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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架構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

Idata Finance Trading Limited

100%

55.81%

72% 55.05% 43%

100%

100%

50%

80%

60%

40%

80%

15%

100%

100%

68%

51%

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

北控資訊科技
集團有限公司

衝浪平台軟件
國際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交通
一卡通有限公司

智能科技

北控電信通

北控軟件

北控捷通

捷通瑞奇

教育信息網

衝浪中國

北發阿一鮑魚
集團有限公司

北控偉仕

北控三興

衝浪北京

100%
上海鵬達

51%

#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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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回顧上半年度，本集團繼續加大對資訊科技業務的投入，旗下形成北京市政交通一

卡通有限公司、北控資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北控資訊」）和衝浪平台軟件國際有限

公司（「衝浪平台」）三大業務板塊。

一卡通已實現由建設期到運營期的過渡，自2006年5月10日開始，隨著北京市以一
卡通全面取代公交、地鐵月票，並開始在所有公交、地鐵線路以及近半數出租車全

面使用，截至目前，發卡量已超越430萬張，日均消費600萬筆左右，系統整體運行
穩定、正常。2006年底前發卡量將突破500萬張，其中學生卡發放90萬張，在交通
及非交通應用領域上將不斷拓展。

北控資訊已開拓軌道交通領域，3月份正式簽署《北京市軌道交通路網管理服務中心
工程自動售檢票清算管理中心（ACC）系統建設合同》，ACC將於2008年北京奧運會
前投入運營，對多條軌道交通線路、多運營主體進行協調管理，同時通過統一的自

動售檢票清算系統，使乘客一卡在手，暢行無阻。5月份簽署了《地鐵1、2號線和八
通線自動售檢票（AFC）系統設備採購合同》，AFC系統是首都公眾交通設施的重要組
成部分，也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交通運營系統的基礎性工程。

衝浪平台旗下完成了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生育保險系統和數據交換平台系統

的建設，完成了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四險合一」的系統建設和維護服務，並開

始研發勞動監察系統和公費醫療網上申報系統。在勞動力市場信息化和街道級電子

政務領域亦頗具建樹，積極參與城市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信息平台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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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及展望
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各大、中城市亦不斷加強在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領域）之

投入，軌道交通將是未來優先發展之方向。基於公司在軌道交通及以一卡通為核心

之電子支付結算領域積累的豐富經驗，結合未來市場發展趨勢，公司亦將發展目標

定位為以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為核心之電子支付結算平台之建設商和運營商。

截至目前，本集團在北京市軌道交通領域拓展的項目（包括ACC、AFC、BAS環境與
設備監控系統、全高安全門系統等）將接近10億之多，本集團全面啟動軌道交通業務
的同時，積極尋求廣泛的國際合作，使得公司在技術能力、人員儲備、管理模式、

合作機制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ACC的建成將使北京市的軌道交通管理進入
新階段，對提升北京市軌道交通管理水準、提升北京國際化大都市的形象、建設數

位北京、數位奧運都具有重大意義。ACC的建成將成為一卡通系統重要的組成部
分，從而使一卡通的應用更為廣泛，也標誌著本集團在打造北京市最大的清分和結

算平台又增加了新的節點。

財政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入為17,680萬港元，比去年同
期20,050萬港元下跌11.9%。資訊科技業務板塊之收入由去年同期6,690萬港元減少
35%至4,350萬港元，酒樓業務板塊之收入卻由去年同期12,990萬港元增加1.8%至
13,230萬港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為1,800萬港元，比去年同
期虧損850萬港元增加950萬港元。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期內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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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狀況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為3,080萬港
元，對比去年同期現金流出淨額為420萬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總資
產和總負債分別為85,570萬港元和36,360萬港元，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和少
數股東權益分別為41,800萬港元和7,410萬港元。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現金及銀行結存 160.8 146.8
銀行貸款 113.1 112.3
欠中間控股公司之貸款 50.0 50.0
貸款淨額 2.3 15.5
負債比率（負債淨額與股東權益之比率） 0.5% 3.0%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 136.1% 140.7%

本集團於結算日逾95%之現金及銀行結存以人民幣結算。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其中370
萬港元須於二零一二年前分期償還，其餘全數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約85%之銀行
貸款以人民幣結算，並無抵押，固定息率約每年5%。本集團約15%之銀行貸款則以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總賬面值4,400萬港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作為抵押。

本集團於業績回顧期內之資本性開支為1,020萬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應佔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資本承擔為2,320萬港元。本公司給予附屬公司有關信
貸之銀行擔保為15,030萬港元，其中10,040萬港元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被動
用。

