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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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豐富之投資者。

鑒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新興之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

之市場。

創業板發佈資料之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所設之互聯網網站上刊登。上市公司一般

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因此，有意投資人士應注意彼等須閱覽創業

板網站，方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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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會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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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

關環球數碼創意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

共同及個別對此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知及

所信： (i)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 (ii)本

報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足以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及(iii)本報告內

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和假設為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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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聯席主席

梁定邦先生（非執行董事）

曹忠先生（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陳征先生（總經理）

非執行董事

鄧偉博士（副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鄺志強先生

羅文鈺教授

卜凡孝先生

替任董事

張東生先生

（鄧偉博士之替任董事）

技術總監

張萬能博士

財務總監兼合資格會計師

張祺豔女士

監察主任

陳征先生

公司秘書

鄧榮輝先生

Ira Stuart Outerbridge III 先生（助理秘書）

審核委員會

鄺志強先生（主席）

梁定邦先生

羅文鈺教授

酬金委員會

羅文鈺教授（主席）

曹忠先生

鄧偉博士

提名委員會

卜凡孝先生（召集人）

鄺志強先生

羅文鈺教授

披露政策委員會

梁定邦先生（主席）

鄧偉博士

鄺志強先生

羅文鈺教授

法定代表

曹忠先生

陳征先生

百慕達駐居代表

John C. R. Collis 先生

百慕達副駐居代表

Anthony D. Whaley 先生

網址

http://www.gdc-world.com

股份代號

8271.HK

路透社：8271.F/8271.BE/8271.MU/8271.DE

(XETRA)

彭博：GDC GR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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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灣仔

告士打道56號

東亞銀行港灣中心

6樓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保薦人

金榜融資（亞洲）有限公司

主要往來銀行

囱生銀行有限公司

新加坡發展銀行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

深圳市商業銀行

中國銀行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The Bank of Bermuda Limited

Bank of Bermuda Building

6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告士打道56號

東亞銀行港灣中心

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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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四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如下：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重列）

營業額 3 8,185 1,896 18,505 17,187

銷售成本 (8,774) (1,729 ) (20,709) (13,794 )

在製作項目之撥備 4 (19,789) － (19,789) －

（毛損）／毛利 (20,378) 167 (21,993) 3,393

租金開支撥回 － － 3,394 －

其他經營收入 230 36 487 515

分銷成本 (294) (624 ) (2,177) (2,525 )

行政開支 (7,801) (7,144 ) (25,226) (26,060 )

經營虧損 (28,243) (7,565 ) (45,515) (24,677 )

融資成本 (2,315) (1,410 ) (5,758) (3,592 )

除所得稅前虧損 (30,558) (8,975 ) (51,273) (28,269 )

稅項 5 － － (360) －

期內虧損淨額 (30,558) (8,975 ) (51,633) (28,269 )

每股虧損 7

基本 (3.82仙) (1.12仙 ) (6.45仙) (3.58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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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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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 章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產生虧損淨額約30,558,000港元，而於二

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93,243,000港元。儘管如此，董事認

為，鑑於以下考慮因素，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此等財務業績乃適當做法：

(1) 向首長四方（集團）有限公司（「首長四方」）之全資附屬公司SCG Finance

Corporation Limited獲取其他貸款

首長四方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首

長四方於二零零五年二月成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董事認為，首長四方將向本集

團繼續提供財務支援。

(2) 一名董事貸款

一名董事約20,700,000港元之貸款仍作為本集團之長期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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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除下文闡述者外，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所

使用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

所使用者一致。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應用若干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匯報準則（「香港財務匯報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新香港財務匯報準則」）。除採納香港

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股份付款」外，採納新香港財務匯報準則對即期或前期會計期間

業績之編製及呈報方式並無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於本期間，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股份付款，規定本集團購買貨品或取

得服務以交換股份或股份權利（「股本結算交易」），或交換其他價值相等於指定數目

股份或股份權利之資產（「現金結算交易」）時，須確認開支。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

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乃關於在授出購股權日期就歸屬期所釐定本公司董事及僱員之

購股權公平值之支銷。於應用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前，本集團於此等購股權獲行

使前，不會確認其財務影響。本集團已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授出之購股權

應用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前授出之購股權而言，根

據有關過渡條文，本集團並無就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或之前授出之購股權，以及

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之後授出而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前歸屬之購股權採用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然而，本集團仍須就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之後授出，而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尚未歸屬之購股權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有關比

