
將會增加。在這期間，董事會將繼續評估和審查預計可從該項目的收入和現金流
量，實現一個對集團積極投的資回報，並大大有利於公司股東作為一個整體。

本公司將告知股東有關此項業務之任何最新發展，以及董事會就互聯網電視服務之
進展之意向及本集團預期從而賺取之額外收入。

財務諮詢

除了上述之業務外，集團繼續尋找以其業務營運策略及能為股東貢獻最大回報之投
資機會。

收購Vega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Vega」），其主營業務包括融資投資服務、項
目計劃及發展、技術仲介服務、企業發展服務、管理諮詢服務和收購後諮詢及專業
管理服務，集團現正擴展及尋找在企業財務範疇上的進一步的機會，以為該部門在
此收入分項裡，為集團作出貢獻。

集團現正進行與華南若干公司商討由Vega提供財務諮詢服務的若干合約。上述諮詢
服務將按正常業務商談過程進行，此分部業務之進展將知會股東，而預計亦能為集
團帶來額外的收入。董事會相信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政年度，此部門會
為集團帶來更豐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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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股
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
須記錄或根據創業版上市規則第5.46條規定須知會本公司或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好倉

  已發行 持股概約
股東名稱╱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邱越（附註一） 一受控法團 18,620,436 1.93%

  之實益擁有人
邱越 合法╱實益擁有人 15,600,000 1.62%

合計  34,220,436 3.55%

附註一：  受控法團為Lucky Peace Limited，為一所於薩摩亞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由邱越先
生100%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或其相聯法
團，於本公司已發行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概無擁有任何相關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期內任何時間，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概無
獲授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之權利，彼等亦
無行使任何上述權利；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亦無
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可購入於任何其他法
人團體之上述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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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
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規定由本公司存置之權益
登記冊內，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
已記錄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佔本公司
   所持 已發行股本之
股東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Asian Dynamics 實益擁有人 公司 546,846,132 56.76%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附註一）

Concord Square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公司 83,914,000 8.71%

Aldgate Agent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公司 66,120,000 6.86%

 （附註二）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公司 66,120,000 6.86%

附註：

1. Asian Dynam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為一所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由Asian 

Wealth Incorporated、Denwell Enterprises Limited、Glamour House Limited、陳志明先生及
周德田先生實益擁有。

2. Aldgate Agents Limited為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前稱新世界數碼基地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
所上市之公司，股票編號：276）之全資附屬公司。該等公司所持之本公司股份權益均屬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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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
裁除外，彼等之權益載於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
倉」一節）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權益條例第336條須予記
錄之權益或淡倉。

競爭權益

本公司之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
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或與本集團有或可能有任何利益衝突。

管理層股東

除上文所披露Asian Dynam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Concord Square Limited、蒙古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和Aldgate Agents Limited外，據董事所知，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年度內，概無任問其他人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5%或以上
之權益及可實際主導或影響本公司管理工作。

購股權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季度，本公司授出97,840,073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購股權股份」），並須於購股權股份獲行使時按每股購股權股份
0.275港元之行使價予以發行。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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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進行買賣之規定準則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董事確認已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
間遵守創業版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所有交易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
董事張道榮先生、巫繼學先生及馮科博士組成，並已制定監管審核委員會權限及職
務之職權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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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內部
監控。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告初稿，並已就此提出建議及意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謝暄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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