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1,910名（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40名）全職僱員。僱員的薪酬水平具有市場競爭力，並按公司業績及個別員工的
工作表現發放購股權及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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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所有股東及各界的支持及全體員工努力不懈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虹海

香港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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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76,750 200,534

銷售成本 (87,530) (95,926)

毛利 89,220 104,608

銀行利息收入 635 44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 8,128 3,322
銷售及分銷費用 (72,237) (67,684)
行政費用 (41,631) (37,512)
財務成本 4 (4,206) (4,982)
應佔下列公司盈虧：

聯營公司 (270) (136)
共同控制企業 (922) (1,539)

稅前虧損 5 (21,283) (3,477)

稅項 6 (1,947) (1,659)

期內虧損 (23,230) (5,136)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母公司股東權益持有人 (18,039) (8,477)
少數股東權益 (5,191) 3,341

(23,230) (5,136)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仙） 7 (3.65)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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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7,011 72,628
投資物業 34,400 34,400
商譽 140,964 140,964
其他無形資產 11,595 12,77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2,341 12,521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66,794 67,716
可供出售之投資 1,848 1,896
應收貿易賬款 9 11,704 33,202
其他應收款項 8,379 7,546
遞延稅項資產 733 733

總非流動資產 365,769 384,379

流動資產
存貨 78,440 66,827
合約工程客戶欠款 14,845 7,585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172,778 182,042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賬款及按金 52,467 63,755
抵押存款 10,519 3,612
現金及銀行結存 160,841 146,833

總流動資產 489,890 47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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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52,493 62,639
欠合約工程客戶款項 66,850 14,074
應繳稅項 2,537 2,95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128,567 146,502
銀行貸款 109,389 108,287

總流動負債 359,836 334,453

流動資產淨值 130,054 136,20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95,823 520,580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723 4,020

資產淨值 492,100 516,560

權益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 493,981 493,981
儲備 (76,013) (57,964)

417,968 436,017

少數股東權益 74,132 80,543

總權益 492,100 516,560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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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 資產重估 中國儲備 匯率變動 少數
股本 儲備 基金 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股東權益 總權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493,981 31,799 30,392 839 (120,994) 436,017 80,543 516,560

匯兌調整 – – – (10) – (10) (20) (30)

直接於權益中確認之期內
總收入及開支 – – – (10) – (10) (20) (30)

期內虧損 – – – – (18,039) (18,039) (5,191) (23,230)

期內總收入及開支 – – – (10) (18,039) (18,049) (5,211) (23,260)
轉入中國儲備基金 – – 1,236 – (1,236) – – –
轉入累積虧損 – (460) – – 460 – – –
分派予少數股東之股息 – – – – – – (1,200) (1,200)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493,981 31,339* 31,628* 829* (139,809)* 417,968 74,132 492,100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如先前報告 493,981 32,721 28,397 (2,919) (72,169) 480,011 71,067 551,078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39號
－貼現長期應收款項之影響 – – – – (12,710) (12,710) (4,943) (17,653)

如重列 493,981 32,721 28,397 (2,919) (84,879) 467,301 66,124 533,425

匯兌調整 – – – 289 – 289 (649) (360)

直接於權益中確認之期內
總收入及開支 – – – 289 – 289 (649) (360)

期內溢利／（虧損） – – – – (8,477) (8,477) 3,341 (5,136)

期內總收入及開支 – – – 289 (8,477) (8,188) 2,692 (5,496)
轉入中國儲備基金 – – 613 – (613) – – –
轉入累積虧損 – (460) – – 460 – – –
分派予少數股東之股息 – – – – – – (866) (866)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 – – – – – – 2,231 2,231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93,981 32,261 29,010 (2,630) (93,509) 459,113 70,181 529,294

* 該等儲備賬目包括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中負儲備76,01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57,96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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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0,808 (4,22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6,908) 12,590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4,483) (9,804)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淨增加／（減少） 9,417 (1,43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 138,765 88,930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31) (341)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 148,151 87,154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160,841 99,403
銀行透支 (12,690) (12,249)

148,151 8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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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
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本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經營根據業務之性質及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分別組織及管理。本集

團之各項業務分類代表各個提供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業務單位，所承受之風險

及賺取之回報與其他業務分類之單位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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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收入及溢利／（虧損）。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資訊科技 酒樓 物業投資 抵銷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43,491 132,290 969 – 176,750
內部分類銷售 – – 225 (225) –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7,789 308 – – 8,097

總額 51,280 132,598 1,194 (225) 184,847

分類業績 (16,661) 7,380 (240) (9,521)