較數字已重列。

由於是項政策變動，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累計虧損結餘增加891,000港元。此變

動導致本期間之虧損淨額增加1,33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6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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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於本期間內，營業額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銷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賬款（減退貨及貿易

折讓）、培訓費、電腦圖像（「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收入、發行數碼電影之票房收入、

技術服務收入及其他收入產生之收益。

本集團營業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4,006 636 9,784 13,636

培訓費 1,725 1,222 4,388 3,367

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收入 2,283 － 3,377 －

發行數碼電影之票房收入 － － － 24

技術服務收入 144 － 663 －

其他收入 27 38 293 160

8,185 1,896 18,505 17,187

4. 就進行中製作工序之撥備

有關款額指自電影「Thru the Moebius Strip」（「該電影」）產生之製作成本，本集團

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底完成此電影項目之後期製作工序。考慮到該電影尚未公演，加

上不肯定能及時於潛在市場落實發行／特許權協議，故董事已於期內就可能出現之

虧損作出進一步撥備約19,78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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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得稅開支包括：

當期稅項 － － － －

遞延稅項

－本期間 － － 360 －

－ － 360 －

由於本集團於兩段期間均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

稅作出撥備。

根據適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外商投資生產企業之有關所得稅法

規並經中國有關稅務機關批准，在中國之附屬公司合資格由其抵銷過去五年結轉之

所有稅務虧損後首個溢利年度起兩個年度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並在其後三

年獲減免50%稅率。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7.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按該等期間虧損淨

額分別約 30,558,000港元及 51,63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分別 8,975,000港元

及28,269,000港元），以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800,820,000股（二零零四年：

分別800,820,000股及790,561,971股）計算。

由於購股權獲行使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因此並無計算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潛在普通股，故

並無呈列該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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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儲備

股份 繳入 法定 購股權 特別 匯兌 累計

溢價 盈餘 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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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如原來重列 92,438 40,271 680 － － 34 (194,992 ) (61,569 )

一項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 － － － 891 － － (891 ) －

已重列 92,438 40,271 680 891 － 34 (195,883 ) (61,569 )

換算未於綜合收益表確認之

海外業務所產生匯兌差額 － － － － － (22 ) － (22 )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281 － － － (281 ) －

僱員購股權福利 － － － 1,338 － － － 1,338

註銷購股權（附註） － － － (2,229 ) 2,229 － － －

期內虧損淨額 － － － － － － (51,633 ) (51,633 )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92,438 40,271 961 － 2,229 12 (247,797 ) (111,886 )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84,299 40,271 538 － － 48 (64,514 ) 60,642

僱員購股權福利 － － － 468 － － － 468

透過配售發行股份 8,536 － － － － － － 8,536

股份發行成本 (397 ) － － － － － － (397 )

期內虧損淨額 － － － － － － (28,269 ) (28,269 )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92,438 40,271 538 468 － 48 (92,783 ) 40,980

附註：繼於二零零五年二月更換主要股東後，控股公司首長四方就註銷本公司所有尚未行使購股

權，刊發有關自願有條件現金收購建議之收購建議文件。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由

於該等尚未行使購股權已於歸屬期間註銷，故應入賬列作加速歸屬，並隨即就剩餘歸屬期

確認有關款額。註銷有關購股權後，有關購股權儲備之金額約2,229,000港元轉撥至特別儲

備。

9.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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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營業額分別約為8,200,000港元

及 18,500,000港元，與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營業額分別

約1,900,000港元及17,200,000港元相比，分別增加約332%及8%。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營業額相對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由於(1)增闢原

設備製造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之新收入來源；(2)貨品銷售及培訓費收入分別增加567%及

41%。

於回顧期內，繼完成該電影之後期製作工序後，本集團重新劃撥資源發展原設備製造電腦

圖像創作及製作業務。該等業務為本集團增闢新收入來源。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源自原設備製造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以及培訓費之

