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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SYSTEM

FLEXSYSTEM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業 績 公 佈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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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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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投資

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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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所發佈資料之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頁刊登。上市公司毋須在憲報

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之人士應注意彼等須閱覽創業板網頁，以便取

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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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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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System Holdings Limited之董事對本公佈（包括為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
規則而在提供FlexSystem Holdings Limited之資料方面所透露之詳情）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各董事
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彼等所知及確信：(1)本公佈內所載之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並
無誤導成份；(2)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以致其任何聲明有所誤導；及(3)本公佈內所發表之意
見乃經審慎周詳之考慮，並按公平合理之準則與假設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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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業務回顧

本年度為本集團股份成功於創業板上市後之第二個財政年度，整體經濟環境仍然

艱難。雖然若干市場觀察者聲稱全球衰退將見底，而業務將開始復甦，但電腦市場

仍未有復甦跡象，而對企業應用軟件之需求並無重大改善。事實上，本集團正受到

本年度之營業額較去年下跌之考驗。

調配研究及開發資源

雖然營業額有所下降，本集團仍堅持其研究及開發投資。研發投資涉及多方面，

包括運作系統研究、加強編寫程式之功能及新系統架構研究。本集團相信，已改良

之新技術可達致有效之運作，同時亦可減低開發成本。此外，本集團可以其研究及

開發成果橫向及垂直擴展其產品，以及提供增值服務，滿足顧客之不同需求。為使

日後股東財富有所增長，研究及開發資源為主要之成功因素。

本年度之非經常性撇銷事項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股東應佔虧損約67,000,000港

元，主要由於作出下列非經常性撇銷事項及撥備所致：

百萬港元

以往撇銷至儲備之商譽減值費用 25

長期投資減值費用 12

應收受資公司款項撥備 13

該等撇銷事項及撥備乃由於受資公司之表現不理想而作出。董事會預期該等受資

公司將繼續虧損及表現不佳，因此審慎考慮就該等投資及作出之墊款作出一次過撇

銷／撥備。然而，該等撇銷事項及撥備對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並不構成影響。本

集團仍然維持無債務之資本架構。

末期股息

董事會現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01港

元，惟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始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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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由於市場上資訊科技開支仍然舉步維艱，電腦行業之復甦進展緩慢。需求不足意

味着競爭更為激烈之營商環境。一般而言，市場參與者須對其顧客付出更大努力。

簡而言之，成功應用最出色之技術、最豐富之業務知識、最優秀之服務及最相宜之

價格之經營者將繼續於市場內佔一席位。

本集團會繼續其企業解決方案業務，亦會更致力為其旗艦會計產品及若干垂直市

場解決方案作銷售及市場推擴。短期而言，本集團計劃於二零零二年底推出新一代

企業計算解決方案及決策工具。

本集團會繼續開拓海外業務，而大中華區已被定為重點地區。而最重要的，是本

集團加倍努力確保地區辦事處以最有效率之方式運作，控制經營成本以獲得商機。

最後，本集團盡力透過技術改良維持其競爭力。本集團將投資於有機會可取得令

人滿意之回報之範疇，長遠而言對本集團有利。該等範疇包括加強其產品之功能、

開發新應用程式、提升編寫程式之效率及減低生產成本。

本集團相信，一旦亞洲經濟回復穩定時，新商機將會出現，而當時機來臨時，本

集團已作好一切準備。

人才為本集團成功之關鍵因素。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就管理層及員工過去一年之

忠誠及貢獻，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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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終期業績

FlexSystem Holdings Limited（「FlexSystem」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附註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6,198 61,898

銷售成本 (9,853) (5,771)

毛利 46,345 56,127

其他收入 2,273 4,626

分銷成本 (11,806) (11,765)

行政開支 (35,153) (19,692)

其他營運開支 (16,256) (7,069)

經營（虧損）／溢利 3 (14,597) 22,227

融資成本 (17) (10)

以往撇銷至儲備之商譽減值費用 (25,367) －

本年度產生之商譽減值費用 (1,566) －

長期投資減值費用 (11,503) －

應收受資公司款項撥備 (12,818)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639) (12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585) －