銀行利息收入 635
未分配企業開支淨額 (6,999)
財務成本 (4,206)
應佔下列公司盈虧：

聯營公司 (155) – (115) (270)
共同控制企業 (922) – – (922)

稅前虧損 (21,283)
稅項 (1,947)

期內虧損 (2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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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資訊科技 酒樓 物業投資 抵銷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66,884 129,910 3,740 – 200,534
內部分類銷售 – – 451 (451) –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2,954 320 23 – 3,297

總額 69,838 130,230 4,214 (451) 203,831

分類業績 (1,731) 10,610 1,371 10,250

銀行利息收入 446
未分配企業開支淨值額 (7,516)
財務成本 (4,982)
應佔下列公司盈虧：

聯營公司 (251) – 115 (136)
共同控制企業 (1,539) – – (1,539)

稅前虧損 (3,477)
稅項 (1,659)

期內虧損 (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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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乃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出售貨物之淨發票值、建

造合約之合約收益適當部份、提供服務之價值、出售待出售物業之所得款項、

租金總收入及酒樓營運收入。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建造合約 21,401 32,471
提供服務 22,091 34,413
酒樓營運收入 131,658 129,910
出售海味 631 –
租金總收入 969 1,390
出售待出售物業 – 2,350

176,750 200,53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免息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之推算利息 6,473 –
中國及海外稅項補助 1,313 3,227
其他 342 95

8,128 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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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3,206 4,842
欠中間股控公司之貸款利息 1,000 140

4,206 4,982

5. 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稅前虧損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5,498 7,79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178 1,156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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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

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
利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並根據有關現行法規、詮釋

及慣例作出。

根據中國有關的稅務條例及規則，本公司於國內的若干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

共同控制企業享有企業所得稅之豁免及寬減。若干於國內的附屬公司、聯營公

司及共同控制企業之所得稅為7.5%至33%之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一香港

期內開支 150 592
本期一其他地區

期內開支 1,817 1,288
以前期間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0) 380

遞延 – (601)

期內之稅項開支 1,947 1,659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佔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稅項開支

1,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稅項減免32,000港元）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應佔
共同控制企業盈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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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

有人應佔虧損18,039,000港元（二零零五年：8,477,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
通股493,981,150股（二零零五年：493,981,15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披露攤薄後每股虧損數

額，因該等期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該等期內基本每股虧損有反攤薄影響。

8.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

年：無）。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各成員公司均有不同之信貸政策，視乎彼等之市場需求及經營之業務而

定。若干客戶可分三年攤還建築合約款項。為盡量減低應收款項涉及之任何信

貸風險，本集團已編製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並會密切注視有關情況。應收

貿易賬款及票據均不附帶利息。

根據付款期限及扣除減值撥備後於結算日之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及三個月內 157,269 177,682
四至六個月 5,901 4,022
七至十二個月 5,129 12,668
超過一年 16,183 20,872

184,482 215,244

列作流動資產部份 (172,778) (182,042)

長期部份 11,704 3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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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並不附帶利息，一般於30至90日內償付。

根據發票日期，於結算日本集團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32,263 47,754
四至六個月 1,845 2,332
七至十二個月 8,589 3,038
超過一年 9,796 9,515

52,493 62,639

11. 股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493,981,150股
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 493,981 493,981

購股權

有關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及根據該計劃而發行的購股權之詳情載於第27至30頁
「一般資料」中「購股權計劃」一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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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有撥備之或然負債

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給予附屬公司有關信貸之銀行擔保 150,341 222,456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給予附屬公司有關信貸之銀行擔保，其中約

100,42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681,000港元）已被動
用。

13.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佔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惟未撥備 23,152 2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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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連方交易
(a) 與關連方的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中間控股公司貸款

之利息開支 (i) 1,000 140

共同控制企業：

銷售產品 (ii) – 805
購買產品 (ii) – 932

本集團董事擁有

實益權益之企業：

銷售產品 (ii) 631 195

附註：

(i) 來自中間控股公司貸款之利息開支乃按未償還本金貸款以每年4%息率收取費
用。

(ii) 向關連方買賣乃按估計市場價格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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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連方交易（續）
(b) 與關連方的往來結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關連方的欠款：

同系附屬公司 2,488 2,488
一間共同控制企業 1,387 3,251
一間聯營公司 4 4
少數股東 120 24
本公司董事擁有

實益權益之公司 (ii) 32,130 26,245

欠關連方的款項：

一間中間控股公司 (iii) 51,623 50,623
一間共同控制企業 1,406 1,065
聯營公司 1,933 2,904
少數股東 10,532 11,198
本公司董事擁有