收益繼續增加。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貨品銷售分別約 4,000,000港元

及9,800,000港元，與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營業額分別約600,000

港元及13,600,000港元相比，分別增加約567%及減少28%。

與去年同期相比，三個月之貨品銷售有所增加。由於數碼影院設備DSRTM EN1000 Digital

Mastering Systems之訂單增加，帶動貨品銷售之收益上升。儘管第三季度之銷售表現理想，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貨品銷售總額較去年期內下跌，此乃主要由於二零

零五年第一季度及第二季度之銷售表現強差人意。市場不明朗因素導致業務環境欠佳，致

令二零零五年上半年之銷售表現未如理想。本集團眾多潛在客戶關注Digital Cinema

Initiative（「DCI」）落實數碼影院規格，以及現有環球數碼伺服器與此等規格之可升級度／

相容度。彼等採取觀望態度，特別是靜待預期即將於年底推出有關服務之荷里活。本集團之

競爭對手如Avica、Christie／AIX、Dolby、EVS／XDC及Real Image等多個資金／種子計劃亦

對本集團之銷售工作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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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貨品銷售總額較二零零四年同期下降，然而，

源自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之收入之增加以及培訓費收入足以全面彌補及抵銷數碼影院設

備銷售減少之影響。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分別合共約2,200,000港元（二

零零四年：2,500,000港元）及25,2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6,000,000港元），減幅分別約

12%及3%。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減少乃歸因於本集團改善成本控制。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融資成本合共5,800,000港元，主要為以人民幣計

值之兩項銀行貸款利息成本、電腦設備租賃之融資成本，以及向同系附屬公司SCG Finance

Corporation Limited（「SCG Finance」）獲取貸款之利息費用（二零零四年：3,600,000港元）。

融資成本增加主要源自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開始向SCG Finance籌措之貸款。

整體而言，儘管該電影之後期製作工序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底完成，回顧期內仍就本集團

進行該電影製作工序作出撥備約19,800,000港元。考慮到該電影尚未公演，加上不肯定能

及時於潛在市場落實發行／特許權協議，故董事已就可能出現之虧損作出進一步撥備

約19,800,000港元。此外，繼採納新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股份付款」後，本公司須於收

益表確認購股權開支約1,300,000港元。透過扣除在製作項目撥備約19,800,000港元及購股

權開支約1,300,000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產生虧損淨額

約30,500,000港元，相對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淨額約28,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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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

本集團之影片「Thru the Moebius Strip」，包括供電影院、電視及數碼影院放映所需影片及

電子格式已完成交付。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日至九日間，該影片將於美國電影市場放映。

逾200名買家已確認出席將於洛杉磯美國電影市場舉行之放映會。一名法國買家已對該影

片深表興趣，並正就於法國發行該影片與本集團密切磋商。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四日，該影

片獲提名中國知名電影獎金雞獎最佳美術獎。該頒獎典禮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

海南島三亞市舉行。此大好消息將可推動來年該影片於中國發行時之市場宣傳工作。與此

同時，本集團之製作服務亦有豐盛的碩果，為本集團帶來收入。來自歐美之客戶均對準時向

其交付之優質工作深表滿意，且已為本集團製作坊吸引更多客戶。另已就一套電視連續劇

規劃直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之製作工作。來自日本等其他國家之客戶亦已開始對本集團之製

作服務或合作共同製作表示興趣。一家電腦遊戲公司已與本集團展開業務。另外兩家遊戲

公司亦在磋商中。本集團已與一家日本公司簽立銷售代理協議，該公司將於日本推廣本集

團，並為本集團開拓更多商機。商業及短片種本地客戶亦已為本集團帶來附加收益。本集團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獲北京兒童藝術劇院有限公司甄選為其動畫劇項目合夥人之一。該劇為

中國中央政府支持之大型項目。本集團已開始製作此項目之預告片，將可為本集團工作坊

落實500分鐘動畫工作。為本地著名公司製作之電視連續劇已計劃於二零零六年初進行初

步生產。為另一家著名遊戲公司製作之電視連續劇亦在計劃中。本集團其中一項新創作已

獲一項推廣中國文化之基金挑選作為海外華僑而設之動畫項目系列之一。預期有關製作將

訂於二零零六年進行。來自地方政府之支持亦見驕人成效。地方政府已表示擬贊助及支持

於中國發行影片「Thru the Moebius Strip」。



13

二零零五年第三季度報告 環球數碼創意控股有限公司

數碼內容發行及展示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GDC Technology集團錄得營業額約4,200,000港元，

