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於 百 慕 達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



二零零四年中期報告

1

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目錄

頁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2

獨立審閱報告 5

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6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7

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 8

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9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0

上市規則規定之額外資料 17



二零零四年中期報告

2

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約為64,100,000港元，

去年同期則為118,600,000港元。漫畫出版及相關業務之營業額由去年2,300,000港元跳升

22.7倍至約55,000,000港元。此外，餐廳業務之營業額為9,0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約為

116,300,000港元。總營業額下降乃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及二零零四年六月分

別出售了錄得虧蝕之元綠壽司及水車屋日本料理。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錄得溢利約2,3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約8,100,000港元。

業績有所改善之主要原因為，於二零零四年四月既收購了 Jade Dynasty Holdings Limited

（「JDH」）51%之權益，亦同時出售了虧蝕之業務。因此，每股基本盈利為0.3港仙（二零零

三年：每股虧損2.3港仙）。

業務回顧

漫畫出版及相關業務

本集團之漫畫出版及相關業務業績理想，反映二零零四年四月收購JDH 51%權益後五個月

期間所帶來之貢獻，以及一套名為《四大名捕》中文漫畫之銷售成績。連同 JDH名下出版之

所有漫畫計算，本集團合共出版及經銷八套中文漫畫週刊或雙週刊及三十套日本漫畫月刊。

於本期間內，來自漫畫出版及相關業務之收入及溢利淨額分別為 55,000,000港元及

4,600,000港元。該等業務已經成為本集團之核心業務。

餐飲業務

本公司餐飲業務旗下只經營餘下兩家餐廳，分別為欣葉台灣料理及大婆牛肉麵（前稱為「毓

民私房牛肉麵」，後改名為「台灣欣葉小館」）。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165,300,000港元，分別來自股東資金

107,600,000港元、少數股東權益14,500,000港元及總負債43,2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總借貸除以股東資金）為19%（二零零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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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續）

董事認為，本集團具備充裕營運資金應付業務所需，且具備充足財務資源，可在未來合適業

務投資良機出現時，提供所需資金。

由於本集團之借款、銀行結餘及現金均以港元計算，故所面對之㶅率變動風險有限。

資本架構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以每股0.31港元之價格，以補足配售方式配售7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02港元之新股，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0,900,000港元。此外，本公司將其於二零零四年六

月三十日由股份溢價賬產生約286,000,000港元之整筆進賬額轉撥至其繳入盈餘賬，並將

繳入盈餘賬之中約236,900,000港元用作抵銷累計虧損。

僱員薪酬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252名長期僱員及4名兼職僱員。本期間內，員工

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19,500,000港元。所有長期僱員均可收取固定月薪另加酌情發

放之花紅。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並無任何變動。自採納該計劃後，本公司

已向若干董事及顧問授出合共22,700,000份購股權。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將名下賬面淨值15,100,000港元之租賃物業及3,000,000

港元之銀行存款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之擔保。

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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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更改名稱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九月，藉以反映本集團主要業務之變動，其中包括出售其重大之餐廳

業務及收購其重大之漫畫出版及相關業務。本公司將其名稱由「Jade Dynasty Food Culture

Group Limited」更改為「Jade Dynasty Group Limited」，而本公司亦採納新中文名稱「玉皇

朝集團有限公司」，取代舊名稱「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以資識別。

展望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完成對 JDH餘下49%權益之重大收購事項。JDH為一家擁有領先

地位之漫畫出版商，創作總監為黃振隆先生（別名黃玉郎），而黃先生亦為本公司之控股股

東。目前，本公司持有JDH已發行股本總額100%之權益。管理層預期，是次收購將為本公司

之未來前景帶來可觀之貢獻及長遠投資良機，能夠提升盈利能力。

董事認為，JDH在漫畫出版業較其對手更具競爭優勢，優勝之處在於黃振隆先生及其創意團

隊提供之專有服務、管理隊伍擁有豐富經驗及專業知識、分銷網絡廣闊，以及有能力持續出

版受歡迎的漫畫集。此外，JDH集團目前擁有多項註冊標誌及獨家製作權及商標，以及一系

列漫畫集的版權，可用作發展電視及電影動畫，繼而開發大量由動畫衍生之產品，包括為針

對內地擁有380,000,000人口之兒童市場而開發之漫畫集及其他衍生商品。董事認為，鑑於

JDH在漫畫出版市場領先之地位及驕人之往績，足證JDH具備穩健之營運模式；現估計到二

零零五年，內地文化產業將佔人民幣600億元，加上不久將來內地將會開放雜誌書刊分銷

機制，本集團之伸展潛力尤其驚人。

本公司之企業使命就是將本地漫畫及文化產業推廣至世界每個角落，以漫畫與動畫推動國

際文化交流，並矢志成為亞洲動畫產業的翹楚。管理層決意令本公司堅守此發展方向，並期

望三至五年內可達到以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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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獨立審閱報告