除稅前（虧損）／溢利 (67,092) 22,090

稅項 4 (111) (1,903)

除稅後（虧損）／溢利 (67,203) 20,187

少數股東權益 479 (173)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66,724) 20,014

股息 5 12,000 18,000

每股（虧損）／盈利 6 (11.12)仙 3.5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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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集團重組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八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零年修訂本）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創業板上市，已進行集團重組，據此，本公司

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日成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二

十四日於創業板上市。

重組已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127條「集團重組的會計處理」採用合

併會計法計算。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賬目（包括比較數字）已

假設本公司自所呈報之最早期間開始時已一直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而編製。

該等賬目乃按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會計實務準則，根

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就重估租賃物業及於證券之投資作出調整。

2. 營業額

本集團現時主要在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其他亞太國家從事開發及銷售企業軟

件。於下列年度之經審核綜合營業額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企業軟件銷售 35,758 45,735

　提供維修服務 18,024 14,790

　轉售硬件 2,416 1,373

56,198 6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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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虧損）／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扣除

折舊：

　自置固定資產 1,590 879

　租賃固定資產 － 33

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 35,700 26,380

減：資本化作為無形資產之款額 (1,288) (8,501)

34,472 17,879

存貨成本 2,047 86

土地及樓宇之營運租約租金 3,462 2,546

退休福利成本 1,644 796

核數師酬金 666 688

研究及開發成本 6,107 4,348

撇銷遞延開發成本 5,163 －

遞延開發成本攤銷 1,972 1,972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258 163

呆賬撥備 4,231 799

撇銷壞賬 1,983 －

其他投資之未變現虧損淨額 554 －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已就年度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之稅率（二零零一年：16%）作出準備。中

國利得稅已就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中國企業現時之稅率計算。

5. 股息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0港元

　（二零零一年：0.015港元） 6,000 9,000

6,000 9,000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0港元

　（二零零一年：0.015港元） 12,0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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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以往於結算日後記錄之擬派及宣派之末期股息，惟累計至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賬目之擬派末期股息為9,000,000港元。根據本集團之新會計政策，於二零零

一年四月一日，該等股息已從公開儲備撥回，而現時則於擬派之期間計算。

(b)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宣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0港元。

此項擬派末期股息並無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中反映為應付股

息，惟將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反映為股份溢價賬分配。

6. 每股（虧損）／盈利

本集團之基本每股（虧損）／盈利，乃根據本集團之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虧損66,724,000港

元（二零零一年：溢利20,014,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600,000,000股

（二零零一年：561,287,671股）計算。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任何已發行具潛在攤薄作用之股份。

7. 分類資料

首要申報形式－業務分類

軟件 服務 其他經營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5,758 18,024 2,416 56,198

分類業績 (9,862) 2,643 (895) (8,114)

未分配 (6,483)

經營虧損 (14,597)

融資成本 (17)

以往撇銷至儲備之商譽減值費用 (25,367)

商譽減值費用 (1,566)

長期投資減值費用 (11,503)

應收受資公司款項撥備 (12,818)

應佔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639) － － (639)

　聯營公司 (585) － － (585)

除稅前虧損 (67,092)

稅項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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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後虧損 (67,203)

少數股東權益 479

股東應佔虧損 (66,724)

分類資產 2,341 － 702 3,04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520 － － 520

未分配資產 83,397

總資產 86,960

分類負債 3,672 5,222 － 8,894

未分配負債 10,918

總負債 19,812

資本開支 1,228 － － 1,228

攤銷費用 1,972 － － 1,972

首要申報形式－業務分類

軟件 服務 其他經營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5,735 14,790 1,373 61,898

分類業績 14,193 6,980 68 21,241

未分配 986

經營溢利 22,227

融資成本 (1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127) － － (127)

除稅前溢利 22,090

稅項 (1,903)

除稅後溢利 20,187

少數股東權益 (173)

股東應佔溢利 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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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 8,248 － 695 8,94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1,122 － － 1,122

未分配資產 134,761

總資產 144,826

分類負債 2,707 5,291 － 7,998

未分配負債 22,999

總負債 30,997

資本開支 8,501 － － 8,501

攤銷費用 1,972 － － 1,972

次要申報形式－地區分類

香港 中國 其他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7,092 7,183 1,923 56,198

