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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所」）創業板市場（「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本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

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

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

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交易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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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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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 (Holdings) Limited（「ITE」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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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

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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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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 12,587,000 港元，較二零一零年

同期的營業額約 10,335,000 港元上升約 22%。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 1,260,000 港元，比對二零

一零年同期錄得約為 2,584,000 港元。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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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致各股東：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董事會」），提呈 ITE (Holdings)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目標 

 

本集團的目標，是要成為全球具領導地位的智能卡、射頻識別、生物特徵科技產品、方案及服務供應商。

ITE 一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在智

能卡系統方案及集成工作的先驅，表現卓越共睹。本集團具備專業知識、強大的研究及開發（「研發」）

能力、良好的往績及享負盛名，已在香港業界建立領導地位，並積極向客戶推介創新及度身訂造的智能

卡、射頻識別及生物特徵技術應用方案。憑藉於行內累積的豐富經驗及知識資產，ITE 持續為來自不同

行業的客戶研發創新產品、多功能應用方案及提供相關服務，並擴展業務至海外國家。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向董事會成員、管理層及員工所付出的幹勁和努力，以及股東、資本市場的朋友及業

務伙伴一直以來的支持，致以深切謝意。 

 

 

承董事會命 

ITE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劉漢光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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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的管理人員憑藉專業知識、集團賦予的人力及財政資源，為股東創建最佳的回報。 

 

期內，本集團提供方案及專業服務的全資附屬子公司智控系統有限公司（「智控系統」）連續三年獲取

為職業訓練局屬下各學院提供個人化智能學生證服務合約，超過 10,000 張智能學生證已完成交付。智

控系統並獲取一新合約，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屬下屏山天水圍全新公眾游泳池提供自動票務系統。項

目包括設計、開發及交付軟件、硬件及相關服務，包括以八達通卡或現金繳費的入閘票務系統、輔幣

找換機、液晶體顯示螢幕及自主研發的 intelli® AFC 自動票務管理軟件。 

 

智控系統獲取澳門旅遊學院一份基於射頻識別技術的自助圖書管理系統工程合約。合約內容包括設

計、開發及交付軟件、硬件及相關服務，提供適合圖書館書籍及多媒體光碟使用的射頻識別標籤、ITE

創新專利產品 – 基于計算機視覺及射頻識別技術的書本登記管理裝置、自助借書站、管理員工作站及

手提閱讀器等。智控系統提供的 intelli® LIB Intelligent RFID enabled Library 管理軟件除了支援基於射

頻識別技術的自助圖書館常用的功能及技術要求外，特別為客戶現有的後台基建提供集成服務。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智控系統（澳門）有限公司獲取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委員會合約。為大會提供

智能卡、打印機及通道管理系統，而第五十八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至

廿日隆重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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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艾依智控系統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廿三日向專利合作條約申請一項國際發明，該項申請

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公佈，公佈編號為 : WO2011/078127。 ITE 以創新精神不斷探索、向前邁進，

該發明「嵌入式計算機視覺及射頻識別書本登記管理裝置」是創意的融匯，透過一步法方式及程序將每

一本書籍的圖像及特徵進行攝取、分析、存儲。憑著這個獨有和先驅性的書籍登記處理程序，射頻識別

技術在圖書館自動化的應用將有無限發展空間。與此同時，ITE 在研發過程中孕育出的硬件、算法及軟

件將大大增強本公司的產品組合。 

 

本年度暑期，集團為大學學員提供十一個實習名額，學員來自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的不同工程

學系，當中包括計算機工程、電子工程、工業工程、資訊工程、機械及系統工程等。自二零零六年起，

ITE 已積極參與大學工讀及學生實習計劃，為大學學員提供職前培訓及工作實習機會。截至本年度，超

過四十位學員已於 ITE 完成實習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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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約為 13,0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22%。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 1,260,000 港元，比對二零一零年同期錄得約為 2,580,000 港元。 

 

分部資訊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22%。本集團邊際毛利從

去年同期的 25%上升至期內的 28%。 

 

期內，本集團在提供及銷售智能卡系統、射頻識別系統及資訊科技服務收入顯著上升 74%至約

6,106,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512,000 港元）。但在保養收入方面，錄得輕

微下跌 3%至約 4,279,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390,000 港元）。 

 

顧問服務範疇方面，營業額較去年輕微下跌 3%至約 1,87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922,000 港元）。 

 

在嚴謹的成本控制下，本集團行政費用比對去年同期下跌約 14%。 

 

期內財務費用增加 32%至約 58,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4,000 港元）。 

 

