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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

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據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㶅盈控股有限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包括為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

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㶅盈控股有限公司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對此承

擔全部責任。㶅盈控股有限公司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

所信：(1)本報告內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 (2)

本報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報告內所表

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並以公平及合理之基準與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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㶅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與其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本

公司已自二零零三年起將其財政年度之結束日期由九月三十日改為十二月三十一

日）。

�� !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完成出售其科技業務，而目前正著力於投資銀

行及金融服務業務方面的發展。因此，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營運

業績，僅包括投資銀行及金融服務業務的業績；而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回顧期間」）的業績則包括投資銀行及金融服務業務以及科技業務的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綜合營業額分別約為

25,800,000港元及125,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分別約為22,600,000港元及51,900,000港元），較比較期間分別上升了約14.1%及

142.4%。此外，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股東應佔虧損約為6,000,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的股東應佔溢利約為27,600,000港

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虧損分別約 2,400,000港元及

27,100,000港元）。

�� !"#$%&'&

本集團之投資銀行及金融服務業務主要包括證券經紀（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及買

賣）及投資銀行（企業融資顧問服務、首次公開招股、合併及收購顧問服務）。

於回顧期間內，本地股票市場經歷大幅的波動。於二零零四年第一季內香港及美國

市場氣氛穩定地有改善，投資氣氛旺盛。恆生指數由二零零四年年初之12,575點升

至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收市時之13,928點。在美國加息之陰影下，本地股票市場

自二零零四年三月起經歷大幅調整。恆生指數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七日跌至其最低

水平10,967點，二零零四年六月底收市時報12,285點。於第三季度內，本地股票市

場穩定地復蘇。恆生指數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攀升至13,304點，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收市時報13,120點。九月份恆生指數之收市指數較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

七日其最低水平之10,967點上升19.6%。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



第三季度報告  20043

個月香港股票市場每日平均市場成交量分別為123億及153億（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分別為81億及66億）。預期於二零零四年最後一季股票市場

仍會出現大幅的波動。

經紀業務十分倚重整體市場成交量。由於在回顧期間內股票市場活動增加，本集團

之證券經紀部門之營業額及交易得以增加。證券經紀部門於股票、期貨及期權市場

之佔有率亦有所增加。此外，投資銀行部門已於回顧期間內完成多宗配售及首次公

開發售交易。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度在深圳、北京及上海設立新辦事處，

以增加物色投資銀行業務交易之機會，並為中國客戶提供更佳之金融服務。此舉有

助本集團開拓新機會，並可提升業務的競爭力。

於去年本集團對其業務所採取之策略性及營運措施（包括削減成本），以及增強其於

投資銀行及金融服務業務方面的管理人手，均有利本集團安然渡過市場的波動及掌

握市場上湧現的機會。另外，本集團之研究隊伍已在提供優質及獨立公司分析及研

究報告方面樹立良好信譽。此外本集團正逐步建立其資產管理能力，並聘請了一隊

專業資產管理隊伍，藉以開拓新機遇，並在不久將來增強本集團的價值。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投資銀行及金融服務業務之營業

額分別約為25,800,000港元（佔總營業額之100%）及91,200,000港元（佔總營業額之

72.5%），而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則分別約為15,200,000港

元（佔總營業額之67.5%）及24,500,000港元（佔總營業額之 47.3%）。截至二零零四

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此業務錄得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前虧損約為4,400,000港

元，然而，此業務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前

溢利約4,4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自二零零二年十

二月十八日收購後起計）：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前溢利約為1,000,000港元及未計融

資成本及稅項前虧損約10,200,000港元）。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財務表現較去年

同期理想，是由於市場活動增加，本集團在攀升的市場佔有率中改善了競爭能力，

以及持續專注於提高利潤及削減成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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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本集團專注於投資銀行及金融服務業務方面的發展，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上

半年內出售其科技業務。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本公司與其最終控股公司新濠

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新濠」）訂立一份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出售而新濠同意