分類業績 (1,748) (3,053) (3,313) （8,114)

未分配 (6,483)

經營虧損 (14,597)

分類資產 2,388 56 599 3,04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 － 520 520

分類負債 8,345 549 － 8,894

資本開支 1,228 － －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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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申報形式－地區分類

香港 中國 其他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4,209 5,296 2,393 61,898

分類業績 22,336 325 (1,420) 21,241

未分配 986

經營溢利 22,227

分類資產 8,042 51 850 8,94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 － 1,122 1,122

分類負債 7,476 522 － 7,998

資本開支 8,501 － － 8,501

8. 儲備

本集團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重估儲備 㶅兌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 (47,430) － － 7,191 (40,239)
發行股份之溢價 135,600 － － － － 135,600

發行股份開支 (16,728) － － － － (16,728)

重估盈餘 － － 44 － － 44
收購產生之商譽 (27,284) － － － － (27,284)

㶅兌差額 － － － (25) － (25)

已付二零零一年中期股息 (9,000) － － － － (9,000)
本年度溢利 － － － － 20,014 20,014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82,588 (47,430) 44 (25) 27,205 62,382

代表：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擬派末期股息後 73,588

擬派二零零一年末期股息 9,000

8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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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82,588 (47,430) 44 (25) 27,332 62,509

共同控制實體 － － － － (127) (127)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82,588 (47,430) 44 (25) 27,205 62,382

本集團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重估儲備 㶅兌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如以住所申報 73,588 (47,430) 44 (25) 27,205 53,382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

　第9號（經修訂）之影響 9,000 － － － － 9,000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經重列 82,588 (47,430) 44 (25) 27,205 62,382
以往撇銷至儲備之商譽減值 25,367 － － － － 25,367

出售固定資產 － － (44) － － (44)

㶅兌差額 － － － (30) － (33)
已付二零零一年末期股息 (9,000) － － － － (9,000)

已付二零零二年中期股息 (6,000) － － － － (6,000)

本年度虧損 － － － － (66,724) (66,724)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92,955 (47,430) － (55) (39,519) 5,951

代表：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擬派末期股息後 86,955
擬派二零零二年末期股息 6,000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92,955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92,955 (47,430) － (55) (38,168) 7,302

共同控制實體 － － － － (766) (766)
聯營公司 － － － － (585) (585)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92,955 (47,430) － (55) (39,519) 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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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股份溢價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發行新股之溢價 135,600 － 135,600

發行股份開支 (16,728) － (16,728)

已付二零零一年中期股息 (9,000) － (9,000)

本年度溢利 － 890 890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09,872 890 110,762

代表：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擬派末期股息後 100,872

擬派二零零一年末期股息 9,000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09,872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如以往所申報 100,872 890 101,762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之影響 9,000 － 9,000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經重列 109,872 890 110,762

已付二零零一年末期股息 (9,000) － (9,000)

已付二零零二年中期股息 (6,000) － (6,000)

本年度虧損 － (1,307) (1,307)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94,872 (417) 94,455

代表：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擬派末期股息後 88,872

擬派二零零二年末期股息 6,000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94,872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約56,000,000港元及股東應佔

虧損約67,000,000港元。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跌9.2%，下跌主要由於與資訊科技行業

有關之經濟環境欠佳所致。本集團仍維持無債務之資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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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約達66,000,000港元。流動資產

約達72,000,000港元，其中約50,800,000港元為現金及銀行存款，約21.2港元為應收

賬款、按金、預付款及存貨。其流動負債約達20,000,000港元，主要包括應付賬款、

應計費用及已收按金及應付稅項分別約13,000,000港元及7,000,000港元。每股資產淨

值為0.11港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銀行借貸及長期債務與總股本之百分比。於

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及長期債務。本集團之流動資金比

例（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例）為3.7：1（二零零一年：5.4：1），反映本集團有足

夠之財務資源。

㶅率波動之風險承擔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大部分以港

元為單位，以及本集團主要以此種貨幣進行其業務交易，因此本集團僅面對並非重

大之㶅率波動。本集團認為，由於本集團之㶅率風險並不重大，本集團並無以任何

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重大投資及收購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和聯

