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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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
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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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
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
有關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
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
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
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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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月期間的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集團之營業額分別約
460,600,000港元及191,200,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分別下降
25.2%及上升11.9%。

‧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集團之毛利分別約
41,400,000港元及29,4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44.9%及
上升67.6%。

‧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800,000

港元及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25,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本集團則錄得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分別
約27,100,000港元及13,800,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為0.04港仙及截至二
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為1.39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已宣佈及派發每股0.05港元之中期
股息，合共約89,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
個月：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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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月的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截至二零一三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未經審核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60,569 616,083 191,198 170,820
銷售成本 (419,172) (540,968) (161,804) (153,286)

毛利 41,397 75,115 29,394 17,534
其他收益及淨收入 20,436 7,485 16,283 1,370
分銷及銷售支出 (11,405) (13,697) (3,620) (3,035)
一般及行政支出 (57,495) (53,889) (19,052) (15,692)
其他經營支出 (3,103) (2,031) (477) (39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2,910 5,330 – –

經營（虧損）╱溢利 (7,260) 18,313 22,528 (219)
融資成本 (25,271) (5,694) (8,664) (1,760)
應 佔一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 25,929 15,906 12,730 15,906

除稅前（虧損）╱溢利 (6,602) 28,525 26,594 13,927
稅項 3 2,754 (1,408) 11 (111)

期內（虧損）╱溢利 (3,848) 27,117 26,605 13,816

應佔（虧損）╱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794) 27,117 24,972 13,816
　非控股權益 (3,054) – 1,633 –

(3,848) 27,117 26,605 13,816

每股（虧損）╱盈利 5
 －基本 (0.04)仙 1.56仙 1.39仙 0.79仙

 －攤薄 (0.04)仙 1.53仙 1.39仙 0.7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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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溢利 (3,848) 27,117 26,605 13,816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於其後可能重新被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690,061 – –

 應佔一共同控制實體權益所產生之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除稅後） (436,927) (273,519) 63,236 (307,927)

 折算中國附屬公司之外匯差額 52,543 (21,677) 10,824 (9,338)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384,384) 394,865 74,060 (317,265)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388,232) 421,982 100,665 (303,449)

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385,178) 421,982 99,032 (303,449)

　非控股權益 (3,054) – 1,633 –

(388,232) 421,982 100,665 (30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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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繳入盈餘
購股權
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折算儲備

（累積
虧損）╱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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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43,688 41,693 20,435 234,621 29,021 1,682,822 687,064 (393,828) 2,345,516 12,441 2,357,957

期內虧損 – – – – – – – (794) (794) (3,054) (3,848)

其他全面虧損：
 應佔一共同控制實體權益所產生
　　之其他全面虧損（除稅後） – – – – – (436,927) – – (436,927) – (436,927)
 折算中國附屬公司之外匯差額 – – – – – – 52,543 – 52,543 – 52,543

其他全面虧損總額 – – – – – (436,927) 52,543 – (384,384) – (384,38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436,927) 52,543 (794) (385,178) (3,054) (388,232)

擁有人之交易：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1,115 15,572 – – (3,415) – – – 13,272 – 13,272
 屆滿購股權 – – – – (25,606) – – 25,606 – – –
 中期股息（附註4） – – – – – – – (89,606) (89,606) – (89,606)

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1,115 15,572 – – (29,021) – – (64,000) (76,334) – (76,334)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44,803 57,265 20,435 234,621 – 1,245,895 739,607 (458,622) 1,884,004 9,387 1,893,391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43,378 37,003 20,190 234,621 30,336 1,103,488 686,287 106,371 2,261,674 – 2,261,674

期內溢利 – – – – – – – 27,117 27,117 – 27,117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 – – – 690,061 – – 690,061 – 690,061
 應佔一共同控制實體權益所產生
　　之其他全面虧損（除稅後） – – – – – (273,519) – – (273,519) – (273,519)
 折算中國附屬公司之外匯差額 – – – – – – (21,677) – (21,677) – (21,677)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 – – – – 416,542 (21,677) – 394,865 – 394,86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416,542 (21,677) 27,117 421,982 – 421,982

擁有人之交易：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293 3,192 – – – – – – 3,485 – 3,485

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293 3,192 – – – – – – 3,485 – 3,485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43,671 40,195 20,190 234,621 30,336 1,520,030 664,610 133,488 2,687,141 – 2,68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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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
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
編製。本賬目並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按年度財務報表規定提供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
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此等財務報表的基
準為歷史成本，惟投資物業，及於損益帳按公平值處理的金融資產╱負債按公平值計量。

編製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乃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除修訂了有關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項目之呈列
及披露，有關本集團所採納的由本期內起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
及前期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2  營業額