收購亞洲網易集團（包括亞洲網易集團公司及御想集團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作

價27,900,000港元。代價乃以現金支付，而出售所得款項用作償還本公司其中一間

附屬公司結欠新濠集團之股東貸款。本公司亦向新濠保證，亞洲網易集團截至二零

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純利將不少於4,000,000港

元，否則本公司將按實際金額基準補足差額（以4,000,000港元為限）。根據創業板

上市規則，此項出售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而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四年

四月二十三日編製並向股東寄發載有有關詳情之通函。本公司已就此項交易取得獨

立股東批准，而出售事項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完成。出售收益約26,400,000

港元已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於出售事項完成時確認。

在出售事項之前，本集團科技業務透過 iAsia Online Systems Limited及其他亞洲網

易集團公司（「亞洲網易」）向財務機構及中介機構提供完善的網上交易及相關系統和

服務。於回顧期間內，亞洲網易研發黃金買賣配對系統，而客戶對該系統反應不俗。

此外，亞洲網易繼續改進及整合現時網上交易及相關系統之軟件以切合客戶之需要，

使整套系統更趨完備。透過御想集團有限公司（「御想」）及其澳門附屬公司，御想為

香港、澳門及中國之客戶提供配合本集團軟件產品之全套硬件系統、系統集成服務

及系統網絡服務。

截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科技業務之營業額分別約34,600,000港元

（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營業額之約 27.5%）。在同一期間內

此業務錄得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前溢利（未計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約2,20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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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達成協議，根據更緊密經貿關

係安排協議第二階段將進一步推出更開放的措施。就證券及期貨服務而言，該協議

將准許該等於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註冊，並符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之規定之中介代理人，於中國成立合營經紀／期貨公司。此新安排將於二零零五

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此舉對於中港兩地之投資銀行及金融服務業務從業員之間，建

立更鞏固的關係起著重要作用。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於深圳、北京及上海成立新辦

事處，為本集團業務於中國發展奠下重要的里程碑。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留意此等新

措施的發展，捉緊每個機遇，並在可行的情況下透過此等措施及本集團之中國辦事

處，增加營業額及拓展業務範圍。

儘管在擴充業務之路上可能經歷短期市場波動及遇到無可避免的障礙，管理層對投

資銀行及金融服務業務之長期前景仍然非常樂觀。本集團將會再接再厲，取得更理

想之財務業績，為股東爭取更高回報。

承董事會命

�� !"#$%

總裁兼副主席

��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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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 !"#$% �� !"#$%

��� ! 二零零三年 ��� ! 二零零三年

�� !" 六月三十日 �� !" 六月三十日

附註 �� 千港元 �� 千港元

營業額 (2) 25,787 22,596 125,857 51,931

銷售存貨成本 － (2,816) (23,810) (17,140 )

員工成本 (8,028) (8,763) (32,447) (26,635 )

折舊及攤銷 (1,075) (3,583) (3,846) (9,643)

佣金開支 (9,393) (4,711) (36,294) (8,062)

其他經營開支 (6,487) (5,803) (22,022) (18,859 )

其他（支出）收入 (5,262) 818 (839) 1,364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3) － － 26,384 －

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前（虧損）溢利 (4,458) (2,262) 32,983 (27,044 )

融資成本 (1,537) (276) (5,211) (435)

除稅前（虧損）溢利 (5,995) (2,538) 27,772 (27,479 )

稅項 (4) － － － －

除稅後（虧損）溢利 (5,995) (2,538) 27,772 (27,479 )

少數股東權益 － 169 (217) 405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5,995) (2,369) 27,555 (27,074 )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港仙） (5) (2.52) (0.99) 11.57 (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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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賬目乃按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會計準則，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則而編製。本賬目根據歷史成本慣

例編製。

除了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本集團提前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三號「業務合併」（簡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三號」）、香港會計準則第三

十六號「資產減值」（簡稱「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六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八號「無形

資產」（簡稱「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八號」），編製本未經審核綜合賬目所採用之主要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之年報所採用者一

致。

提前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三號致使商譽會計政策有即時改變。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商譽乃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於十年內以直線法攤銷。倘若出現減值跡象，

則商譽之賬面值將予以評估並即時撇銷至其可收回款額。隨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三號，本集團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停止商譽之攤銷及將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之累計攤銷對銷商譽成本作相對性減少。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起，