屬公司。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

資本承擔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之日後計劃。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本集團並無重大之或然負債。

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資產。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212名僱員。酬金乃根據市場待遇，以及

個別僱員之表現、資格及經驗而定。以個別表現為準之年終花紅將支付予僱員，以

確認及獎勵彼等之貢獻。其他福利包括給予其香港僱員之購股權計劃、法定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及醫療計劃供款，以及給予其中國僱員之法定中央退休金計劃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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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發展

本年度為本集團股份於創業板上市之第二個財政年度，整體經濟環境仍然艱難。

雖然若干市場觀察者聲稱全球衰退將見底，但資訊科技市場仍未有復甦跡象，而對

企業解決方案之需求並無重大改善。

於該等市況下，本集團亦受影響，銷售收益下跌。以本集團之見，由於經濟放緩

已持續一段時間，本地商界亦相應縮減資訊科技之開支，成為無可避免之障礙。有

見及此，本集團已實施不同措施，監察及控制其經營成本。此外，本集團繼續調配

資源至有機會取得長遠回報之研發項目。

本集團已重新評估其亞太地區之業務策略，以應付經濟困境。就地區而言，本集

團已將更多力量集中於其已有穩固市場地位之香港、中國及台灣等主要市場。海外

營運已因此重組及整固，以更符合成本效益之方式提供地區銷售及支援。就所提供

之產品而言，本集團之旗艦產品FlexAccount財務管理系列將繼續為重點產品，使本

集團能鞏固其市場佔有率，以及維持穩定之收入。

雖然營業額有所下降，本集團仍堅持其研發投資。研發投資覆蓋廣泛，包括運作

系統研究、加強編寫程式之功能及研究新系統架構。本集團相信，已改良之新技術

可達致有效之運作，同時亦可減低開發間接成本。此外，本集團正以其研發成果橫

向及垂直擴展其產品，以及提供增值服務，滿足顧客之不同需求。

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度之比較

所得款項用途比較

按二零零零年

七月十八日刊發之

招股章程所述

而直至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 實際動用

使用之款項 之款項

（百萬港元）

策略性收購及投資 30.0 30.0

地域擴充 19.0 13.8

研究及開發 18.0 13.2

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 17.0 2.5

市場推廣及推介活動 7.5 5.7

合共 91.5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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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未能充份使用之款額主要為撥作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但尚未如期使用之所

得款項，此乃因不利之市場氣氛阻礙了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之增長所致。

仍未動用之所得款項已存放入本集團於香港持牌銀行之銀行賬戶內。

業務目標之比較

研究與開發

產品開發

目標：開發新一代FlexAccount產品

實際進度：開發新一代FlexAccount產品，包括FlexAccount Ver 10，而FION Ver

3.0亦如期進行，並計劃將於二零零二年底推出。

目標：改善FlexAccount產品之功能，如數據庫、報告及使用者互動

實際進度：本集團繼續致力改善FlexSystem解決方案之功能。本集團之最新改良

項目包括將數據影像及決策工具加入其企業解決方案系列上。

目標：開發飲食及酒店業適用之應用方案

實際進度：經過對區內之飲食及酒店業進行詳細研究及評估開發成本與投資回報

後，本集團認為，回報較不樂觀，因此，已暫停開發計劃，直至此行業之市場復甦

為止。

目標：開發應用程式處理定時發票及工作成本

實際進度：本集團開始初步評估此系統之開發。

目標：就FlexAccount產品開發Linux應用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對以Linux為本之業務應用市場進行初步研究，認為市場仍未

準備好接納此產品。本集團將暫停開發計劃，直至此行業之市場復甦為止。

目標：為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市場將FlexAccount產品本地化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重整其馬來西亞及新加坡之經營，本集團正以其於新加坡及

馬來西亞之附屬公司作為其於該地區之代表辦事處，負責向顧客提供銷售、本地化

及支援服務。產品本地化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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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目標：研究及執行FlexAccount產品之新科技，例如以部件為本之業務邏輯程式

