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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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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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九個月期間的摘要

‧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集團之營業額分別約
382,800,000港元及111,1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分別下降16.9%及
41.9%。

‧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集團之毛利分別約38,700,000港
元及8,2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6.5%及72.0%。

‧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93,900,000港
元及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47,500,000

港元，而去年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則錄得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
800,000港元及去年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則錄得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
利約25,000,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有關回購事項之衍生金融工具
之公平值調整虧損約261,200,000港元，此乃回顧期內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
主要貢獻。若不考慮此調整，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將錄
得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67,300,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為10.82港仙及截至二零一
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為2.65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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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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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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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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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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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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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82,757 460,569 111,060 191,198
銷售成本 (344,042) (419,172) (102,836) (161,804)

毛利 38,715 41,397 8,224 29,394
其他收益及淨收入 130,953 20,436 63,637 16,283
分銷及銷售支出 (10,260) (11,405) (4,115) (3,620)
一般及行政支出 (58,636) (57,495) (20,676) (19,052)
其他經營支出 (27,487) (3,103) (450) (477)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200 2,910 – –
有關回購事項（定義見
　「財務及業務回顧」
　部份）之衍生金融工具之
　公平值變動 (261,217) – – –

經營（虧損）╱溢利 (187,732) (7,260) 46,620 22,528
融資成本 (4,817) (25,271) (624) (8,664)
應 佔一合營企業之業績 – 25,929 – 12,730

除稅前（虧損）╱溢利 (192,549) (6,602) 45,996 26,594
稅項 3 (1,787) 2,754 (45) 11

期內（虧損）╱溢利 (194,336) (3,848) 45,951 26,605

應佔（虧損）╱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193,894) (794) 47,463 24,972
　非控股權益 (442) (3,054) (1,512) 1,633

(194,336) (3,848) 45,951 26,605

每股（虧損）╱盈利 5
 －基本 (10.82)仙 (0.04)仙 2.65仙 1.39仙

 －攤薄 (10.82)仙 (0.04)仙 2.65仙 1.39仙

01 C_Yuxing_HQR2014_Main.indd   3 2014/11/13   17:28:11



4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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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溢利 (194,336) (3,848) 45,951 26,605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73,135 – 33,865 –

 應佔一合營企業權益所產生之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除稅後） – (436,927) – 63,236

 折算中國附屬公司之外匯差額 (2,178) 52,543 482 10,82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70,957 (384,384) 34,347 74,060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123,379) (388,232) 80,298 100,665

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122,937) (385,178) 81,810 99,032

　非控股權益 (442) (3,054) (1,512) 1,633

(123,379) (388,232) 80,298 10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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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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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儲備

保留
溢利╱

（累積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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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44,803 57,265 8,668 234,621 – – 79,364 (1,113) 1,721,351 2,144,959 11,106 2,156,065

期內虧損 – – – – – – – – (193,894) (193,894) (442) (194,336)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 – – – 73,135 – – – 73,135 – 73,135
 折算中國附屬公司之外匯差額 – – – – – – (2,178) – – (2,178) – (2,178)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 – – – – 73,135 (2,178) – – 70,957 – 70,957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73,135 (2,178) – (193,894) (122,937) (442) (123,379)

擁有人之交易：
貢獻與分配
 有關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 – – – – – – – – (89,606) (89,606) – (89,606)

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 – – – – – – – (89,606) (89,606) – (89,606)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44,803 57,265 8,668 234,621 – 73,135 77,186 (1,113) 1,437,851 1,932,416 10,664 1,94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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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佔一合營企業權益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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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貢獻與分配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1,115 15,572 – – (3,415) – – – – 13,272 – 13,272
 購股權屆滿 – – – – (25,606) – – – 25,606 – – –
 中期股息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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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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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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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帳目並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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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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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損益帳按公平值處理的金融資產╱負債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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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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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損益帳中扣除╱（計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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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1,787 (2,754) 4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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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3  稅項（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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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
月：兩間）被當地稅務機構指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因此，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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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
15%）。