將於每年及倘若出現減值跡象時對於商譽作出減值測試。本集團已對於無形資產之可使

用年期作出重估，並無須因此而作出調整。提前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三號對於二零

零四年一月一日之累計溢利結餘並無影響及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三個月及九個月期

間無須扣除商譽攤銷分別約550,000港元及1,649,000港元。提前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三

十六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八號對於本集團之賬目並無重大影響。

自二零零三年起，本公司財政年度之結束日期已由九月三十日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因

此，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賬及有關賬目附註之比較數字，不能作直接比較。若干比較數字

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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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主要來自 (i)投資銀行及金融服務業務，其中包括企業融資顧問服務、首次公開發
售、合併、收購事項、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及買賣；及(ii)科技業務，包括向亞洲區內

客戶銷售科技解決方案系統及提供相關服務。科技業務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出

售，因此科技業務之營業額反映截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之營業額。

�� ! �� !

��� ! 二零零三年 ��� ! 二零零三年

�� !" 六月三十日 �� !" 六月三十日

�� 千港元 �� 千港元

�� 

投資銀行及金融服務 25,787 15,249 91,234 24,543

銷售科技解決方案系統及相關服務 － 7,347 34,623 27,388

25,787 22,596 125,857 51,931

PK �� !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完成向其最終控股公司出售整項科技業務。出售事

項涉及之資產與負債如下：

千港元

固定資產 1,411

存貨 19,249
應收貿易賬款、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8,595

應收集團公司款項 2,842
銀行結餘及現金 2,489

應付貿易賬款、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48,404)
應付集團公司款項 (4,449)

少數股東權益 (217)

1,516
�� !"#$%& 26,384

27,900

�� !"

現金（以償還最終控股公司貸款之方式支付） 27,900

�� !"#$%&'%&()*+,-./0123

現金代價 27,900
出售銀行結餘及現金 (2,489)

出售事項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流入淨額 2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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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於抵銷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累計虧損後並無任何估計應課

稅溢利，故並無於賬目內作出香港及海外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無）。

本公司已就結轉之稅項虧損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惟僅以有關稅項福利可能透過日後之

應課稅溢利變現者為限。本集團已估計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之未確認稅項虧損為

178,14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5,603,000港元），可與未來之應課稅
收入結轉。該等估計稅項虧損並無屆滿期限，但須經香港稅務局及澳門及中國稅務局之

批准，方可作實。

RK �� !"#$%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股東應

佔虧損約5,995,000港元及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溢利

約27,55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虧損分別約2,369,000
港元及27,074,000港元）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分別為238,154,999股及

238,154,999股普通股（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238,154,999股及
170,324,354股普通股計算，經以1.36之倍數對二零零三年二月五日供股前之已發行股份

數目及就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將每十股股份合併為一股股份作出調整）而計算。

由於本公司之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個別期間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故截至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並無呈列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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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 118,362 － (130,103) 844 (10,897 )
發行紅股 (68,044) － － － (68,044 )

發行股份有關之費用 (4,440) － － － (4,440 )
股本重組 (45,878) 123,758 136,460 － 214,340

股東應佔虧損 － － (27,074) － (27,074 )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賬目時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15 ) (15 )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 123,758 (20,717) 829 103,870

�� !

�� !"#$

�� ! �� ! �� ! �� ! ��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 123,758 (25,579) 1,494 99,673

股東應佔溢利 － － 27,555 － 27,555
來自海外附屬公司撥入

損益賬之儲備 － － － (1,494) (1,494 )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 123,758 1,976 － 125,734

�� !

本公司並無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或宣派股息（二零零三年：

無）。

�� !"#$%&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內或結束時或期內任何時間，本集團概

無訂立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有關而本集團任何一名董事直接或間接在其中佔有重大權

益之重要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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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定義）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有關權益及淡倉（包括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認為或被視作

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該條例所述由本公司存

置之登記冊內之有關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8條有關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有關權益及淡倉如下：

EáF �� !"#$%"#&'()*

�� �� !"

�� ! �� ! 附註 �� ! �� !"