（前稱JADE DYNASTY FOOD CULTURE GROUP LIMITED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致：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根據 貴公司之指示審閱第6至第16頁所載之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之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規定中期財務報告須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業績申報」及有關規定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告乃董事之

責任，並已獲彼等審批。

吾等之責任是按照雙方同意之委聘條款，根據審閱工作之結果，對該等中期財務報告作出

獨立意見，並只向董事會（作為一個團體）報告，而不作其他用途。吾等並不為此報告之內

容而對其他任何人士產生職責或接受任何責任。

審閱工作

吾等之審閱工作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第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

進行。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對集團管理層作出查詢及運用分析性程序對中期報告作出分析，

並據此評估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列報形式是否一致及連貫地運用（除非已在中期財務報告

內另作披露）。審閱工作並不包括審計程序（如測試內部監控系統及核實資產、負債及交易

活動）。由於審閱之工作範圍較審計工作少，因此只能提供較審計工作為低之確定程度。故

吾等不會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審計意見。

審閱結論

根據吾等審閱（並不構成審計）之結果，吾等並未察覺須對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作出任何重大修改。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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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64,056 118,629

銷售貨品之成本 (34,473) (37,830)

直接經營費用 (5,444) (70,575)

24,139 10,224

其他營運收入 1,278 832

銷售及分銷成本 (2,369) (4,070)

行政費用 4 (16,646) (10,74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 (1,504)

經營溢利（虧損） 6,402 (5,258)

融資成本 (526) (1,21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6 1,361 －

除稅前溢利（虧損） 7,237 (6,468)

所得稅支出 5 (1,239) (348)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5,998 (6,816)

少數股東權益 (3,663) (1,260)

本期間溢利（虧損）淨額 2,335 (8,076)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6 0.3港仙 (2.3)港仙

攤薄 0.3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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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7 17,644 3,032
無形資產 8 3,133 200
會籍 100 －
商譽 40,120 －

60,997 3,232

流動資產
存貨 21,760 234
應收貿易賬項 9 24,347 1,328
按金及預繳款項 7,012 2,195
已抵押銀行存款 3,000 －
銀行結存及現金 48,205 57,379

104,324 61,13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0 11,025 1,340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0,603 3,108
欠一間有關連公司之款項 11 － 5
應付稅項 1,090 274
銀行借貸（有抵押）－一年內到期款項 12 19,489 －
其他貸款 13 － 5,000

42,207 9,727

流動資產淨額 62,117 51,40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3,114 54,64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428 1,119
股份溢價 3,336 239,327
特別儲備 (36,810) (36,810)
繳入盈餘 49,394 －
外㶅儲備 13 －
累計溢利（虧損） 90,246 (148,995)

107,607 54,641

少數股東權益 14,492 －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有抵押）－一年後到期款項 12 1,015 －

123,114 5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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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累計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繳入盈餘 外㶅儲備 （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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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714 176,480 (36,810) － － (162,529) (22,145)

本期間虧損淨額 － － － － － (8,076) (8,076)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714 176,480 (36,810) － － (170,605) (30,221)

發行股份 405 65,203 － － － － 65,608

發行股份開支 － (2,356) － － － － (2,356)

期內虧損淨額 － － － － － 21,610 21,610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119 239,327 (36,810) － － (148,995) 54,641

發行股份 309 52,635 － － － － 52,944

發行股份開支 － (2,326) － － － － (2,326)

股份溢價減少（附註） － (286,300) － 286,300 － － －

抵銷累計溢利 － － － (236,906) － 236,906 －

換算海外業務之㶅兌差額 － － － － 13 － 13

本期間溢利淨額 － － － － － 2,335 2,335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1,428 3,336 (36,810 ) 49,394 13 90,246 107,607

附註：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已按照一九

八一年百慕達公司法第四十六條之條文將其股份溢價減少約286,300,000港元，並將同等金額轉

撥至本公司之繳入盈餘賬內。同日，本公司動用繳入盈餘賬約236,906,000港元償付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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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8,223) 11,453