根據財政部、海關總署與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佈的《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有關稅收政策問
題的通知》（財稅【2011】58號），位於中國大陸西部地區的國家鼓勵類產業的企業，其鼓勵類產業
主營收入佔企業總收入的70%以上的，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
按1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因此，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本公司於
西部地區之一間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無）稅率為15%。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於香港並無任何應課稅
溢利，故本集團於兩期內並無對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4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約89,606,000港元，即每股0.05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董事會擬派付有關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每股
0.05港元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二年：零港元）。本公司之股東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之本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批准擬派末期股息約89,606,000港元並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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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溢利 (193,894) (794) 47,463 2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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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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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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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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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在普通股之攤薄影響：
 行使購股權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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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10.82)港仙 (0.04)港仙 2.65港仙 1.39港仙

 －攤薄* (10.82)港仙 (0.04)港仙 2.65港仙 1.39港仙

*  由於期內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股份，故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之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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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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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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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儲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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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期內之任何中期股息（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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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及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本集團已投放多款機頂盒（「機頂盒」）到市場，其中包括標清機頂盒、高清
機頂盒、雙模機頂盒、互聯網電視（「OTT」）╱網絡電視（「IPTV」）機頂盒，還有搭載
Android系統的智能機頂盒等。在全球IPTV市場進入穩定期的情況下，集團的IPTV機頂盒
業務也進入市場成熟期。儘管於回顧期內集團在中國及香港的機頂盒業務有所衰減，但
集團憑藉多年的技術累積以及自主開發的領先中介軟體平臺，集團將能夠進一步改進產
品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完成與終端系統的對接以及定制化終端產品的工作。於回顧
期內，本集團期內之整體營業額及毛利分別達到約382,800,000港元及38,7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分別大幅下降16.9%及6.5%。本集團期內整體營業額下降主要歸因於中國及
香港客戶的採購意欲減弱及競爭加劇，再加上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季節性影響，這導致
期內對本集團的產品需求疲軟。截止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整體營
業額只達到約111,100,000港元（截止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191,2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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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財務及業務回顧（續）

在中國市場，本集團透過與國內其中一間最大的電訊設備及系統供應商的合作，成功將
多款機頂盒投放到廣東省、湖北省、四川省、陝西省、遼寧省、吉林省、安徽省及天津
市等地區使用。與本集團合作的營運商已經開始計劃大規模的部署智能機頂盒，及本集
團搭載Android系統的智能機頂盒已經在中國多個省份部署。然而，由於此中國客戶於二
零一四年第三季度的採購意欲減弱及市場競爭進一步加劇，因而令機頂盒於國內之銷售
量及售價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故期內本集團於中國的營業額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
下降18.1%至約244,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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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合作關
係。本集團在澳洲、比利時、西班牙及瑞典等國客戶持續供貨。本集團目前發展了一些
新合作夥伴包括巴西、羅馬尼亞及捷克斯洛伐克等。雖然，於回顧期內有數名海外客戶
減少採購訂單，然而期內澳洲的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102.1%至約78,400,000港
元。結果，期內海外市場的整體營業額較去年同期顯著上升21.2%至約109,800,000港
元。

作為香港地區IPTV機頂盒主要供應商之一，本集團依然與一名香港電訊營運商於市場
推廣活動上保持非常良好的合作關係。然而，於二零一四年首三季度由於此香港客戶
減少採購訂單，這令本集團期內在香港市場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顯著下降60.3%至約
28,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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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財務及業務回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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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至約
10,300,000港元。同時，集團期內之一般及行政支出較二零一三年同期增加2.0%至約
58,600,000港元。此外，期內並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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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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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報之財務報表附註30），這導致本集團期內融資成本大幅下降至約
4,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25,300,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期內錄得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調整虧損約261,200,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零港元），此乃關於本集團於出售協議之最後付款日期後90

天內以每股回購價人民幣37.29向工布江達江南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江南」）回購不多於
41,000,000股（但不少於27,000,000股）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A股（「平安股
份」）（「回購事項」）所產生的認購期權及認沽期權。有關回購事項之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
值均由獨立專業估值師於回購期間之每一個回購日重新估值直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
這些調整是期內本公司之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主要貢獻。進一步詳情，董事敬請本
公司之股東及投資者參閱本公司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1(c)及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報之財務報表附註24(c)就有關認購期權及認沽期權之公平值
調整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之通函（「該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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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財務及業務回顧（續）