較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營業額約700,000港元飆升約500%。營業

額增加乃因DSRTM EN1000 Digital Mastering Systems訂單增加。

作為市場推廣計劃一部分，GDC Technology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參加在中國北京舉行之國

際展覽會北京國際廣播電影電視設備展覽會（「BIRTV」）。GDC Technology展示了提供生動

數碼宣傳板作廣告及推廣解決方安之DSRTM SDM4000 Display Maestro。平面彩色顯示已

用以向展覽場及大堂內外之觀眾傳達靜止或活動圖像及訊息。DSRTM SDM4000 Display

Maestro可肯定提供更有趣及引人注意之簡報方式及宣傳資料。有關內容可於指定屏幕或

於所有屏幕顯示，亦可連接網絡同步提供圖像，組成一幅大型視像牆。

GDC Technology亦於BIRTV以Sony SXRD 4K投射器展出DSRTM SA4000 4K 數碼電影伺服

器。BIRTV上亦以4K圖像解像度展示了DCI (StEM)之Standard Evaluation Material、華語影

片「可可西裡」之片段以及Sony之影片「蜘蛛俠 II」。BIRTV前，亦已於北京、香港、首爾、上海、

台北及新加坡等亞洲各地進行示範。

GDC Technology於北京在北京電影學院展示了其數碼影片伺服器之立體實力，其於二零

零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在Beijing Film Academy Digital Film Research Lab進行。該立體示範

包括以兩部高清晰度相機拍錄之約5分鐘短片，包括雕塑、風景、人體及京劇。該立體示範乃

以GDC Technology之DSRTM 數碼電影伺服器及兩部投射器進行。該示範片段投射於一幅銀

色屏幕上，觀眾戴上成本較低之「靜態」兩極化眼鏡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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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第三季，GDC Technology推出DCI MXF，以提升其DSRTM SA1000數碼電影伺

服器及DSRTM EN1000 Digital Mastering System。大部分現有已安裝DSRTM SA1000數碼電

影伺服器之範疇已作升級以支援DCI MXF制式；於多個國家以DCI MXF制式作數碼放映之

荷李活影片亦非常成功。GDC Technology繼續領先業界，為首家於DCI MXF應用升級伺服

器之公司。

電腦圖像培訓

本集團於中國之培訓業務亦繼續吸引眾多天才橫溢的藝術家，而本集團電腦動畫製作公司

極具效益之成本結構，結合其超卓製作水準，將可建立強大平台，以便與國際策略夥伴締結

合作關係。

本集團於中國深圳及上海之電腦圖像培訓課程繼續錄得收入，有關電腦圖像培訓課程乃分

別與深圳大學及上海科技大學合辦。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源自電腦圖像

培訓之營業額增加約30%，佔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營業額約24%。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回

顧期間內，本集團於上海及深圳之電腦圖像培訓中心就學員人數及所提供課程方面均有所

擴充。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深圳培訓中心已舉辦6屆培訓課程，120名深圳第六屆電腦

圖像培訓課程之學員已開學。上海培訓中心迄今已舉辦7屆課程。第四屆電腦圖像課程已於

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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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

隨著本集團交付電影「Thru the Moebius Strip」後，全球發行及銷售額節節上升。該電影於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日在洛杉磯美國電影市場首次公映，吸引超過200名買家。一名法國買

家已對該影片深表興趣，並正就於法國發行該影片與本集團密切磋商。該影片計劃於二零

零六年在多個已簽約地區放映。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四日，該影片獲提名中國知名電影獎

金雞獎最佳美術獎。該頒獎典禮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海南島三亞市舉行。此大

好消息將可推動來年該影片於中國發行時之市場宣傳工作。繼於八月在洛杉磯放映以來，

不少來自世界各地之大型電影公司及製片商已接洽環球數碼創意，洽談有關數碼圖像動畫

及電視連續劇之製作服務及合作共同製作事宜，其中已簽訂一項價值460,000美元之大型

DVD套裝，並已展開製作工作。另將簽訂一套價值1,200,000美元之26集電視連續劇，並將

於短期內展開製作工作。本集團正就未來兩年兩套劇情片及一套電視連續劇之製作服務展

開連串討論，另一套電視連續劇已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製作。來自歐洲及日本之電腦遊戲