實際進度：包括Microsoft.net架構等新技術用作建立工作流程解決方案及網上企業

資源規劃系列。新技術可提升FlexSystem產品之表現，亦可大幅減低開發成本。

目標：開發解決方案以於平台（如無線應用規約）應用無線應用程式

實際進度：以互聯網為本之無線分銷及物流系統，以及無線存貨審核管理解決方

案已完成及於本年度推出。本集團就新無線應用系統於教學軟件上之應用進行可行

性研究。

目標：為調配新一代Soma*AI開發新互聯網啟動技術

實際進度：本集團正開發新版Soma*AI。最終產品將為超薄客戶架構，擁有最先

進之伺服器快取記憶管理演算法，預期開發將於年底完成。

目標：改良FlexAccount數據中心之功能

實際進度：本公司已集中投資新應用架構，例如超薄客戶技術，可加強應用伺服

器之表現及範圍。

目標：為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研究及採用新技術，例如應用多種語言之互聯網應

用瀏覽器、高速互聯網通訊演算法及高速數據加密演算法

實際進度：本集團正開發其超薄客戶技術。由於應用伺服器將更有效運作，因此

將於其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中應用此項新技術。

目標：開發新一代Soma* AI

實際進度：進行新一代Soma* AI之初步開發。

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

中國

目標：在中國主要城市就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招募業務夥伴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重整其中國業務，以及投入更多努力於直銷及直接市場推廣

活動。現階段，由於難以成功招募更多業務夥伴，本集團已暫停招募業務夥伴。

目標：於中國為其應用服務供應商客戶設立及推出五至十個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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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進度：由於大部份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以企業數據中心模式進行，而且由企業

顧客自己管理，現階段，本集團已減慢設立呼叫中心之計劃，直至能夠設立呼叫中心

時恢復此項計劃。

香港

目標：在香港以直銷方式向現有FlexAccount產品公司用戶推廣應用服務供應商業

務

實際進度：本集團將繼續透過直銷方式，向FlexSystem之現有公司用戶進行有關

FlexAccount Enterprise Server Edition的銷售及推廣活動。

目標：招募國際會計師行及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作為增值夥伴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重整其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以及更專注直銷及直接市場推

廣活動。現階段，本集團已停止招募業務夥伴，直至市場復甦時恢復招募事宜。

目標：招募強積金供應商之增值夥伴

實際進度：本集團將繼續與MRC Holdings Ltd.（股份代號：8070）聯手開發及推

廣新一代人力資源管理／強積金解決方案。

目標：招募網上股票買賣服務增值夥伴

實際進度：有見競爭激烈，本集團已暫停其於網上股票經紀系統開發之投資，因

此於現階段停止招募業務夥伴，直至網上股票買賣系統可獲利時恢復。

其他亞洲市場

目標：在亞洲選定市場，包括台灣及日本拓展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重整其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及更專注解決方案銷售業務。

本集團已投入較少資源於其台灣及日本之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

目標：就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於日本招募業務夥伴

實際進度：本集團正於日本物色業務夥伴，惟現階段仍未成功，並將於市場復甦

時繼續。

目標：於其他亞洲選定市場就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招募業務夥伴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重整其亞太地區市場，專注於大中華區，以及將採取更直銷

及直接市場推廣方式。本集團已暫停於該地區招募業務夥伴活動，直至此行業於亞

洲市場復甦時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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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用程式業務

目標：以直銷及互聯網方式向亞洲選定市場之一般商界推廣FlexAccount產品

實際進度：本集團將繼續以直銷及以互聯網為本之市場推廣方式，透過地區辦事

處，致力向海外市場推廣FlexSystem之產品。

目標：推出及推廣新一代FlexAccount財務管理系統及FION

實際進展：開發新一代FlexAccount財務管理系統及FION已幾近完成，而本集團

已開始其巿場評估及定位。本集團已計劃於二零零二年底推出該等產品。

目標：於日本推出及推廣FlexAccount產品之地區性版本

實際進度：由於市場仍未復甦，本集團仍正就日本市場進行可行性研究。

資源調配

目標：擴展研究及開發隊伍：

　　　中國 20名員工

　　　澳門 10名員工

　　　馬來西亞 10名員工

實際進度：鑒於其經營成本效益，本集團已投入更多資源於以澳門及中國為基地

之研發隊伍，其首要任務為協助香港之研發隊伍開發高巿值之新產品。中國、香港

及澳門之開發員工已分別增加至24名、45名及7名。鑒於成本及利益分析，本集團減

慢馬來西亞之開發隊伍。

董事認為，就第17.25條之目的而言，並毋須作出披露。董事認為，雖然因為現時

市況而對本集團之業務計劃作出若干調整，然而，本集團之核心業務並無變動，而

且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範疇就如招股章程所述，仍維持為於香港、中國及其他亞洲國