何鴻燊博士 公司 (1) 7,384,651 3.10%

個人 (4) 735,000 0.31%

何猷龍先生 公司 (2) 4,232,627 1.78%

個人 (4) 1,226,057 0.51%

李振聲博士 公司 (3) 6,299,702 2.65%

個人 (4) 3,627,567 1.52%

附註：

1. 由於何鴻燊博士實益擁有比利發展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65%權益，而比利發展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10%權益，因此，何博士將被視為擁有7,384,651股

股份之權益。

2. 由於何猷龍先生實益擁有Golden Mate Co., Lt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權益，而Golden
Mate Co., Ltd.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1.78%權益，因此，何先生將被視為擁有

4,232,627股股份之權益。

3. 由於李振聲博士實益擁有鴻山國際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權益，而鴻山國際有

限公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65%權益，因此，李博士將被視為擁有6,299,702

股股份之權益。

4. 有關董事之個人權益即彼等各自於本公司之衍生工具，包括實物交收購股權之權

益，詳情載於下文「於本公司衍生工具之權益」一分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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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分別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四日採納之首

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於二零零一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有關詳情分別載於下文

「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詳情」一節內），下列董事擁有本公司授出以認

購下述股份之購股權認購本公司股份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港元

何鴻燊博士 二零零一年四月六日 3.6 735,000 二零零五年十月八日

何猷龍先生 二零零一年四月六日 3.6 735,000 二零零五年十月八日

二零零二年七月九日 1.0 491,057 二零一二年七月八日

（附註）

李振聲博士 二零零一年四月六日 3.6 3,136,510 二零零五年十月八日

二零零二年七月九日 1.0 491,057 二零一二年七月八日

（附註）

附註：

根據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九日授出之購股權已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及

批准。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行使其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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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附註 �� ! �� ! �� !

何鴻燊博士 公司 (1) 2,377,500 － 0.63%

個人 (1) 12,646,367 － 3.35%

何猷龍先生 公司 (2) 182,455,599 － 48.33%

公司 (3) － 19,565,216 5.18%

個人 (4) 1,816,306 － 0.48%

個人 (4) － 1,800,000 0.48%

附註：

1. 由於何鴻燊博士分別實益擁有Sharikat Investments Ltd.及Dareset Ltd.全部已發行
股本權益，而Sharikat Investments Ltd.及Dareset Ltd.合共持有新濠已發行股本約

0.63%權益，因此被視為擁有2,377,500股新濠股份之權益。此外，何博士個人持有
12,646,367股新濠股份。

2. 由於何猷龍先生實益擁有Lasting Legend Ltd.全部已發行股本權益，而Lasting

Legend Ltd.持有新濠已發行股本約15.30%權益，因此被視為擁有57,754,512股新
濠股份之權益。由於何先生擁有Better Joy Overseas Ltd.（「Better Joy」）已發行

股本77%權益，而Better Joy持有新濠已發行股本約33.03%權益，因此亦被視為擁
有124,701,087股新濠股份之權益。

何鴻燊博士及何猷龍先生分別實益擁有Better Joy已發行股本 23%及77%權益。倘

計及彼等透過Better Joy擁有之新濠股份間接權益，則何鴻燊博士及何猷龍先生實
際擁有11.58%及41.21%新濠股份之權益。

3. 如新濠分別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及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刊發之公佈及通函

所披露，新濠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九日根據摩卡收購協議向Better Joy發行分別於二
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到期之兩份可換股票據。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上述可

換股票據之未償還本金總額為 45,000,000港元。倘Better Joy按換股價每股2.30港
元全面行使上述可換股票據附帶之換股權，則須向Better Joy發行合共19,565,216

股股份。由於何猷龍先生實益擁有Better Joy已發行股本77%權益，因此被視為擁
有該等19,565,216股相關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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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何鴻燊博士及何猷龍先生分別實益擁有Better Joy已發行股本23%及
77%權益。倘計及此點，何鴻燊博士及何猷龍先生實際擁有4,500,000股相關股份及

15,065,216股新濠相關股份之權益。

4. 有關何猷龍先生之個人權益，包括 (a)其個人持有之1,816,306股新濠股份及(b)其於
新濠之衍生工具之權益，包括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九日授出以實物交收之購股權，

