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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點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有過往

盈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盈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可能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

營業務之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準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亦應在經過審

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明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

深投資者。

鑑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

大之市場波動風險，且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主要透過聯交所設立之互聯網網站刊登資料。一般而言，創業板上市公司毋須在憲報指

定之報章刊登付款公告。因此，準投資者應留意，彼等須閱覽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 ，

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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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易盈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報告承擔全部責任，當中包括

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規定須向公眾人士提供

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i)本報告所載資

料在各主要方面均屬真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成份；(ii)本報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其任

何陳述有所誤導；及(iii)本報告發表之所有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並依據公平合理之基

準及假設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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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未經審核營業額約185,720,000港

元。

2.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溢利約

4,188,000港元。

各位股東：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同期（「去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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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185,720 205,586 94,102 115,916

銷售成本 (174,342) (193,596) (86,571) (108,193)

毛利 11,378 11,990 7,531 7,723

其他收入 323 243 209 92

銷售及分銷開支 (373) (501) (165) (278)

行政開支 (6,338) (6,038) (3,125) (3,186)

經營溢利 4 4,990 5,694 4,450 4,351

融資成本 5 (285) (169) (191) (108)

除稅前溢利 4,705 5,525 4,259 4,243

稅項 6 (517) (331) (504) (254)

股東應佔溢利 4,188 5,194 3,755 3,989

股息 7 – – – –

每股盈利 8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基本 1.17 1.45 1.0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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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5,894 26,787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1,540 1,445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9 2,400 2,452
　遞延稅項資產 206 200

30,040 30,884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31 31
　存貨 26,046 20,67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9 42,153 43,543
　銀行結餘及現金 9,286 15,647

77,516 79,89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項 10 12,116 17,635
　附息借貸－於一年內到期 11 6,709 5,328
　應付稅項 1,582 1,046

20,407 24,009

流動資產淨值 57,109 55,88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7,149 86,768

非流動負債
　附息借貸－於一年後到期 11 2,388 3,127
　遞延稅項負債 910 911

3,298 4,038

資產淨值 83,851 82,73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3,571 3,571
　儲備 80,280 79,159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83,851 8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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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2,893) (1,218)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732) (302)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2,580) (1,09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6,205) (2,61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647 11,410

匯率變動之影響 (165) (255)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277 8,54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9,286 11,679

銀行透支 (9) (3,139)

9,277 8,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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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已發行 法定 法定 法定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公積金 公益金 儲備金 保留溢利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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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 3.571 18,972 (59) 13,463 6,600 325 162 485 39,211 82,730
因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財務報表而產生
之匯兌差額 – – 147 – – – – – – 147

期內溢利 – – – – – – – – 4,188 4,188
股息－二零零六年末期 – – – – – – – – (3,214) (3,214)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3,571 18,972 88 13,463 6,600 325 162 485 40,185 83,851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
如原先呈列 3,571 18,972 4 13,463 9,151 325 162 485 31,535 77,668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之影響 – – – – (4,385) – – – 2,377 (2,008)

經重列 3,571 18,972 4 13,463 4,766 325 162 485 33,912 75,660
因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財務報表而產生
之匯兌差額 – – 20 – – – – – – 20

期內溢利 – – – – – – – – 5,194 5,194
股息－二零零五年末期 – – – – – – – – (3,214) (3,214)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3,571 18,972 24 13,463 4,766 325 162 485 35,892 7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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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創

業板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

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2.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製造及分銷桌面個人電腦（「個人電腦」）零部件。收益（同時為本集團之營業額）

乃本集團於有關期間內向外部客戶銷售貨品（減退貸）及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總金額及作如下分析：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發票值銷售自製貨品

（已扣除退貨及折扣） 134,389 171,867 64,365 98,175

買賣個人電腦零部件 43,140 17,151 26,063 6,904

加工費收入 8,191 16,568 3,674 10,837

185,720 205,586 94,102 11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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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因業務分部資料更能中肯體現有關本集團在作出經營及財務決定時之情況，因此選擇業務分部資料為