資金流動性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銀行借貸應付其營運所需。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

未償還借款約為 3,911,000 港元，當中包括約 3,500,000 港元的短期銀行借貸及約 411,000 港元的銀行

透支。本集團的銀行貸款需求並無季節性之分，所有借款均按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九

月三十日的流動比率為 2.29（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77），而流動現金比率則為 2.07（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2.53）。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庫務政策。本集團不斷為客戶的財政狀況進行信貸評估，致力減低所承擔的信貸

風險。此外，本集團亦會定期檢討流動資金及融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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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考慮銀行融資、嚴格成本控制及本集團現有可動用的財務資源後，本集團相信具備充裕的財務資源

以應付日後的營運、發展及投資所需。 

 

重大投資 

 

本集團於期內並沒有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的收購或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出售 

 

本集團於期內並沒有任何收購或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出售。 

 

僱員資料 

 

本集團認為，員工為本集團最重要的資產。本集團的整體目標旨在提供優厚的薪金待遇，僱員薪酬水

平將按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學歷、經驗以及勞動市場狀況作出調整。除基本待遇外，本集團亦會評

估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及參考本集團的業務表現向合資格僱員發放酌情花紅及授出購股權。 

 

本集團一向維持良好融洽的勞資關係，從未經歷任何影響業務運作的重大勞資糾紛。除上述的薪酬待

遇外，本集團亦按照中國內地及香港有關法例及法規提供其他僱員福利，包括中國內地的社會保障計

劃供款及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除此之外，本集團為其僱員提供持續培訓計劃，協助他們緊貼

市場的最新動態及新科技。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僱有 77 名（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80 名）全職僱員，其中包括 70

名為香港僱員，其餘則為中國及澳門僱員。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包括董事酬金在內

的僱員成本約為 8,0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000,000 港元）。本公司於年

內並無向其任何董事及僱員授出任何購股權。 

 

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為數約 5,829,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5,816,000 港元）的定

期存款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擔保本集團的若干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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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的重大投資計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投資及收購重大資本資產的計劃。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乃指長期銀行貸款除以股東資金的百分比。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

的資產負債比率為零（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零）。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措施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主要以港元、美元、葡元及人民幣為單位。港元、美元、葡元及人

民幣的匯率在過去數年表現十分穩定。年內，本集團將一般所收客戶款項及銀行貸款用以支付供應商

及資本開支。該等收支均以附屬公司經營所在地的貨幣進行。由於本集團認為對沖安排的成本高於利

益，因此本集團目前並無採取對沖措施控制潛在的匯率風險。然而，管理層會採取審慎態度，不斷監

察有關情況並且在有需要時採取相應措施。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若干全資附屬公司的銀行融資而提供企業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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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末經審核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6,415  6,272  12,587  10,335  

已提供服務的成本  (4,669 ) (4,261 ) (8,929 ) (7,399 ) 

已售貨物的成本    (97 )   (111 )   (175 )   (315 ) 

毛利  1,649  1,900  3,483  2,621  

其他收入  (223 ) 20  (217 ) 21  

行政費用  (2,263 ) (2,611 )

_ 

(4,468 ) (5,182 ) 

經營虧損  (837 ) (691 ) (1,202 ) (2,540 ) 

融資成本    (36 )   (12 )   (58 )   (44 ) 

除稅前虧損 4 (873 ) (703 ) (1,260 ) (2,584 ) 

所得稅 5    -  -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873 ) (703 ) (1,260 ) (2,584 ) 

其他全面支出  -  -  -  -  

其他全面支出總額  (873 ) (703 ) (1,260 ) (2,584 ) 

          

每股虧損 7         

基本 （港仙）   ( 0.09 ) (0.08 )  (0.13 ) (0.28 ) 

攤薄 （港仙）  不適用  (0.08 ) 不適用  (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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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64  85  

流動資產      

存貨  1,723  1,551  

應收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8 7,141  6,894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930  944  

可收回所得稅  9  9  

已抵押銀行存款  5,829  5,816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24  2,460  

  17,656  17,67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 9 3,373  4,246  

短期借貸 10 3,911  1,821  

撥備  427  309  

  7,711  6,376  

流動資產淨值  9,945  11,298  

資產淨值  10,009  11,38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9,343  9,357  

儲備  666  2,026  

總權益  10,009  1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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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扼要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值 (2,419 ) (3,883 )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現金淨值 17  (72 ) 

融資活動產生現金淨值 1,552  10,74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值（減少）╱增加 (850 ) 6,793  

於四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84  (5,220 ) 

於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34  1,573  

     

 

綜合權益變動表 

 

       