投資活動

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流出淨額 16 (18,887) －

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流入淨額 16 2,236 －

已抵押銀行存款增加 (3,000) －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24) (5,61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9,775) (5,619)

融資活動

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19,743 －

償還銀行貸款 － (41,404)

新增銀行貸款 3,877 －

（償還其他貸款）其他新增貸款 (5,000) 35,400

其他 (518) 4,282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8,102 (1,72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值 (9,896) 4,112

本期間開始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7,379 (4,164)

本期間終結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7,483 (5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48,205 2,579

銀行透支 (722) (2,631)

47,48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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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適用之披露規定及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申報」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按歷史成本常規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公佈所採用之會計政策，概與本集團於編製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告時所使用者符合一致。

商譽

合併產生之商譽乃指本集團於收購當日應佔附屬公司可區分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價值超過收購成

本之差額。

商譽以直線基準按其可用經濟年期撥充資本及攤銷。

3.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現分為三個主要營運部門，即出版、多媒體發展及餐廳業務。上述部門為本集

團呈報主要分類資料之基準。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如下：

出版 － 漫畫出版及相關業務

多媒體開發 － 動畫及遊戲開發

餐廳業務 － 餐廳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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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出版 多媒體開發 餐廳業務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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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54,684 351 9,021 64,056

分類溢利（虧損） 10,430 (352) (498) 9,58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361 1,361

未分配公司開支 (3,704)

除稅前溢利 7,237

所得稅支出 (1,239)

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

後溢利 5,998

本集團於過往期間主要在香港經營餐廳業務。

4. 折舊及攤銷

於本期間，約1,2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7,365,000港元）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約431,000

港元（二零零三年：17,000港元）之無形資產攤銷及約90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零）之商譽攤銷，

已撥作收入報表內之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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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 所得稅支出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7.5%計算（二零零三年：
17.5%）。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得稅開支可與簡明綜合收益報表溢利（虧損）對賬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7,237 (6,468)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7.5%計算之稅項 1,266 (1,132)
在稅務方面不可扣減之支出之稅務影響 200 3
在稅務方面不應課稅之收入之稅務影響 (372) －
未確認之稅務虧損／遞延稅項資產之稅務影響 663 1,477
動用先前未確認之稅務虧損 (518) －

期內所得稅開支 1,239 348

6. 每股盈利  （虧損）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虧損）而言之溢利（虧損） 2,335 (8,076)

就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而言
之加權平均股數（註） 678,793,605 354,354,208

攤薄潛在股份之影響購股權 3,626,017

就攤薄每股盈利而言之加權平均股數 682,419,622

由於倘本公司行使購股權將可減少每股虧損，故並無呈報過往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註： 就過往期間每股基本虧損而言，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已就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五日之供股作
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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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購入成本值約187,000港元（二零零三年：7,823,000港元）之物業、機器及設
備。

此外，本集團期內透過收購附屬公司而購入約17,065,000港元之物業、機器及設備。

8. 無形資產之變動

無形資產指版權及商標。期內，本集團透過收購附屬公司購入約3,364,000港元之無形資產，並產
生約43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7,000港元）之無形資產攤銷。無形資產之有效期為兩年至五年。

9. 應收貿易賬項

本集團並無就以信用卡作出之銷售之主要應收貿易賬項制訂信貸政策。本集團就漫畫出版業務

給予平均30至60天不等之信貸期。

以下為於申報日期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天 4,698 790
三十一至六十天 8,051 538
六十一至九十天 6,023 －

超過九十天 5,575 －

24,347 1,328

10. 應付貿易賬項

以下為於申報日期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天 2,520 892
三十一至六十天 3,037 448
六十一至九十天 2,290 －

超過九十天 3,178 －

11,025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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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欠一間關連公司之款項

關連公司為被視作本公司主要股東黃振隆先生（「黃先生」）擁有實益權益之公司。

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要求時償還。於本期間內，已全數償還結餘。

12. 銀行借貸（抵押）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透過收購附屬公司獲得銀行貸款約20,504,000港元。貸款按市場利率計息。

此金額包括分期償還之6,004,000港元。餘下之結餘須於一年內償還。

13. 其他借貸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存乃有抵押、以最優惠貸款利率加年息計息並須按要求償還。於

本期間內，已全數償還結餘。

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02港元之普通股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559,663 1,119

作為收購 Jade Dynasty Holdings Limited

（「JDH」）之代價而發行 84,443 169

配售新股份 70,000 140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714,106 1,428

15. 遞延稅項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估計有可用於抵銷未來溢利之未運用稅務虧損約16,236,000