家開發及銷售企業軟件產品。

末期股息

董事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01港元（二零

零一年：0.015港元）。股息將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支付予於二零零二

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一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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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之股東登記手續將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及二零零二年七月二

十四日星期三之間暫停辦理。期內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收取上述末

期股息，所有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九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前交往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董事之股本權益及行政總裁之證券權益

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及行政總裁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擁有本公司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存置之登記

冊內所記錄或須知會本公司之股份權益如下：

股份數目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數

駱偉文先生（附註1） 3,414,000 475,500,000 478,914,000
（附註2）

蘇耀經先生（附註1） 2,000 3,600,000 3,602,000

（附註2）
周志明先生（附註1） 2,000 3,600,000 3,602,000

（附註2）
梁偉祥先生（附註1） 無 1,000,000 1,000,000

（附註2）

1. 駱偉文先生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5%或以上之投票

權，並被視為本公司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蘇耀經先生、周志明先

生及梁偉祥先生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及被認為是本公司上市時管理層股東。

2. 475,500,000股股份由駱偉文先生、蘇耀經先生、周志明先生及梁偉祥先生實益擁有之一間

私人公司SomaFlex Holdings Inc.持有。由於駱偉文先生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SomaFlex

Holdings Inc.三分之一或以上投票權，故根據披露權益條例，被視為擁有SomaFlex

Holdings Inc.持有之475,500,000股股份權益。其餘董事之間接權益乃參考彼等各自於

SomaFlex Holdings Inc.之持股量而相應持有之SomaFlex Holdings Inc.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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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

之聯繫人概無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任何證券之任何

權益或認購權利。

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根據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所採納之僱員購股權計劃，董事可酌情授予本集團

之全職僱員及執行董事，根據購股權計劃所訂明之條款及條件認購本公司普通股之

購股權。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之購股權可認購之普通股最高數目不得超逾本公司不

時已發行股本之30%。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管理層股東

除本文所披露之董事及主要股東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並無任何人士有權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5%或以上投票權，而可實際指示

或影響本公司之管理層。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

售任何股份。

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本公司於整個財政年度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9條有關董事會常規及

程序之規定。

主要股東

除了本公佈所披露有關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之權益外，根據披露

權益條例第16(1)條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示，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

司有以下主要股東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數 股本百分比

SomaFlex Holdings Inc.

　（附註1） 無 475,500,000 475,500,000 79.25%

駱偉文先生（附註2） 3,414,000 475,500,000 478,914,000 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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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SomaFlex Holdings Inc.乃由駱偉文先生、蘇耀經先生、周志明先生及梁偉祥先生分別實

益擁有98.27%、0.76%、0.76%及0.21%權益。

2. 由於駱偉文先生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SomaFlex Holdings Inc.之三份之一或以上投票權，

故根據披露權益條例，其被視為擁有SomaFlex Holdings Inc.所持之475,500,000股股份權

益。

保薦人權益

新加坡發展亞洲融資有限公司（「保薦人」）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持續保薦人。根據

該項委任，保薦人將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章之規定，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之餘下期間前繼續擔任本公司保薦人，並就此向本公司收取費用。

據保薦人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所更新及知會，保薦人其中一間同集團附屬

公司DBS唯高達香港有限公司實益持有本公司股份19,834,000股（約佔已發行股本之

3.3%）。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保薦人或其董事或僱員或聯繫

人概無擁有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任何證券權益，亦無擁有任何可認購或提

名他人認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證券之權利。

董事於競爭業務中之權益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概無董事或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

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業務產生競爭或可能產生

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駱偉文

香港，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本公佈將由其上網日期起一連七天載於創業板網頁之「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
之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