營業額於貨品付運及有關風險及回報擁有權轉移時，經扣除適用之增值稅後確認。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銷售及分銷以消費市場為目標之信息家電產品及相關產品。

3  稅項

從損益帳中（計入）╱扣除之稅項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2,754) 1,408 (11) 111



7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3  稅項（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除香港及澳
門）（「中國」）業務之所得稅撥備乃根據中國之現有法律、詮釋及慣例之適用稅率25%就估計應課
稅溢利作出計算。本公司兩間營運附屬公司（二零一二年：一間）被當地稅務機構正式指定為「高
新技術企業」。因此，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這些附屬公司之實際稅率為
15%。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並無於香港有任何應課稅溢
利，故本集團並無於兩期內對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4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宣派之
　二零一三年中期股息每股
　0.05港元（二零一二年：零港元） 89,606 – – –

5  每股（虧損）╱盈利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計算乃基於以下數據：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794) 27,117 24,972 1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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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虧損）╱盈利（續）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之普通股 1,747,506 1,735,120 – –
於七月一日已發行之普通股 – – 1,792,117 1,744,562
行使購股權影響 27,990 5,482 – 1,19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775,496 1,740,602 1,792,117 1,745,752

潛在普通股之攤薄影響：
 行使購股權 不適用 32,631 不適用 30,487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775,496 1,773,233 1,792,117 1,776,239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0.04)港仙 1.56港仙 1.39港仙 0.79港仙

 －攤薄* (0.04)港仙 1.53港仙 1.39港仙 0.78港仙

*  由於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影響，故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與
每股基本虧損一致。由於並無潛在攤薄的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一致。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
利分別約27,117,000港元及13,816,000港元，及於期內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分別約
1,740,602,000股及1,745,752,000股，並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之潛在
普通股之攤薄數目作調整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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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內」）之儲備變動載於本財務報表內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報表。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於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已宣佈及派發每股0.05港元之中期股息，合共約
89,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零港元）。

財務及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期內整體營業額及毛利分別達到約460,600,000港元及41,400,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25.2%及44.9%。期內整體營業額的下降主要歸因於二零一三
年首半年中國及部份海外客戶的採購意欲減弱、競爭加劇，再加上受季節性影響，這些
導致期內對本集團的產品需求疲軟。

然而，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由於一名香港及一名新海外客戶大量增加採購訂單，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整體營業額及毛利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增加
11.9%及67.6%至約191,200,000港元及29,400,000港元。

在中國市場，本集團透過與國內一間最大的電訊設備及系統供應商的合作，成功將多款
機頂盒（「機頂盒」）投放到廣東省、湖北省、四川省、陝西省、遼寧省、安徽省、上海及
重慶市等地區使用。然而，由於二零一三年首半年此中國客戶的採購意欲減弱及競爭加
劇，再加上受季節性影響，因而令機頂盒之售價大幅下降。故期內本集團於中國市場的
營業額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4.8%至約298,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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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業務回顧（續）

在海外市場，本集團與現有的多家電訊營運商及系統集成商繼續保持著合作夥伴關係。
本集團在比利時、西班牙及瑞典等國持續供貨。然而，與去年同期相比，由於數名海外
客戶大幅減少採購訂單，尤其是期內俄羅斯的銷售額下降至零港元，以及期內澳洲的銷
售額也下降58.7%至約38,800,000港元。結果，雖然期內一名新海外客戶的營業額錄
得約30,000,000港元，但期內海外市場的整體營業額仍較去年同期顯著下降49.8%至約
90,600,000港元。

作為香港地區網絡電視（「IPTV」）機頂盒主要供應商之一，本集團積極配合一名香港電訊
營運商的市場推廣活動。推出到市場中的高清機頂盒產品，於回顧期內受到用戶良好反
應，這令本集團期內在香港市場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顯著上升86.2%至約71,300,000港
元。

鑑於集團整體營業額大幅下降，集團期內之銷售費用也較去年同期下降16.7%至約
11,400,000港元。同時，集團期內之一般及行政支出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增加6.7%至約
57,500,000港元。此外，期內就應付廣東健力寶集團有限公司（「健力寶集團」）或其指定
實體的和解費用所產生的攤銷利息開支（有關應付和解費用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
一二年年報財務報表附註29），導致本集團期內融資成本增加至約25,300,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5,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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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業務回顧（續）

同時，期內本集團的其他收益及淨收入上升至約20,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
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7,500,000港元）主要歸因於以下原因：(1)一次性介紹費收入約
5,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零港元）；(2)期內有關工布江達
江南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江南」）就以下所述由中國法院指令解除之凍結分紅的定期存
款利息收入約3,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零港元）；(3)本集
團於期內錄得若干金融資產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合共約4,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500,000港元）；及(4)期內本集團出租之物業的租金收入約
4,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4,500,000港元）。另外，其
他經營支出於期內上升至約3,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
2,000,000港元）。此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於期內錄得若干金融資產之已變現及未變
現虧損合共約1,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300,000港元）。