公司亦就製作服務與環球數碼創意簽訂合約。一家日本電腦遊戲公司將就製作遊戲項目與

本集團簽訂為期三年之合約，據此，該遊戲公司將每月向本集團製作坊提供若干數量之工

作，合約內所有條款已討論，雙方即將簽立有關合約。本集團已與一家日本公司簽訂銷售代

理協議，該公司將協助本集團於日本擴充市場。本集團憑藉高水準製作及專業服務取得客

戶及日後工作。本集團製作服務所產生收益將因於二零零六年取得更多項目而顯著增加。

本集團亦將於二零零六年擴展中國市場，並已獲北京兒童藝術劇院有限公司甄選為其動

畫劇項目合夥人之一。該劇為中國中央政府支持之大型項目。本集團已計劃調撥資源，於二

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就該項目製作最少500分鐘動畫。另外，本集團現正製作多套就當地

市場而設之電視連續劇，並將於預售過程中向投資者推介該等創作。憑藉此等創作，本集團

亦可受惠於當地政府為支持文化相關行業，包括本集團主要業務動畫所頒佈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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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內容發行及展示

根據主流雜誌最近有關數碼影院活動之報導，業界相信，數碼影院將於二零零六年首季推

出。另有多家新興公司將於數碼影院業務模式內擔當第三方角色，帶動數碼影院推出市場，

形式與本公司於日期為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披露之數碼

影院專利業務模式相若。該業務模式現破天荒獲著名荷里活電影公司支持，最少兩家荷里

活電影公司已與第三方公司訂立突破性非獨家協議，以於電影內注入數碼元素，並向有關

第三方公司支付虛擬印刷費用。

隨著DCI於二零零五年七月頒佈數碼影院規格後，GDC Technology需要加快其產品研發工

作，以提升其現有數碼影院產品系列，以符合DCI規格。倘並無籌得大額資金用以研究及開

發業務，GDC Technology可能會落後於其他競爭對手。

電腦圖像培訓

作為全球增長迅速之動畫市場，中國需要擁有才華之美術師及技藝高超之製作工程師，而

有關人才之需求亦持續增加。儘管更多動畫製作公司加入電腦圖像培訓市場，使競爭更形

激烈，然而，環球數碼創意仍具有強勁競爭優勢。

目前，電腦圖像培訓主要在深圳及上海提供。然而，為於短時間內增加收益，本公司現正計

劃擴展其據點至多個其他城市。根據有關計劃，本公司將與經甄選之夥伴合作，於二零零五

年年底前設立數個認可培訓中心。

為確保其在電腦圖像培訓方面之領導地位，本公司現正著手開發更多培訓課程。隨著地域

覆蓋範圍擴大，加上提供更多具吸引力之優質培訓課程，董事深信，源自電腦圖像培訓之營

業額將可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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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的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以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

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股份

及債券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及

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及淡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悉，下列人士（非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

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

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股份好倉

佔現有股權之

股東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身分 概約百分比

首鋼控股 658,466,023 受控制公司 82.22%

（香港）有限公司 （附註1） 之權益

首長四方 658,466,023 受控制公司 82.22%

（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1） 之權益

Upper Nice Assets Ltd. 658,466,023 實益擁有人 82.22%

（附註1）

Sotas Limited 55,544,102 實益擁有人 6.94%

（附註2）

Morningside CyberVentures 55,544,102 受控制公司 6.94%

（附註2） 之權益

Verrall Limited 55,544,102 受控制公司 6.94%

（附註2） 之權益

陳譚慶芬女士 55,544,102 信託之創辦人 6.94%

（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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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Upper Nice Assets Ltd.為首長四方（集團）有限公司（「首長四方」）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誠如

首長四方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首長四方被視作由首鋼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約41%權益。Upper Nice Assets Ltd.所持權益已包括於首長四方及首鋼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兩者所持有之權益內。

本公司合共58,000,000股股份由Upper Nice Assets Ltd.於二零零五年九月配售（「配售」）。配售

完成後，Upper Nice Assets Ltd.於本公司的股權由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82.22%攤薄至