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7,647,000港元）。由於無法預計未來溢利，故並無確認遞延稅

項資產。所有稅務虧損可無限期遞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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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收購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本集團以代價約52,298,000港元收購 JDH已發行股本51%權益，其

中約21,424,000港元以現金支付，而約30,874,000港元則以發行股份方式支付。是項交易已按會

計購買法入賬。

JDH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漫畫出版及多媒體開發。

收購事項之影響概述如下：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已購入之資產淨值 11,273

收購產生之商譽 41,025

總代價 52,298

支付方式：

現金 21,424

已配發股份 30,874

52,298

因收購而引起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21,424

已購入銀行結存及現金 (2,537)

18,887

期內，已收購附屬公司為本集團之營業額帶來約50,300,000港元之貢獻及為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帶

來約8,544,000港元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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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續）

出售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本集團出售Pacific Glory Holdings Limited（「Pacific Glory」）之全部

股本權益。Pacific Glory及其附屬公司主要經營餐廳。於出售日期，Pacific Glory之資產淨值如下：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已出售之淨產淨值 3,639

出售收益 1,361

現金代價 5,000

因出售引起之現金流入淨額

現金代價 5,000

已出售銀行結存及現金 (2,764)

2,236

期內出售之附屬公司為本集團之營業額帶來約3,81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5,468,000港元）之

貢獻及為本集團之經營溢利（虧損）帶來約212,000港元之溢利（二零零三年：虧損541,000港元）。

17.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完成收購 JDH合共490,000股股份，佔 JDH全部已發行股本餘下

49.0%。此後，JDH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代價為98,000,000港元，以發行按2%計息之可換股票據總本金額約65,333,000港元（於二零零七

年到期）及以現金約32,667,000港元方式支付。

18. 關連人士之交易

於過往期間，黃先生擁有實益權益之公司玉皇朝出版有限公司墊款合共2,000,000港元。該筆貸款

由黃先生擔保，以最優惠貸款利率加年息1.5厘計息，並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全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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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規定之額外資料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或（視屬何情況而定）債券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於登記冊登記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已發行股份權益

本公司／ 本公司已

附屬公司名稱／ 發行股本之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分 證券數目 百分比

陳港生博士 本公司 信託受益人 36,599,333股股份 5.13%

（附註1）

Jade Dynasty 信託受益人 11,454股普通股 不適用

Holdings Limited （附註2及9）

（「JDH」）

張定球先生 本公司 信託受益人 3,833,333股股份 0.54%

（附註3）

唐啟立先生 Super Empire 實益擁有人 5股普通股（附註4） 不適用

Investments Limited

（「Super Empire」）

JDH 全權信託創辦人 10,404股普通股 不適用

（附註5及9）

JDH 配偶權益 9,568股普通股 不適用

（附註6及9）

溫紹倫先生 JDH 實益擁有人 9,827股普通股 不適用

（附註7及9）

黃振強先生 JDH 實益擁有人 11,832股普通股 不適用

（附註8及9）

附註：

(1) 此等股份由陳港生博士之全權信託所控制之公司Pariain Enterprises Corp.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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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規定之額外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

（續）

(2) 此等股份由陳港生博士之全權信託所控制之公司Noble River Limited實益擁有。該等股份佔 JDH

已發行股本1.14%。

(3) 此等股份由張定球先生之全權信託所控制之公司Giant Profit Investments Inc.實益擁有。

(4) 唐啟立先生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兼相聯法團Super Empire之5股股份（佔該公司5%權益）之登記

股東。

(5) 該等股份佔本公司之附屬公司JDH之已發行股本1.04%。

(6) 該等股份佔本公司之附屬公司JDH之已發行股本0.95%。

(7) 該等股份佔本公司之附屬公司JDH之已發行股本0.98%。

(8) 該等股份佔本公司之附屬公司JDH之已發行股本1.18%。

(9) 根據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七日之買賣協議，本公司同意收購 JDH之該等股份。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

九日該協議完成後，JDH已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於本公司可換股票據及未發行股份之權益（附註１）

擁有權益之

擁有權益之債券 未發行

董事姓名 本金額 股份數目 身份

陳港生博士（附註2） 1,527,200港元 3,054,400 信託受益人

唐啟立先生（附註3） 1,387,200港元 2,774,400 全權信託創立人

唐啟立先生（附註4） 1,275,733港元 2,551,466 配偶權益

溫紹倫先生 1,310,267港元 2,620,534 實益擁有人

黃振強先生 1,577,600港元 3,155,200 實益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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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規定之額外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
（續）

