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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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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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本地整體市況轉弱，本集團之業務仍相對穩定。近月來，鑒於香港經濟情況

嚴峻，眾多本地及國際應用軟件開發商正掙扎求存，然而，本集團仍然能夠在市場

中保持競爭優勢，此項成果清楚顯示了本集團在研究及開發（「研發」）方面投放資源

之發展方針正確。本集團認為，在研發方面之努力將為可本集團新客戶和準客戶帶

來全新及改良之產品及科技。

調配研究及開發資源

雖然市場氣氛欠佳，本集團仍堅持調配資源作研究及開發。於回顧年內，本集團

通過增聘職員及注入額外資源，擴充研發部門。隨著該部門完成企業電腦支援工具

ECSS，本集團正調配更多資源以開發新企業資源規劃應用軟件，使本集團提供之應

用產品系列更豐富。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展望

鑒於香港經濟情況不利，本集團相信電腦業仍處於緩慢之復甦期。由於大多數公

司削減其資訊科技預算，本行業激烈競爭之情況仍將持續。為擁有更優越條件，本

集團已進行重整，收緊海外業務之增長，以及嚴控本集團之經營成本。

本集團繼續致力推展其企業解決方案業務，增加企業資源規劃產品之銷售及推廣

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特別在香港及中國市場所作出之努力，在該等地區聘用更

多銷售及市場推廣員工。

本集團相信，要保持在行內之競爭力，研發是最重要因素。本集團之研發部門現

聘用近60名職員，對基本開發架構進行精細調校，以及為企業資源規劃產品進行升

級。在成功完成開發架構後，預期將可節省超過70%之開發時間。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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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努力不懈及貢獻，深表謝意。

主席
駱偉文

香港，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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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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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附註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3,799 56,198

銷售成本 (11,482) (9,853)

毛利 42,317 46,345

其他收入 603 2,273

分銷成本 (10,076) (11,806)

行政開支 (36,055) (35,153)

其他營運開支 (10,312) (16,256)

經營虧損 3 (13,523) (14,597)

融資成本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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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 (11,503)

應收受投資公司款項撥備 (778) (12,818)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虧損） 250 (63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856) (585)

除稅前虧損 (15,567) (67,092)

稅項 4 581 (111)

除稅後虧損 (14,986) (67,203)

少數股東權益 522 479

股東應佔虧損 (14,464) (66,724)

股息 5 3,000 12,000

每股虧損 6 (2.41)仙 (11.12)仙

本集團業務全部歸類為持續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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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及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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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份（「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該等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會計實務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之會計原則、

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以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適用之披露條文而編製。除若

干物業及證券投資按公平值列賬外，該等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2. 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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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件、提供維修服務及硬件產品。於下列年度之經審核綜合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企業軟件銷售 33,734 35,758

　提供維修服務 18,137 18,024

　銷售硬件產品 1,928 2,416

53,799 5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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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虧損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9,917 34,056

向界定供款計劃供款 1,548 1,644

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 31,465 35,700

減：資本化為無形資產之款額 － (1,228)

31,465 34,472

自置固定資產折舊 1,821 1,590

存貨成本 1,344 2,047

物業之營運租約租金 2,449 3,462

核數師酬金 334 666

研究及開發成本 － 6,107

撇銷遞延開發成本 － 5,163

遞延開發成本攤銷 2,341 1,972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73 258

呆賬撥備 4,084 4,231

撇銷壞賬 2,686 1,983

其他投資之未變現虧損淨額 402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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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16%）計算。由於在

香港經營之公司於本年及去年兩個年度均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在財務報表內並無就香港

利得稅作出撥備。海外溢利的稅項按本集團經營所在之國家之現行稅率，就本年度估計應

課稅溢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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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05港元

　（二零零二年：0.010港元） 3,000 6,000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元

　（二零零二年：0.010港元） － 6,000

3,000 12,000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集團之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虧損約14,46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66,724,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600,000,000股（二零零二年：600,000,000股）計

算。

因本公司並無任何具潛在攤薄作用之普通股，故並無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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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類資料

首要申報形式－業務分類

軟件 服務 其他業務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3,734 18,137 1,928 53,799