實益權益之公司 3,279 2,990

附註：

(i) 除另外說明，與關連方的往來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ii) 關連方之若干欠款 22,48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3,189,000港元）為有抵押，並須於二零零八年前分期償還。

(iii) 欠一間中間控股公司之50,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0,000,000港元）以年息4%計算，並須於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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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連方交易（續）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1,947 3,231
退休福利 36 39

支付予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金總額 1,983 3,270

15.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之批准
本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三日經董事會批准，並授權刊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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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董事之服務合約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與擬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之董事訂立本公司不可於一年內終止而毋須作出補償（法定補償除外）之服務合約。

董事之合約權益
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4所披露者外，各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內在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附屬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所訂立對本集團業務

而言屬重大之任何合約中，概無擁有重大權益。

董事在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
冊所載，或根據上巿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

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各董事在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份中之長倉：

本公司
持有 權益地位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股份數目 及性質 百分比

吳光發先生 8,792,755* 通過受控法團 1.78

曹 瑋先生 8,000,000 直接實益擁有 1.62

* 該8,792,755股股份由吳光發先生實益擁有之公司Sunbird Holdings Limited持有。



二零零六年中期報告
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26

董事在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續）
於本公司之相聯法團普通股份中擁有之長倉：

相聯法團
持有 權益地位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與本公司關係 股份數目 及性質 百分比

吳光發先生 北發阿一鮑魚 本公司之 1,462,000 直接實益擁有 21.5
集團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董事在本公司購股權中擁有之權益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中分別披露。

除上述外，吳光發先生為依據公司應有最少股東之要求，以個人名義代表本公司利

益持有若干附屬公司無實益之股東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在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
登記，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下文「購股權計劃」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候

概無授出任何權利予任何董事、彼等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致使彼等可透過購買本

公司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

公司、附屬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亦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各董事於任何其他法人團

體獲得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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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

本公司設立之購股權計劃（「計劃」），目的為推使本集團之行政人員及主要僱員保持

並提高股東之長遠利益，為本公司及有關附屬公司吸引及保留具經驗及技能之僱

員，並為僱員未來貢獻作出獎賞。合資格計劃參與者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執

行董事及僱員。計劃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八日生效，除另作取消或修訂外，否則於

該日起十年內有效。

現時按計劃所授之未行使購股權經行使後數目最多相等於本公司在任何時間內發行

股份之10%。可發行予計劃內之每位合資格者之股份數目最多為當時按計劃已發行及
可發行之股份總數25%。

承授人可於授出購股權建議日期起二十八天內以支付象徵性代價合共1港元接納此建
議。授出購股權之行使時期由董事會決定，在某段取得行使權的時期起生效，及在

接納購股權建議之日期起五年內或計劃之到期日（以較早者為準）終止。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釐定，惟不可低於(i)本公司股份於授出購股權日期在聯交所所
報之收市價； (ii)本公司股份於緊接建議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
之平均收市價；及(iii)本公司股份之面值。

購股權之持有人無權獲派股息或於股東大會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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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本公司（續）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按計劃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六年 期內 於二零零六年

參與者之姓名或類別 附註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作廢／失效 六月三十日

執行董事：

張虹海先生 (c) – 4,000,000 – 4,000,000

李抗英先生 (b) 2,700,000 – – 2,700,000
(c) – 800,000 – 800,000

2,700,000 800,000 – 3,500,000

鄂 萌先生 (a) 1,600,000 – (1,600,000) –
(b) 1,200,000 – – 1,200,000
(c) – 1,600,000 – 1,600,000

2,800,000 1,600,000 (1,600,000) 2,800,000

王 勇先生 (c) – 3,000,000 – 3,000,000

曹 瑋先生 (b) 2,500,000 – – 2,500,000
(c) – 500,000 – 500,000

2,500,000 500,000 – 3,000,000

俞曉陽博士 (c) – 2,800,000 – 2,800,000

吳光發先生 (a) 2,300,000 – (2,300,000) –
(b) 1,200,000 – – 1,200,000
(c) – 1,600,000 – 1,600,000

3,500,000 1,600,000 (2,300,000) 2,800,000

其他僱員：
合計 (a) 4,060,000 – (4,060,000) –

(b) 12,500,000 – (6,300,000) 6,200,000
(c) – 17,200,000 – 17,200,000

16,560,000 17,200,000 (10,360,000) 23,400,000

28,060,000 31,500,000 (14,260,000) 45,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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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本公司（續）

附註：

(a)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授出，每股行使價為1.13港元，並已於二零零六年六
月二十六日失效。