主要呈報方式。

由於在有關期間內，本集團主要經營單一業務，即製造及分銷桌面個人電腦零部件，故並無按業務分

部呈列有關分部資料。

在按地域分部呈列有關資料時，分部收益乃按客戶所在地為呈列基準。

次要呈報方式－地域分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分部收益

中國（不包括香港及台灣） 103,798 134,118 53,481 73,853

台灣 6,556 18,809 5,566 9,376

香港 52,859 16,011 23,128 11,410

新加坡 7,686 20,987 3,416 16,520

澳洲 2,055 3,237 1,127 2,079

其他亞太地區 10,522 10,411 5,635 2,381

歐洲 1,779 1,517 1,482 292

其他地區 465 496 267 5

185,720 205,586 94,102 11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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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乃在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存貨之成本 169,104 188,412 83,736 106,171

土地租賃費用攤銷 16 15 8 7

折舊 1,848 1,431 1,058 809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

租賃租金 310 253 164 126

研發成本 517 563 261 262

包括董事酬金之員工成本 6,567 6,118 3,273 3,096

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乃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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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510 304 488 264

海外稅項 29 15 11 (12)

539 319 499 252

遞延稅項 (22) 12 5 2

517 331 504 25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7.5%）計算。

海外稅項指就附屬公司於海外（包括中國）經營所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作出之稅項支出，並按期內適

用於各自司法管轄區之稅率計算。

易盈電腦（深圳）有限公司（「易盈深圳」）（一家在中國深圳經濟特區經營之外商投資企業）須就其應課稅

溢利按15%之優惠稅率繳納外資企業所得稅（「外資企業所得稅」）。根據中國有關所得稅法例及法規，

易盈深圳可自抵銷過去年度之虧損後之首個獲利營運年度起計之兩年內，獲豁免繳納外資企業所得稅，

並於其後三年內按減半之稅率繳納外資企業所得稅。易盈深圳之首個獲利年度出現在二零零一年。

SPI分銷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易盈澳門」）已在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註冊成立為一家「離岸商業

服務機構」。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離岸法例，易盈澳門獲豁免支付源自其離岸業務所產生之澳門所得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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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股息（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無）。

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有關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

佔溢利分別為4,188,000港元及3,75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分別為

5,194,000港元及3,989,000港元）以及有關期間內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57,136,200股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357,136,200股）計算。

因本公司於有關期間內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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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44,216 45,585

按金及預付款項 337 410

44,553 45,995

包括在流動資產內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42,153) (43,543)

2,400 2,452

本集團授予其客戶之信貸期一般自貨到付現至75日不等。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9,016 20,410

31至60日 15,202 11,481

61至90日 2,849 6,638

90日以上 7,149 7,056

44,216 4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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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10,458 15,521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658 2,114

12,116 17,635

本集團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4,664 5,682

31至60日 3,721 3,830

61至90日 959 3,487

90日以上 1,114 2,522

10,458 1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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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息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透支 9 –

信託收據貸款 5,017 3,218

銀行貸款

－有抵押 3,943 4,758

－無抵押 – 479

8,969 8,455

融資租賃承擔 128 –

9,097 8,455

包括在流動負債內一年內到期之款額 (6,709) (5,328)

一年後到期之款額 2,388 3,127

12. 股本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面值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500,000,000 5,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357,136,200 3,571



易盈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 2006中期報告

15

13.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b)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根據於以下期間到期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而須就土地及樓宇支付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

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42 453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64 171

306 624

14.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七名（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八名）僱員已完成香港僱傭條例

（「僱傭條例」）規定在終止受僱時有資格獲享長期服務金所需之服務年期。本集團僅須於該等僱員在僱

傭條例指定之情況下終止受僱，方有責任支付長期服務金。

倘所有該些僱員均在僱傭條例指定之情況下終止服務，則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負債可能