分類業績 (4,541) (11) (675) (5,227)

無分配 (8,296)

經營虧損 (13,523)

長期投資減值費用 (660)

應收受投資公司款項撥備 (778)

應佔溢利／（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250 － － 250

　聯營公司 (856) － － (856)

除稅前虧損 (15,567)

稅項 581

除稅後虧損 (14,986)

少數股東權益 522

股東應佔虧損 (14,464)

分類資產 － － 891 891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776 － － 776

無分配資產 61,967

總資產 63,634

分類負債 4,009 5,704 － 9,713

無分配負債 10,759

總負債 20,472

攤銷費用 2,341 － －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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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申報形式－業務分類

軟件 服務 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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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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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產生之商譽減值費用 (1,566)

長期投資減值費用 (11,503)

應收受投資公司款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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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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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分配資產 83,397

總資產 86,960

分類負債 3,672 5,222 － 8,894

無分配負債 10,918

總負債 19,812

資本開支 1,228 － － 1,228

攤銷費用 1,972 － － 1,972

業務分類之間並無銷售或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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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申報形式－地區分類

香港 中國 其他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5,123 5,966 2,710 53,799

分類業績 (2,175) (690) (2,362) (5,227)

無分配 (8,296)

經營虧損 (13,523)

分類資產 54 23 814 891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 － 776 776

分類負債 8,052 1,661 － 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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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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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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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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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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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股東應佔虧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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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92,955 (47,430) － (55) (39,519) 5,951
已付二零零二年末期股息 (6,000) － － － － (6,000)
已付二零零三年中期股息 (3,000) － － － － (3,000)
本年度股東應佔虧損 － － － － (14,464) (14,464)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83,955 (47,430) － (55) (53,983) (17,513)

代表：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83,955 (47,430) － (55) (52,026) (15,556)
共同控制實體 － － － － (516) (516)
聯營公司 － － － － (1,441) (1,441)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83,955 (47,430) － (55) (53,983) (17,513)

附註： 本集團之合併儲備為一間被收購附屬公司之股本面值與本公司作為收購該附屬公司
之交換條件而發行之股本面值之差額。



－11－

本公司

股份溢價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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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股東應佔虧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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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94,872 (417) 94,455

已付二零零二年末期股息 (6,000) － (6,000)

已付二零零三年中期股息 (3,000) － (3,000)

本年度股東應佔虧損 － (1,410) (1,41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85,872 (1,827) 8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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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約54,000,000港元及股東應佔

虧損約14,000,000港元。營業額較去年下跌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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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約達42,000,000港元。流動資產

約52,000,000港元，主要包括現金及銀行存款約35,300,000港元，應收賬款、按金、

預付款及存貨約16,700,000港元。流動負債約20,000,000港元，主要包括應付賬款、

應計費用及已收按金約14,000,000港元及應付稅項約6,000,000港元。每股資產淨值為

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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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及長期債務。本集團之流動資金比率（即

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比率）為2.5:1（二零零二年：3.7：1），反映本集團有足夠之財

務資源。

㶅率波動之風險承擔

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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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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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租用辦公室物業之經營租賃承擔約為

3,089,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750,000港元）。於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亦無重大投資之日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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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之或然負債。

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資產。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238名僱員（二零零二年：212名）。截至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給予僱員（包括董事）之酬金總額為約為31,600,000

港元（二零零二年：35,700,000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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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給予其中國及新加坡僱員之法定中央退休金計劃供款。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於回顧年度，維修服務之營業額輕微上升約1%，此乃由於客戶數目較上一年上升

所致。然而，軟件銷售之營業額則輕微下降約6%，此乃由於軟件行業之市場氣氛尚

未復甦所致。

地區分類

營業額仍然主要來自香港。來自香港分類之營業額約佔營業總額之84%（二零零二

年：84%）。香港分類之百份比偏高，主要是由於亞洲市場氣氛仍未復甦所致。

在中國，營業額減少至約6,000,000港元，與上年比較，減少約17%。上述減少是

由於本集團重整在中國之銷售及市場推廣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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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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直至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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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21.0