本集團期內其他收益及淨收入大幅上升了540.8%至約131,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20,400,000港元）。期內此上升主要歸因於以下原因：(1)期
內於損益帳按公平值處理的金融資產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合共約98,600,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已變現收益約3,300,000港元）；及(2)本集團投資
於平安股份之股息收入約19,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零港
元）。然而，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於應佔一合營企業之業績確認
從其透過其持有江南之36.66%股本權益間接投資之51,000,000股平安股份的股息收入
約31,800,000港元，及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完成出售其一全資附屬公
司－北京金裕興電子技術有限公司（「金裕興」），即時終止確認江南為合營企業。

其他經營支出於期內增加至約27,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
3,100,000港元）。此上升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於期內錄得匯兌虧損合共約18,1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匯兌收益合共約30,000港元）。

在投資業務方面，本著科學分析、審慎決策的原則，本集團著重關注在電視、電訊及互
聯網之三網融合領域上掌握核心領先技術的軟、硬體企業以及互聯網企業。於回顧期
內，集團在二級市場投資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本著以價值投資為基礎，本集團在二級市
場選取風險較低的投資品種投資，以控制風險、保持合理盈利預期為投資策略，保值及
資產增值是本集團的長期投資目標。

結果如前所述，本集團期內錄得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93,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
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800,000港元）。然而，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錄得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47,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
個月：約25,000,000港元）。此溢利主要歸因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之其他收益
及淨收入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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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財務及業務回顧（續）

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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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二零一四年
一月二日、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及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三年
二月二十八日之通函以及該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和解協議、最終和解協議、該擔
保、該協議、建議出售事項、建議回購事項及有關新出售授權之主要交易（前述所用詞
彙定義見該通函）。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日為該協議最後付款日期，華浩信聯（北京）投
資有限公司已經根據該協議的條款完全支付出售事項總代價。回購期限開始於二零一四
年一月二日及結束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本集團已根據該協
議以每股人民幣37.29回購41,000,000股平安股份，並於回購期內完成該協議下的回購事
項。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公司收到健力寶集團通知金裕興已支付最後人民幣
150,000,000元（相當於約189,400,000港元）作為最終和解協議下剩餘之和解費用，因此
和解費用已經悉數支付及本公司於該擔保下之責任已經終止。另外，於二零一四年十月
三十日，江南向本公司質押其持有的6,000,000股平安股份也已根據該協議之條款解除。

業務展望

全球IPTV市場已經迎來了成熟期。為獲得更強的競爭優勢，本集團需要在其產品上不斷的
改進。本集團作為全球最早進行寬頻機頂盒開發的公司之一，耕耘了十多年，將憑藉其
多年累積的技術以及自主研究及開發能力，改變舊有的模式，並將在互聯網和電視的結
合上去努力，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取得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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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業務展望（續）

在投資業務方面，本集團將持續關注電視、電訊及互聯網之三網融合領域。這個領域正
在出現大融合及大發展的機會，相信本集團既有及累積的訊息家電經驗，將有助於更好
地完成被投資企業的價值評估、資源整合、以及價值提升。同時，本集團也將會關注家
居互聯網領域。另外，本集團在二級市場的投資將繼續以價值投資為基礎以選取風險度
低的投資品種，以控制風險及保持合理盈利預期為投資策略。保值及資產增值依然是本
集團的長期投資目標。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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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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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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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江先生 個人 7,926,756 實益擁有人 0.44%

王安中先生 個人 6,736,756 實益擁有人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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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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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續）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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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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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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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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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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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披露之主要股東權益及淡倉（續）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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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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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合約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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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董事、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及彼私各自的聯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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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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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常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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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常規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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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下所披露的偏離情況外，本公司於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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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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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審核委員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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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控及風險評估系統的有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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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已根據創業板守則所載有關條文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且認為編製此業績已遵守適當的會計準則並已就此作出充
足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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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概無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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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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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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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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