附註：

(1) 根據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七日之買賣協議買賣 JDH 49%股權完成後，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四年十月
十九日發行可換股票據。於行使可換股票據所附換股權時須予發行之兌換股份為董事擁有權益
之未發行股份。上文披露之各項未發行股份數目乃按初步兌換價每股股份0.50港元及假設可換股
票據獲全面兌換為基準計算。

(2) 可換股票據及未發行股份之權益由陳港生博士之全權信託所控制公司Noble River Limited實益
擁有。因此，陳博士被視為於此等證券中擁有權益。

(3) 本行所示之可換股票據及未發行股份權益由唐啟立先生為創立人之全權信託所控制公司Rapid
Alert International Limited實益擁有。因此，唐先生被視為於此等證券中擁有權益。

(4) 本行所示之可換股票據及未發行股份權益由唐啟立先生之配偶黃妙玲女士實益擁有。因此，唐先
生被視為於此等證券中擁有權益。

本公司之相關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以下本公司董事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獲批售下列可認購本公
司股份之購股權：

根據購股權 購股權 每股股份
董事姓名 之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 屆滿日期 行使價

陳港生博士 3,000,000股股份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 0.363港元

陳自強先生 1,200,000股股份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 0.363港元

蘇志鴻先生 900,000股股份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 0.363港元

張定球先生 900,000股股份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 0.363港元

唐啟立先生 2,666,666股股份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0.267港元

900,000股股份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 0.363港元

黃振強先生 2,666,666股股份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0.267港元

800,000股股份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 0.363港元

溫紹倫先生 2,666,666股股份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0.267港元

800,000股股份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 0.363港元

高志強先生 1,600,000股股份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0.267港元

500,000股股份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 0.36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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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規定之額外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

（續）

本公司之相關股份權益（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

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權益

佔全部已發行

股東名稱／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股份之概約百分比

Super Empire 實益擁有人 330,935,100 46.34%

黃振隆先生（附註1） 由受控制法團持有 330,935,100 46.34%

金利豐財務有限公司 抵押權益 330,935,100 46.34%

（「金利豐財務」）

（附註2）

馬少芳小姐（附註3） 由受控制法團持有 333,935,100 46.76%

朱李月華太太（附註3） 由受控制法團持有 333,935,100 46.76%

綦建虹先生 實益擁有人 55,500,000 7.77%

附註：

(1) Super Empire為黃振隆先生控制之公司。因此，黃先生被視作擁有Super Empire所持330,935,100

股股份之權益。

(2) Super Empire已將其擁有之330,935,100股股份抵押予金利豐財務有限公司（「金利豐財務」），以

就Super Empire所獲授信貸融資作出抵押。因此，金利豐財務在該等股份中擁有抵押權益。

(3) 金利豐財務及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乃馬少芳女士與朱李月華太太控制之公司。因此，馬女士與朱

太被視為在Super Empire抵押予金利豐財務之330,935,100股股份及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向金

利豐證券有限公司授出之3,000,000份購股權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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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規定之額外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

（續）

於本公司未發行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以下主要股東（附註1）於本公司未發行股份中持有以下權益：

未發行股份總數

股東姓名 身份 未發行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附註2）

黃振隆先生 實益權益 113,005,866 15.82%

黃振隆先生 由配偶持有 459,200（附註3） 0.06%

附註：

(1)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向黃振隆先生及其聯繫人發行若干可換股票據。上文披露之未

發行股份為於此等可換股票據所附換股權獲行使時須予發行之兌換股份。所披露之未發行股份

數目乃按初步兌換價每股股份0.50港元及假設可換股票據獲全面兌換計算。

(2) 所用分母為714,106,184股股份，即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總數。

(3) 此等459,200股未發行股份之權益由黃振隆先生之配偶倪文娟女士持有。因此，黃先生被視為於

此等未發行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股份之權益

本集團成員 已發行股份總數

股東姓名 公司名稱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黃振隆先生及其聯繫人 JDH 428,484 42.85%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

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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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規定之額外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

（續）

於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股份之權益（續）

本公司董事唐啟立先生及黃振強先生亦為Super Empire董事。Super Empire在本公司股份

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購回本公司之已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購

回本公司之任何已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據本公司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之任何時間並無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有效審核委員會之指引」

所載之指引以及上市規則第3.21至3.23條所載之規定，釐定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審核

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何耀明、鄺志強及馬逢國。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

董事會及核數師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承董事會命

董事

高志強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