由於上述原因，本集團於期內錄得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800,000港元，而本集團於
去年同期錄得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27,100,000港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
十日止三個月錄得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25,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約13,800,000港元）。此溢利主要歸因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之
整體營業額及毛利、其他收益及淨收入的增長及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應
佔一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約12,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
15,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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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業務回顧（續）

參考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三
年二月二十八日之通函（「該通函」），北京金裕興電子技術有限公司（「金裕興」）－ 本集
團之一全資附屬公司，與健力寶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訂立和解協議（「和解協
議」），以解決雙方若干法律訴訟（「法律訴訟」）。由於多個其他訂約方也牽涉於法律訴
訟，金裕興及健力寶集團與其他訂約方訂立另一份和解協議。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
金裕興及本公司相關附屬公司、健力寶集團及所有其他牽涉之訂約方訂立最終和解協議
（「最終和解協議」；連同和解協議，統稱「該等和解協議」），據此，金裕興同意向健力寶
集團或其指定實體分三期支付和解費用人民幣450,000,000元（「和解費用」），以解決法
律訴訟及消除所有於簽訂最終和解協議前訂約方之間現有及可能存在之申索、負債或其
他權利及責任。同時，本公司須就該等和解協議項下金裕興之付款責任，同意向金裕興
提供上限金額為人民幣450,000,000元、以健力寶集團為受益人之擔保（「新擔保」）。於
悉數支付和解費用後，新擔保將自動終止。該等和解協議及提供之新擔保已於二零一三
年三月十八日本公司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本公司之股東（「股東」）批准。進一步詳情載
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二
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五月七日之公告及該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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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業務回顧（續）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七日，董事會再宣佈本公司已收到江南之註冊地西藏自治區工布江達
縣工商行政管理局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的證明函件（「證明書」）。證明
書確認收到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及中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高院」）分
別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一日發出之兩份獨立執行通知書，以
支持解除金裕興持有江南之29.472%股權（及其連帶之41,000,000股中國平安保險（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之A股（「平安A股」）之經濟利益）。按此基準，解除日期被確定為二零
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即於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收到廣東高院就解除金裕興持有江南
之29.472%股權（及其連帶之41,000,000股平安A股之經濟利益）而發出之通告之日期翌
日。根據該等和解協議，金裕興持有江南之餘下3.594%及3.594%股權將繼續由廣東高
院凍結，至分別於支付第二及第三期之和解費用時為止。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金裕興與江南訂立貸款協議就有關江南向金裕興提供本金
金額人民幣156,000,000元之為期一年貸款（「貸款」）用於支付第一期人民幣150,000,000

元和解費用及相關開支。金裕興同意江南以金裕興透過江南間接持有之未受廣東高院頒
佈的凍結令所限之8,800,000股平安A股（包括任何分紅及其他相關股份產生的權益）作為
貸款的抵押與一名獨立融資方就貸款進行融資交易。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金裕
興已用該貸款向健力寶集團及其所指定實體全額支付第一期的和解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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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業務回顧（續）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裕興（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裕興國際」）、盛邦強點電子（中
山）有限公司（「中山盛邦」）及金裕興（均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華浩信聯（北京）
投資有限公司（「買方」）及江南訂立有條件協議（「協議」），據此，買方同意收購及裕興國
際及中山盛邦各自同意以代價分別約人民幣1,383,800,000元及人民幣30,000,000元（需
扣除其他剩餘債務）出售金裕興99%及1%之全部股本權益（「建議出售事項」）。同時，同
意裕興國際或其指定實體應於最後付款日期後90日（如平安A股暫停買賣，交易日數將延
長）內向江南回購不多於41,000,000股平安A股（但不少於27,000,000股平安A股）。本公
司的股東特別大會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股東特別大會」）舉行以批准該協議。

有關貸款及該協議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三年十
月十一日、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於二零
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之通函。

業務展望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增加對研究及開發的投資以及積極地為主營業務IPTV機頂盒業務
開拓新市場。然而，基於目前國內及國際經濟環境，本集團預計不久將來IPTV機頂盒業務
產品的銷售會因產品方案更新以及競爭加劇的因素，再加上受季節性影響而有所影響。