約達546,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576,000港元）。本集團並無就此作出任何撥備。

除以上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15. 比較數字

為符合當期的呈列方式，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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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185,75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營業

額約205,586,000港元下降約9.7%。儘管營業額下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整體毛利率由去年同期之5.8%輕微增加至6.1%。這是由於在回顧期內因主要記憶晶片價

格上升而令到顯示卡售價上升。很多使用者仍繼續押後其升級計劃，引致本集團之顯示卡銷售

收入下跌。但是，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個人電腦零部件買賣收入由去

年同期約17,151,000港元大幅增加至約43,140,000港元，對本集團之毛利率有不少貢獻。

由於僱員薪酬及褔利增加，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行政開支較去年同期

增加約5%至6,338,000港元。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2006/07財政年度之第二季期內，主要記憶晶片之價格大幅上升，因而推高顯示卡之售價。

本集團利用此機會增加個人電腦零部件買賣之收益及利潤。儘管記憶晶片價格上升有利本集

團，主要記憶晶片之高價格可能對原材料成本帶來壓力，從而對未來季度之顯示卡銷售有負面

影響。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成功從新客戶接獲顯示卡加工訂單。管理層相信增加加工費收入能穩定本集

團之利潤。本集團同時準備增加產品線，以分散倚賴單一產品之風險。此外，本集團將致力開

拓銷售渠道及發展自身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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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銷售所得現金流量及銀行融資來撥付營運所需。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之淨流動資產約為57,109,000港元，其中約9,286,000港元為銀行結餘及現金，而附息借貸

之即期部份約 6,709,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總額約

22,031,000港元，其中約8,960,000港元已被動用。本集團之銀行信貸乃以本集團之若干租賃

土地及樓宇及機器之固定押記及本公司簽定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基於目前之現金水平、可動用之銀行信貸及預期未來營運現金流量，董事相信本集團具備足夠

財務資源以應付營運所需。

債務到期日分析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債務到期日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通知或一年內 6,709 5,328

第二年 1,683 1,631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705 1,496

9,097 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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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買賣交易、資產及負債是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價。本集團採取保守之庫務政

策，大部份銀行存款屬於港元或美元存款，又或屬於營運附屬公司所在地區貨幣之存款，以盡

量減低外匯風險。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為對沖而訂立任何外匯合約、利率或

貨幣掉期或其他財務衍生工具。

僱員資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僱員酬金約為5,926,000港元，其中包括董事酬

金約911,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香港、新加坡及澳門聘用共484

名僱員。

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重大之附屬公司收購及出售。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由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10.2%上升至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

10.8%。資本負債比率乃以於有關結算日之本集團附息借貸除以股東權益後得出。資本負債比

率上升是因為於回顧期內信託收據貸款增加。

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將賬面淨值約3,445,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3,500,000港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及賬面淨值約5,506,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5,642,000港元）之機器抵押，作為本集團分別約8,000,000港元及4,893,000港元銀行信貸之抵

押品。

或然負債

除上文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4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

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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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劃與實際業務進度比較

以下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實際業務進度與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九月

十四日刊發之售股章程（「售股章程」）所列業務計劃之比較：

業務計劃

(i) 提升生產設施

－ 完成安裝及全面運作第五條

SMT生產線

(ii) 宣傳本集團品牌「EAGLE」

－ 於電腦雜誌刊登本集團產品廣

告

－ 定期檢討本集團有關產品廣告

之策略

－ 參加將於台灣舉行之電腦展覽

會「Computex」

實際業務進度

－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完成安裝及全面運作

第五條SMT生產線。

－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定期在香港、歐洲

及中國之主要電腦雜誌刊登廣告。

－ 刊登由低層次至高層次之全線產品廣

告。

－ 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參加該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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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探索新市場及擴𡚸分銷網絡