約74.98%。與此同時，Upper Nice Assets Ltd.（作為批授人）及首長四方（集團）有限公司（「首長

四方」，作為擔保人）授出認沽期權（定義見本公司與首長四方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之

聯合公佈），據此，Upper Nice Assets Ltd.有責任按行使價每股0.22港元，購入本公司58,000,000

股股份，約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7.24%。

2. 該等55,544,102股股份由Sotas Limited持有，Sotas Limited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由Morningside CyberVentures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而Morningside CyberVentures

Holdings Limited則為Verrall Limited以陳譚慶芬女士所成立家族信託受託人之身分全資擁有之

附屬公司，故陳譚慶芬女士作為上述信託之創辦人（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被當作自上市後擁

有本文披露之股份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誠如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

登記冊所記錄，除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外，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

份及相關相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予披露之權益或淡

倉。

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下文披露之購股權計劃外，於本期間任何時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

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實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19

二零零五年第三季度報告 環球數碼創意控股有限公司

購股權

Sotas購股權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本公司授予Sotas Limited購股權，賦予Sotas Limited權利，自本公

司股份上市（「上市」）日期二零零三年八月四日起36個月內，以合共600,000美元的行使價，

向本公司認購8,331,615股股份。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授予Sotas Limited 的購股權已被註銷。

購股權計劃

透過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股東決議案，本公司採納購股權

計劃（「該計劃」）。該計劃旨在讓本公司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向本集團所

作貢獻的獎勵或回報。

下表載列本公司購股權於本期間內之變動：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 期內 九月三十日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價 結餘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註銷／失效 結餘

港元

鄧偉博士 21.6.2004 0.44 8,000,000 － － 8,000,000 －

鄺志強先生 21.6.2004 0.44 2,100,000 － － 2,100,000 －

羅文鈺教授 21.6.2004 0.44 2,100,000 － － 2,100,000 －

Stephen Scharf先生 21.6.2004 0.44 2,100,000 － － 2,100,000 －

總計 14,300,000 － － 14,300,000 －

附註：14,300,000份購股權可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期間內隨時行使。於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所有該等購股權已被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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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權益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除董事獲委任為董事以代表本公司及／或本公司任何成員公司

權益之業務外，董事於被視為與本公司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的業務中擁有

之權益如下：

業務被視為與 業務被視為與 董事於

本公司業務構成 本公司業務構成 實體所持

或可能構成競爭 或可能構成競爭 權益的

董事姓名 的實體名稱 的實體業務詳情 性質

曹忠 首長四方（集團）有限 物業投資及管理、 副主席

公司（「首長四方」） 提供金融服務及

（附註1） 文化娛樂內容（附註2）

陳征 首長四方（集團）有限 物業投資及管理、 執行董事

公司（「首長四方」） 提供金融服務及

（附註1） 文化娛樂內容（附註2）

附註 1： 首長四方透過Upper Nice Assets Ltd.間接持有本公司約82.22%權益（包括相關股份）。

附註 2： 該等業務乃透過其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或以其他投資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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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薦人權益

根據本公司與亞洲融資有限公司（現稱「金榜融資（亞洲）有限公司」）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零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協議，金榜融資（亞洲）有限公司出任本公司持續保薦人，任期至二

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金榜融資（亞洲）有限公司、其董事、僱員或聯繫人士（定義見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6.35條附註3）概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任何類別證券中

擁有任何權益，亦無可認購或指派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任何類別證券的任何權利

或購股權（不論是否可依法執行）。

除本文披露者外，於本報告日期，保薦人、其董事及僱員以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與本

集團有關之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其條款不會較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

5.67條所列載規定標準寬鬆。經作出特定查詢後，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內，本公司全體董事一直遵守規定之交易準則及及本公司所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操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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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書面制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

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系統，以及審閱本公司之年報、中

期報告及季度報告，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由鄺志強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羅文鈺教授及聯席主席兼非執行董事梁定邦先生組成。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認為該等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以及聯交所及法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陳征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梁定邦先生（聯席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及曹忠先生（聯席主

席兼執行董事）；鄧偉博士（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及陳征先生（總經理兼執行董事）；鄺志

強先生、羅文鈺教授及卜凡孝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