IPTV市場於全球已經進入穩定期，尤其是中國市場，市場增長在二零一三年放緩。然而，
長遠來看，本集團仍一直看好IPTV業務，定必繼續增加對此分部之投資，為客戶提供具有
領先技術水準及更具價格競爭力的產品，以及迅速地調節其業務策略，期望未來帶給股
東們更佳的投資回報。而且，如在「財務及業務回顧」段落中所提及的建議出售事項，一
旦建議出售事項於股東特別大會通過后，建議出售事項產生的所得款項將為本集團提供
所需資金，以促進本集團的業務發展。本集團預期現有業務將會得益於建議出售事項的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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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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董事證券交易
之最低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1) 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種類 普通股份數目 性質

佔本公司
已發行總股本

的百分比

祝維沙先生 企業（附註） 660,000,000 控制企業的權益 36.83%

個人 300,000 實益擁有人 0.02%

陳福榮先生 企業（附註） 660,000,000 控制企業的權益 36.83%

時光榮先生 個人 25,060,000 實益擁有人 1.40%

王安中先生 個人 6,736,756 實益擁有人 0.38%

朱江先生 個人 7,926,756 實益擁有人 0.44%

鍾朋榮先生 個人 1,600,000 實益擁有人 0.09%

吳家駿先生 個人 1,600,000 實益擁有人 0.09%

沈燕女士 個人 960,000 實益擁有人 0.05%

附註： 祝維沙先生及陳福榮先生透過裕龍有限公司（「裕龍」）持有該等股份，而祝維沙先生及陳
福榮先生分別擁有該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63.6%及36.4%。而祝維沙先生及陳福榮先生
乃裕龍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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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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2)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八日所批准之購股權計
劃獲授予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該等購股權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之詳情
如下：

購股權數目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每股

行使價 行使期

於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於期內
行使

於期內
授出

於期內
失效

於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港元

王安中先生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0.2975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至二零一三年
　五月十七日

800,000 (800,000) – – –

沈燕女士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0.2975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至二零一三年
　五月十七日

960,000 (960,000) – – –

1,760,000 (1,760,000) – – –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記載
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5.46條董事證券交易之最低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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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披露之主要股東權益及淡倉

就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所知，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
擁有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之主要股東名
單（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除外）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好倉

股東姓名 權益種類 普通股份數目 性質

佔本公司
已發行總股本

的百分比

裕龍（附註） 企業 660,000,000 實益擁有人 36.83%

金瑞控股有限公司 企業 100,000,000 實益擁有人 5.58%

附註： 祝維沙先生及陳福榮先生分別實益擁有裕龍63.6%及36.4%股權。而祝維沙先生及陳福榮先生
乃裕龍的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除
外）曾知會本公司擁有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本公司
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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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合約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並無就整體業務或任何重要業務之管
理或行政工作簽訂或存有任何合約。

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的董事、管理層、股東或彼等各自的
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
務權益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利益衝突。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建設高水準的企業管治，董事堅信合理及健全的企業管治常規，是本集團持
續成長，保障及提高股東利益的關鍵。

本集團頒佈一套企業管治守則（「公司守則」），載列本集團在指導及管理其商業事務時所
採用的企業準則及常規。公司守則在編製時已參考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
治守則（「創業板守則」）的原則、守則條文及建議最佳常規。董事會將根據環境與創業板
守則要求的變化，不斷監察及修訂公司守則，評估企業管治常規的有效性，以確保公司
守則符合股東要求及利益，以及遵從創業板守則及上市規則。



19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常規（續）

除以下所披露的偏離情況外，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一直遵守創業
板守則所有守則規定的條文：

根據創業板守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責應清晰地界定並以書面列明。祝維沙先生為董事會主席及本
集團行政總裁。因此，此雙重角色造成對守則條文A.2.1有所偏離。然而，董事會認為：
(i)本公司已實施充足之內部監控以於兩者之職能上作出檢查及平衡；(ii)祝維沙先生作為董
事會主席及本集團行政總裁是有責任確保全體董事以股東之最佳利益為依歸。他必須對
股東負責及為董事會及本集團於所有高層次及策略性問題上作出貢獻；及(iii)此結構將不
會削弱對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間之權力與權限的平衡。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依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為書面條款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成立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管本集團財務匯報程序，同時審查對外部審核、內部
監控及風險評估的有效性。該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家駿先生、鍾朋榮先生及
沈燕女士（審核委員會主席）組成。

審核委員會根據創業板守則相關條款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以及認為編製此業績已遵守適當的會計準則及要求並已作出充分的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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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概無買賣、贖回或出
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證券交易

雖然本公司並沒有採納一套與董事證券交易有關之行為守則，但本公司已向其所有董事
作出特定查詢，並獲得所有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各董事均
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規定的有關董事證券交易的準則。

承董事會命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祝維沙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祝維沙先生、陳福榮先生、時光榮先生、 
王安中先生及朱江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家駿先生、鍾朋榮先生及沈燕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