研究及開發 25.0 24.0

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 25.0 7.0

市場推廣及推介活動 10.0 9.0

合共 115.0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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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股份所得款項115,000,000港元與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實際已動用

款項91,000,000港元之差額24,000,000港元，已用作本集團之額外營運資金。

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度之比較

研究與開發

產品開發

目標：開發新一代FlexAccount產品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完成並於市場推出一系列企業解決方案，包括V10 FMS、流

程管理及網上企業資源規劃。

目標：改善FlexAccount產品之功能

實際進度：已調配資源以提升產品。開發了具備新技術及功能豐富之FlexAccount

NV5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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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開發保險業適用之應用方案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重新集中於其核心開發業務，即會計、企業資訊及貿易與製

造業。因此，本集團將暫停該開發計劃，直至市況復甦為止。

目標：為澳洲市場將FlexAccount產品本地化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重整其澳洲業務以維持最低之運作成本，而非將資源調配於

該市場作產品本地化。

目標：為美國市場將FlexAccount產品本地化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對美國市場進行初步研究，認為這產品在該市場之條件仍未

成熟，因此，本集團將暫停本地化計劃，直至認為美國市場變得合適為止。

研究

目標：研究及執行FlexAccount產品之新科技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建立一系列新技術，例如OLAP、超薄客戶、.net，並在其最

新產品系列應用該等技術。

目標：改良FlexAccount數據中心之功能

實際進度：本公司將採用新超薄客戶技術，改善其數據中心之表現及接駁效能。

目標：研究及執行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之新科技

實際進度：本集團正研究電腦格柵技術，在其中之多個伺服器可提升同一時間使

用者之接通能力，以提高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之擴充能力。

目標：開發新一代Soma*AI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將其Soma*AI（薄客戶技術）升級至超薄客戶技術，擁有更佳

表現及較低帶寬消耗量。

目標：於FlexAccount數據中心執行新一代Soma*AI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於數據中心執行超薄客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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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

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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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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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仍在尋找業務夥伴。

目標：招募強積金供應商之增值夥伴。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重整其於區內之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模式，並將會較著重企

業數據中心業務，該業務由客戶維持本身之應用伺服器。因此，本集團將停止就中

小企客戶招募強積金供應商作為增值夥伴。

目標：招募網上股票買賣服務增值夥伴。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暫停其於網上股票經紀系統開發之投資，直至網上股票買賣

系統可獲利時恢復。

於其他亞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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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於台灣繼續其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雖然重心將轉回至銷售

企業解決方案。

目標：於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為其應用服務供應商客戶設立服務熱線中心。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暫停設立服務熱線中心，並將於此行業於亞洲市場復甦時恢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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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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亞洲以外之市場

目標：在澳洲及美國拓展應用服務供應商業務。

實際進度：本集團專注於大中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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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此行業於澳洲及美國市場復甦時恢

復。

企業應用程式業務

目標：在香港及中國推出及推廣FlexAccount產品之Linux兼容版。

實際進度：本集團對Linux市場之研究顯示整體經濟環境不利，本集團決定在現階

段延遲開發該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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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預期新一代FlexAccount-FlexAccount NV5將於二零零三年中推

出，而新一代企業資訊工具—ECSS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推出。

目標：於日本推出及推廣FlexAccount產品之地區性版本。

實際進度：本集團已與一家日本軟件開發商簽立業務夥伴協議。

目標：在亞洲選定市場推出及推廣FlexAccount產品之無線應用。

實際進度：本集團對無線應用市場之研究顯示整體經濟環境不利，本集團決定在

現階段延遲開發該應用。

資源調配

目標：繼續於中國、澳門及馬來西亞擴展研究及開發隊伍。

實際進度：考慮現正聘用之研發專業人員數目及計劃中之開發項目，本集團認為

研發之擴充已處於平衡階段，因此將停止於馬來西亞擴充其研發部門。

末期股息

董事建並不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二年：

末期股息每股0.0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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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股本權益及行政總裁之證券權益

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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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4,000 475,500,000 479,0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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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

各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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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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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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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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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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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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4,000 475,500,000 479,034,000 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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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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於競爭業務中之權益

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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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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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