(b)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八日授出，每股行使價為1.00港元。該等購股權可分為三
個均等部份行使。首部份可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八日起任何時間內行使，而其他每個部份
則可在其後年度每年之一月一日起行使。除已行使之購股權外，所有購股權將在二零零七
年一月十七日失效。

(c)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授出，每股行使價為1.00港元。本公司之股份於緊
接該等購股權授出日期前於聯交所之收市價為0.84港元。該等購股權可於二零零六年六月
二十七日起任何時間內行使，除已行使之購股權外，所有購股權將在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
六日失效。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授出31,500,000份購股權。授出該等購股權
之價值於回顧期內對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概無購股權獲行使。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按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為45,300,000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9.2%。倘餘下之購股權獲悉數行
使，按照本公司現時之股本結構，結果為本公司需額外發行45,300,000股普通股，
其額外股本為45,300,000港元。

衝浪平台軟件國際有限公司（「衝浪平台」）

衝浪平台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日採納一項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據此，衝

浪平台集團之董事及僱員可獲授可認購衝浪平台股份的購股權。

衝浪平台亦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採納一項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計劃，據

此，衝浪平台董事會可酌情邀請衝浪平台集團任何全職僱員（包括衝浪平台集團任何

成員公司之任何執行及非執行董事），以及任何諮詢人及顧問，接受可認購衝浪平台

股份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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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衝浪平台軟件國際有限公司（「衝浪平台」）（續）

根據衝浪平台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及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計劃，下列購股

權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尚未行使：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參與者之姓名或類別 附註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失效 六月三十日

一名前僱員 (a) 50,000,000 – – 50,000,000
現職僱員 (b) 13,500,000 – (2,200,000) 11,300,000
諮詢人及顧問 (b) 33,000,000 – – 33,000,000

96,500,000 – (2,200,000) 94,300,000

附註：

(a)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按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予一名僱員，每
股行使價為0.266港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該等購股權獲行使，
而尚未行使之50,000,000股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因該名僱員離職而已於二零零六年七
月失效。

(b)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按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計劃授出，每股行使價為
0.14港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該等購股權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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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
所記錄，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之股東：

於本公司普通股份中之長倉：

持有普通 佔本公司已發行
名稱 附註 權益地位及性質 股份數目 股本之百分比

Idata Finance Trading Limited (a) 直接實益擁有 275,675,000 55.81
（「IFTL」）

Illumination Holdings Limited (b) 直接實益擁有 49,325,613 9.99
（「IHL」）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控股」） (a) 通過受控法團 275,675,000 55.81

Beijing Enterprises (a) 通過受控法團 275,675,000 55.81
Investments Limited（「BEIL」）

京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a)/(b) 通過受控法團 325,000,613 65.79
（「京泰實業」）

附註：

(a) IFTL為北京控股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北京控股由BEIL直接持有約44%及間接持有約16%。
京泰實業間接持有BEIL約66.5%股權，因此， IFTL視為擁有權益之股份亦即北京控股、BEIL
及京泰實業擁有權益之股份。

(b) IHL為京泰實業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IHL擁有權益之股份已計入京泰實業擁有權益之股份
內。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除本公司董事（其權益載於上文「董

事在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一節）外，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登記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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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贖回

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公眾持股量之充足程度
根據本公司於公開途徑所得之資料及就董事會所知，於本報告編製日期，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中，不少於25%由公眾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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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確保有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及設立正式及透明之程序以保障及提升股東之

權益。本公司董事認為，公司在本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會計期間，一直遵守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守則條

文」），惟守則條文第A.4.1條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委任指定年期，須予重選。本公司之現任非
執行董事並無指定委任年期，偏離守則第A.4.1條之規定。然而，所有非執行董事均
須按照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有足夠之措施確保本

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遜於守則條文。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以

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於回顧年度均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之要求及操守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乃按照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其角色及職責包括監督本集團
之會計及財務報告程序、審核財務報表、檢討及監察本集團採納之內部控制系統，

以及審閱本集團外聘核數師之相關工作。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曹貴興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劉偉教授及金立佐博士。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

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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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乃按照守則條文成立，其角色及職責包括釐定所有執行董事之

具體薪酬（包括實物利益、退休金權利及賠償款項、離職或終止委任之應得賠償），

並向董事會建議非執行董事之薪酬。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執行主席張虹海先生、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曹貴興先生、劉偉教授及金立佐博士（薪酬委員會主席）。

內部監控
董事會須對本集團之內部監控系統及檢討其有效性承擔全部責任。董事會將會定期

檢討本集團之內部監控系統。本公司已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財務、營運及風險管理監

控事宜。於回顧期內，董事會已審閱由管理層提供之營運及財務報告、預算及業務

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