－ 繼續東歐市場之分銷安排

－ 檢討東歐市場之分銷安排之表現及

相應調整銷售及市場推廣策略

(iv) 擴展研發能力

－ 定期檢討本集團研發隊伍之人才需

要

－ 開發新型號VGA顯示卡及底板以應

付中央處理器最新發展及視覺顯示

之要求

－ 定期檢討現有產品及啟動項目以改

善其功能及削減生產成本

－ 董事會仍尋找合適地點設立於東歐之

第一個辦事處。

－ 如上所闡釋。

－ 本集團正物色合適技術人員以擴充研

發隊伍。

－ 一組技術人員不斷檢討及啟動產品開

發及降低成本項目。

－ 如上所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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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創業板上市所籌集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9,500,000港元。

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本公司已撥用以下款額以實現售股章程所載之業務目標：

二零零四年

九月二十三日

在創業板上市日期起

至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止

擬議 實際

千港元 千港元

提升生產設施 10,000 8,222

宣傳本集團品牌「EAGLE」 1,700 1,185

開拓新市場及擴展分銷網絡 875 212

增強研發能力 380 22

撥作一般營運資金 6,000 6,000

18,955 15,641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唯一股東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六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

劃（「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可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及條件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

股權。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概要載於本公司之售股章程（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四日）附錄

五「購股權計劃」一段。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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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僱員購入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除可能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並無董事或本集團僱員或

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獲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授予任何可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

或債權證之權利，而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記於該條所述

之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

下：

本公司股份之長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證券數目及類別 概約百分比

陳慶賢先生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49,992,200股 70%

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普通股（附註）

附註： 此等股份由Osborne Pacific Limited（「Osborne」）持有。而Osborne由陳慶賢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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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並無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相關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登記於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予以披露之權益或淡倉之
人士及主要股東

就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所知，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以下人士（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除

外，彼等之權益已載於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於

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入該條所指之登記冊之權益

或淡倉：

本公司股份之長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股東姓名 權益性質 證券數目及類別 概約百分比

Osborne Pacific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49,992,200股 70%

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普通股（附註1）

陳蔡如葵（附註2） 受控制公司 249,992,200股 70%

之家族權益 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普通股（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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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此等股份由Osborne持有。而Osborne則由陳慶賢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

2. 此等股份亦即Osborne持有之股份。由於陳蔡如葵女士為陳慶賢先生之配偶，故彼被視為於Osborne持

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而Osborne則由陳慶賢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有任何其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

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存置之登記冊。

競爭性權益

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在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合規顧問權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與兆豐資本（亞洲）有限公司（前稱倍利證券（香港）有限公

司）（「兆豐資本」）訂立之協議，兆豐資本已按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合規顧

問，並就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或直至根據上述協議所載條款及條件

終止該協議為止）之期間收取費用。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兆豐資本、其董事、僱員或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

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證券中擁有任何權益，亦無擁有可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公

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證券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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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本公司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其規則標準不低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

至第5.67條所載之證券交易的標準。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

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有關證券交易

之規定。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內之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2.1條有關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區分除外。

陳慶賢先生為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之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現有安排能使董事會之決策有效推

行。鑑於董事會保留重大事宜之決策權，董事會相信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平衡不會受到

損害。

自林炳昌先生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日因其私人理由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終止為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成員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人數低於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5條所規定之

最低要求。因此，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6條，張榮平先生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獲委

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以填補以上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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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制定書面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就本集團審計範圍內之事項擔任董事會與本公司外部核數師之間之聯繫橋樑；審閱

本公司之年報、半年度報告及季度報告，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監督本集團財務申

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及監察與本公司外部核數師之關係。審核委員會由所有三位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即陳綺雯小姐、黃家雄先生及張榮平先生（其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經已與管理層審議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財務申報事宜，其中包

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易盈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慶賢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八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慶賢先生及陳慶佳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綺

雯小姐、張榮平先生及黃家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