  儲備  

    外幣匯兌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結餘 9,033 22,570 10,749 432 (31,006) 11,778 

期間全面支出總額 - - - - (2,584) (2,584)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 48 405 - - - 453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結餘 9,081 22,975 10,749 432 (33,590) 9,647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結餘 9,357 25,322 10,749 392 (34,437) 11,383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 - - - (1,260) (1,260) 

回購股份 (14) (100)           -       - - (114)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結餘 9,343 25,222 10,749 392 (35,697) 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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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準則 

 

此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4 號「中

期財務報告」，香港《公司條例》及創業板上市規則適用的披露規定編製。 

 

本財務報表均以歷史成本為編製基準。 

 

編製有關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

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2. 採納新及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本期會計期間首次生

效或可供提早採納。採納有關新訂及修訂財務報告準則並無令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呈報數目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採用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財務報告準則，而採用此新訂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

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提供智能卡系統、射頻識別及資訊科技服務    

    - 服務收益  6,106  3,512 

   - 保養服務收入  4,279  4,390 

   - 銷售服務相關產品  332  511 

  10,717  8,413 

 顧問服務收入 1,870  1,922 

     

  12,587  1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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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經營及呈報分別分析為（i）智能卡系統、射頻識別及資訊科技服務以及（ii）顧問服務。

有關這些分部資料呈報如下： 

 
   智能卡系統、射頻識別   

 及資訊科技服務 顧問服務 綜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客戶的收益 10,717 8,413 1,870 1,922 12,587 10,335 

       

業績       

分部虧損 (27) (1,346) 13 (326) (14) (1,672) 

未予分配企業收益     (218) 21 

未予分配企業支出     (970)  (889) 

       

經營虧損     (1,202) (2,540) 

融資成本       (58)   (44) 

       

除稅前虧損     (1,260) (2,584) 

所得稅     - - 

       

期內虧損     (1,260) (2,584) 

       

資產       

分部資產 8,386 7,086 475 487 8,861 7,573 

未予分配資產     8,859 9,335 

       

資產合計     17,720 16,908 

       

負債       

分部負債 3,004 3,252 412 435 3,416 3,687 

未予分配負債     4,295 3,574 

       

負債合計     7,711 7,261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12 9 - -  12 9 

折舊 32 58 2 3 34 61 

存貨折價 - - - - - - 

       

 

為了監管分部之間的表現及資源的分配： 

- 所呈列的分部虧損均在沒有分配任何中央行政成本、其他收入、融資成本、匯兌差額以及所得

稅支出下呈列每個分部的所賺取溢利╱（出現虧損）。 

- 除預付中央行政成本、可收回所得稅、已抵押銀行存款以及現金及銀行結餘外，所有資產均分

配予各呈列分部。 

- 除應付中央行政成本、應付所得稅以及短期借貸外，所有負債均分配予各呈列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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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澳門以及中國經營業務。 

 

本集團的對外客戶收益及非流動資產的地域分部如下： 

      

 對外客戶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9,907 7,743  58 107 

澳門 2,657 2,554  3 7 

中國 - 38  3 9 

其他地方 23 -        -       - 

      

 12,587 10,335  64 123 

      

4.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借貸及透支利息 36 12 58 44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717 3,739 7,241 6,701 

退休計劃供款 160 149 300 278 

 3,877 3,888 7,541 6,979 

(c)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341 1,515 2,177 2,254 

 折舊 9 30 34 61 

 研發成本 89 198 288 409 

 匯兌虧損 12 6 14 10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 1 - 1 

經營租賃開支： 最低租賃款項     

 -  物業租借 432 458 864 932 

 -  公司設備租借 11 11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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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香港所得稅是按期內的應課稅溢利以 16.5%（二零一零年：16.5%）計算。海外的應課稅溢利稅項，則分別根

據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本集團經營國家的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中國及澳門可評估的溢利，故財務報表並無中國及澳門應課稅（二零一零年：零港元）。 

 

6.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 1,26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584,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股數 935,399,935 股（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907,652,175 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可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 2,584,000 港元及下列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 934,927,267 股計算： 

 

  二零一零年 

   

於九月三十日的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907,652,175 

根據本公司沒有報酬的購股權計劃被視作 

已發行股份的影響 

 

27,275,092 

於九月三十日的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934,92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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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帳款  3,157 2,117 

其他應收帳款  524 463 

應收客戶的服務合約工程款項總額  2,241 2,740 

應收保留金  349 187 

訂金及待攤費用  870 1,387 

  7,141 6,894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帳款的帳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期  496 279 

    