其中 900,000份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期間內及
餘下 900,000份購股權可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期間內，

以每股新濠股份行使價 2.405港元行使。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

於本公司存置該條所述之登記冊，或根據創業板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上市

規則第5.46至第5.68條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者，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或彼

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任何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之該等條文已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 !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下列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

外）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

知會本公司之權益或淡倉：

�� �� !"# �� !"#$

新濠金融集團有限公司（附註） 160,930,381 67.57%

附註：

該160,930,381股股份乃由新濠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持有（前稱「Melco Finance and Technology
Limited」），該公司為新濠之全資附屬公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於本公

司股份及相關股份（包括於購股權（如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

第3分部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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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六

日授出可認購合共9,005,208股相關股份之購股權（「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

尚未獲行使。尚未獲行使之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港元

本公司董事 3 4,606,510 3.6 二零零一年

四月六日

至二零零五

年十月八日

僱員 4 4,398,698 3.6 二零零一年

四月六日

至二零零五年

十月八日

總數 7 9,005,208

該等購股權可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於下列期間內任何時間以

下列方式予以行使：

�� !"#$%&'(

�� ! �� !"#$

自緊隨股份於創業板開始買賣後 最多為50%

首六個月起計營業日開始

自緊隨股份於創業板開始買賣後 先前未獲行使之購股權所涉

第一週年起計營業日開始至 及之全部股份

授出日期後約四年半止期間

有關本公司董事所獲授之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之詳情已載於上文「董事及主

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權益」中「於本公司衍生工具之權益」一節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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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授予一名董事可認購735,000股相

關股份之若干份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已告失效，原因是有關董事未能於終止

作為本公司董事後之三個月內行使上述購股權。自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授出

日期起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概無任何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獲行使或

註銷。

有關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之概要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三

月二十三日刊發之售股章程第184至 186頁。

EááF �� !"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可認購合共27,359,104股相關

股份之購股權（「購股權」）尚未獲行使。該等尚未獲行使之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 !"#

�� �� !" ��� �� 

�� !" �� �� !"# �� ! �� ! �� 

港元

本公司董事 2 982,114 1.0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七月九日 七月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七月八日

僱員 23 1,792,360 1.0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七月九日 七月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七月八日

僱員 58 23,160,565 0.64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三月二十五日 三月二十五日

至二零一二年

七月八日

其他合資格人士 6 1,424,065 1.0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七月九日 七月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

七月八日

總數 89 27,35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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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購股權可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於下列期間內任何時間以下列方式予以行

使：

�� !"#$%&'(

�� ! �� !"#$

自授出日期開始至該日起計滿六個月之日止 最多為50％

自緊隨授出日期起首六個月到期日 先前未獲行使之購股權

開始至授出日期後十年止期間 所涉及之全部股份

有關本公司董事授出購股權之詳情已載於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

及其相聯法團之權益」中「於本公司衍生工具之權益」一節內。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授予三名僱員可合共認購29,463股

相關股份之若干份購股權已告失效，原因是有關僱員未能於終止與本集團僱傭

關係後三個月內行使上述購股權。自購股權授出日期起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

日止，概無任何購股權獲行使或註銷。

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之概要已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刊發之

通函第76至85頁。

�� !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34至5.45條所載之董事會常規及

程序。

�� !"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四日成立，成員現包括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Lorna Patajo-Kapunan律師、沈瑞良先生及田耕熹博士。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

圍乃參考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9 條所載規定訂立。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是(i)審查本集團之年報、財務報表、中期報告及季度報告，

並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發表意見；及(ii)審查及監管本集團之財務審批過程及內部管

制程序。

審核委員會已批閱本集團之本季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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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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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主席兼執行董事何鴻燊博士，亦為澳門誠興銀行（「誠興銀行」）之主席兼董

事。由於誠興銀行之部份業務包括證券經紀及金融顧問服務，董事相信誠興銀行之

該部份業務可能與本集團將會於澳門開拓之投資銀行業務構成潛在競爭。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主要股東或管理層股

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與本集團之業務產生競爭或可能產生競爭之業務

或任何業務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