逾期少於一個月  1,786 1,114 

逾期一個月至三個月  866 664 

逾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1 52 

逾期超過一年  8 8 

逾期金額  2,661 1,838 

  3,157 2,117 

 

應收貿易帳款由票據日起 45 天（二零一零年：60 天）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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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帳款  659 59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帳款  1,761 2,070 

應付客戶的服務合約工程款項總額  408 482 

遞延保養收入  545 1,104 

  3,373 4,246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算應付貿易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一個月  430 236 

一至三個月  116 185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86 142 

超過一年   27 27 

  659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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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短期借貸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銀行借貸 3,500 1,821 

有抵押銀行透支 411 - 

 3,911 1,821 

 

 

11. 股本 

 

 股份數目  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 0.01 港元的普通股 2,000,000,000  2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903,316,000  9,033,160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 4,760,000  47,600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908,076,000  9,080,760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935,728,000  9,357,280  

回購股份 (1,444,000 ) (14,440 )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934,284,000  9,34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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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聯營公司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5.7 及第 15.8 條的規定，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期條例」）第十五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中擁有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期條例的該等規定被認為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必須列

入根據證期條例第 352 條予以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 至 5.68 條所載的規則必

須知會本公司及交易所的權益或淡倉載列如下： 

 

本公司的股份權益 

 

 普通股股數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家族權益 

 

其他權益 

 

合計 

佔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劉漢光先生 6,108,000 (L) 271,102,348 (L) 

(附註 2) 

- - 277,210,348 (L) 29.67% 

聞偉雄先生 63,142,254 (L) - - - 63,142,254 (L) 6.76% 

鄭國雄先生 133,628,000 (L) - - - 133,628,000 (L) 14.30% 

李鵬飛博士 1,760,000 (L) - - - 1,760,000 (L) 0.19% 

 

 附註： 

 

1. “L” 字表示股份為好倉。 

 

2. 此等股份由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的公司 Rax-Comm (BVI) Limited（「Rax-Comm」）所持有。劉漢光先生

持有 Rax-Comm 67.94%的已發行股份。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的聯繫人士概無根據證期條例第

15.7 及 15.8 條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期條例第十五部）擁有股份或債券的權益或淡倉（包

括根據證期條例的該等規定被認為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必須列入根據證期條例第 352 條予以

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 至 5.68 條所載的規則必須知會本公司及交易所的任何

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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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購買股份或債務證券的權益 

 

除以上述「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聯營公司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及淡倉」所披露外，於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可藉著購入本

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而獲得利益，而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或彼

等的配偶或任何未滿十八歲的子女概無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的權利，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股東於股份、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期條例第 336 條下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載及就任何本公司董事或行

政總裁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股東姓名 

 

所持普通股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合計百分比 

   

Rax-Comm (BVI) Limited（附註 1） 271,102,348  29.02% 

劉海川（附註 2） 55,938,388  5.99% 

 
附註：  

 

1 該等股份已於「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聯營公司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及淡倉」一節披露有關董事的公司權益。 

 

2 劉海川乃是劉漢光的哥哥。 

 

董事在合約中擁有的權益 

 

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本公司董事擁有重大權益，且於結算日或期內任

何時間仍有效的重大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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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八日採納一項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計劃」）。 於二零一一年

八月八日，本公司採納二零一一年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一年計劃」）和同時終止二零零二年計劃。待

二零零二年計劃終止後，不得再根據此計劃提呈任何購股權。惟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此項計劃應繼續

生效。二零零二年計劃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應繼續分別按該項計劃提供，創業板上市規則第二十三章及

二零一一年計劃將不會影響此尚未行使購股權的任何條款。 

 

(a)  二零零二年計劃 

 

以上提及，二零零二年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終止，此後不會就此再發行購股權，於期內尚

未行使的購股權的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行使  授出 

具資格者  於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購股權時  購股權 

姓名  四月一日  於期內  於期內  於期內  九月三十日  授出  購股權  須支付的  當日的 

及類別  尚未行使  授出  行使  失效  尚未行使  日期  行使期  每股價格  股份市值 

                   

僱員  3,500,000  -  -  -  3,500,000  二零零二年
八月九日 

 二零零三年八月 
九日至二零一二年 

八月八日 

 0.175 元  0.175 元 

                   

僱員  6,400,000  -  -  -  6,400,000  二零零二年
八月九日 

 二零零三年二月 
九日至二零一二年 

八月八日 

 0.175 元  0.175 元 

                   
  9,900,000  -  -  -  9,900,000         

 

購股權並無授予持有人收取股息及於股東大會投票的權利。 

 

(b)  二零一一年計劃 

 

本公司實行二零一一年計劃，旨在向對本集團運作成功有所貢獻等具資格者提供獎勵及獎賞。二

零一一年計劃具資格者包括公司董事，其中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其他僱員、產品及服務

供應商、客戶、顧問等。二零一一年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起生效，除被取消或更改外，將

持續於當日起計十年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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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使所有尚未行使的已授出購股權或即將行使的本公司二零一一年計劃及其他購股權計劃的

購股權，其發行的股份數目不應超過公司股份發行總數的 30%。於任何十二個月期內，本公司二

零一一年計劃及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對每位具資格者可發出的股份數目，其最高上限為公司當時

已發行股份的 1%。任何超出此上限的購股權授出，須於股東大會經股東批准。 

 

向董事、行政總裁、公司大股東或其任何伙伴授出購股權，須預先經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此外，

若向公司大股東、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其任何伙伴所授出的購股權，於任何十二個月期內多於

公司股份的 0.1%或其總值（按授出當日公司股份價格計算）高於五百萬港元，須於股東大會經

股東批准。 

 

獲授予購股權者可於提供授出購股權的七天內，以總數一元港元的象徵式費用接受購股權。授出

購股權的行使時段由董事釐定，於授出期一段時期內開始，並於提供授出購股權日期十年內之

日，或較早者，於二零一一年計劃到期日完結。 

 

購股權的行使價格乃由董事釐定，惟其不得低於下列較高者：（i）公司股份在購股權授出當日的

收市價；及（ii）公司股份在股份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的平均收市價。 

 

於本公佈日，並沒有根據二零一一年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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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及贖回本公司股份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

東授予董事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於交易所購回每股面值港幣 0.01 元合共 1,444,000 股股份，詳情如

下： 

 

購回日期 購回股份數目 

每股股份價格 代價總額 

（未計開支）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一日 688,000 0.078 0.077 53,292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756,000 0.080 0.076 60,060 

 1,444,000   113,352 

 

全部上述購回的股份將於隨後註銷，另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亦已扣除此等股份的面值。購回股份是為

提高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有利於股東整體利益而進行。 

 

除上文所披露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股份。 

 

競爭性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董事、管理股東或彼等各自聯繫人士擁有任何對本

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或權益；或上述任何人士與或可能與本集團存在任何其他利

益衝突。 

 
                  

審核委員會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28 條至 5.33 條的規定，公司已成立了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李鵬飛博士、鄧紹先生及闞孝財先生組成。李鵬飛博士已獲委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審議本公司的年報及帳目、半年度業績報告及季度業績報告，以及就此向董事會

提供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表，其成員

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遵照適用的會計準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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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冶 

 

除下文詳述者外，本公司於期內均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所有

規定。 

 

守則條文 A.2.1 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的

職責分工須清晰訂明並以書面形式列載。 

 

劉漢光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負責管理董事會及本集團業務。劉先生自本公司註冊成立以來即

一直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考慮到現有董事會的架構及本集團的業務範疇，暫時沒有迫切

需要改變現狀，認為劉先生同時間擔當兩個角色，有足夠能力作出優先次序，履行任務。但是，董事會

會不斷地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的成效，以評估是否有分開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的需要。 

 

守則條文 A.4.1 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守則條文 A.4.2 規定所有獲委任

以填補空缺的董事須於獲委任後舉行的首次股東大會上由股東重選，而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

事）須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根據現有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劉漢光先生作為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不須輪值告退。但這並沒有遵

守守則中，所有董事須輪值告退，至少每三年一次的要求。 

 

此外，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各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的三分之一董事（或若其數目並非三的倍

數，則為最接近但不超過三分之一者）須輪值告退，惟無論如何，董事會主席及╱或本公司董事總經理

在任職期間毋須輪值告退，亦毋須計入每年須告退的董事人數內。因此，除主席外，所有董事均須輪值

告退。管理層認為並無即時需要修訂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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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8 條至 5.67 條 

 

期內，本公司已就董事的證券交易採納一套守則，其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8 條至 5.67 條所

載的交易所需標準。在向所有董事作出查詢後，本公司董事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內均一直

遵守有關的守則及交易所需標準。 

 

 

承董事會命 

ITE (Holdings) Limited 

劉漢光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漢光先生、聞偉雄先生、鄭國雄先生、劉海華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鵬飛博士、鄧紹先生及闞孝財先生。 

 

本報告將於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天在創業板網站（網址：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告」

頁內及本公司的網站（網址：www.hkite.com）可供瀏覽。 

http://www.hkgem.com/
http://www.hk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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