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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已於香港及中國設立業務據點。本集團主要香港及
中國的有關法律及法規所規管。本節概述與本集團的營運及業務有關的香港及中
國法律及法規的若干方面。

香港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的法律註冊成為一間獲豁免公司，並已根據公司條例第
XI部分申請於香港註冊成為非香港公司。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幻音香港、PD Trading

及 IWC均為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因此，經普通法及衡平法規則
補充的公司條例，適用於本公司於香港的業務營運。另外，本公司亦須受限於有
關知識產權的法律及法規，其中包括商標條例（香港法第559章）、專利條例（香港法
第514章）、版權條例（香港法第528章）、註冊外觀設計條例（香港法第552章）及其各
自的附屬法例。由於本公司的若干客戶在香港，本集團亦受限於有關產品責任的
民事侵權法律。於往績記錄期間並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從未接獲來自香港
的第三方就使用本公司產品或第三方責任而作出之任何重大索償。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

根據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佈，並於二零零零年十
月三十一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
（「外資企業法」），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所獲利潤及其他合法權利與利益均受中國
法律保護。國外投資者從外資企業獲得的利潤、其他合法收入以及企業清算後的
剩餘資金，均可匯往國外。

根據於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二日由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頒佈，並於二零零一
年四月十二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實施
細則》，全外資企業的組織章程細則經審批機關批准後生效，修改時同。全外資企
業的分立、合併或者註冊資本發生任何重大變動，須經審批機關批准。全外資企
業應當聘請中國的合資格會計師出具驗資報告。經審批機關批准後，向工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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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關辦理變更登記手續。全外資企業註冊資本的增加、轉讓，須經審批機關
批准。全外資企業應當依照中國法律、法規和財政機關的規定，建立財務會計制
度並報其所在地財政、稅務機關備案。

《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及《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辦法》

根據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佈，並於二零零
二年一月一日生效的《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其
所開發的軟件，不論是否發表，依照本條例享有著作權。軟件著作權自軟件開發
完成之日起產生。法人的軟件著作權，保護期為50年，截止於軟件首次發表後第
50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軟件著作權人可以向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認定的
軟件登記機構辦理登記。軟件登記機構發放的登記證明文件是登記事項的初步證
明。

軟件著作權可以被許可使用及轉讓。接受科技發展委託開發的軟件，其著作
權的歸屬由委託人與受託人簽訂書面合同約定。無書面合同或者合同未作明確約
定的，其著作權由受託人享有。

根據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日由國家版權局頒佈的《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
辦法》，軟件著作權人可遵循國家版權局的登記程序取得軟件註冊權登記證書，該
證書為擁有著作權的初步證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

根據專利法及專利法實施細則，專利權包括發明、實用新型及外觀設計。國
務院下屬國家知識產權局接受及審核專利申請並依法授予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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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專利權的發明和實用新型，應當具備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授予專
利權的外觀設計，應當具備新穎性，與現有設計相比應當具有明顯區別，且不得
與他人之前的合法權利相衝突。

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權被授予後，除專利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任何單位或者
個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實施其專利，即不得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使用、
許諾銷售、銷售、進口其專利產品，或者使用其專利方法以及使用、許諾銷售、銷
售、進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直接獲得的產品。外觀設計專利權被授予
後，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實施其專利，即不得為生產經
營目的製造、許諾銷售、銷售、進口其外觀設計專利產品。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
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財稅字 (1999)273號）

根據於一九九年十一月二日發佈的《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貫徹落實《中
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有關稅收問
題的通知》（財稅字（1999）273號），從事技術轉讓、技術開發業務和與之相關的技術
諮詢、技術服務業務取得的收入，免徵營業稅。該項稅收優惠政策適用於所有單
位及個人（包括外商投資企業）。

《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登記辦法》及相關規定及《商務部關於進一步下放對外貿易經
營者備案登記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

根據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由商務部頒佈，並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生
效的《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登記辦法》，從事貨物進出口或者技術進出口的對外貿
易經營者，應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商務部」）或者商務部委託的機構辦理
備案登記。備案登記機關應自收到對外貿易經營者提交的有關資料之日起五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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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備案登記手續，在登記表上加蓋備案登記印章。對外貿易經營者不得偽造、
變造、塗改、出租、出借、轉讓和出賣登記表。

根據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三日由商務部頒佈，並於同日生效的《商務部關
於進一步下放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登記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為促進外貿的穩
定增長，要求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登記工作尚未下放到地市級的各省（自治區、直
轄市）商務主管部門進一步學習、傳達有關文件，對地市級商務主管部門的申請及
時研究，對符合條件的儘快匯總後上報商務部。商務部將及時審核並將結果通知
地方商務主管部門。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問題的復函》

根據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五日頒佈，並於同日生效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
進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問題的復函》，20個城市包括但不限於北京、上海、大連及深
圳確定為中國服務外包示範城市，深入開展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促進服務外
包產業發展試點。上述城市實行以下政策措施，其中包括：

1.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對符合條
件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技術先進
型服務企業職工教育經費按不超過企業工資總額的8%的比例據實在企
業所得稅前扣除。對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離岸服務外包業務收入免徵
營業稅。

2. 對符合條件且勞動用工管理規範的技術先進型服務外包企業，確因生
產特點無法實行標準工時工作制的部分崗位，經所在地省級人力資源
社會保障部門批准，可以實行特殊工時工作制。

3. 鼓勵政府和企業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將數據處理等不涉及秘密的業
務外包給專業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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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和完善與服務外包產業特點相適應的通關監管模式，提供相應的
通關便利。

《軟件產品管理辦法》

根據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一日由工業和信息化部頒佈，並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
日生效的《軟件產品管理辦法》，軟件產品的開發、生產、銷售、進出口等活動應當
遵守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標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開發、生產、銷售、進出口
含有下列內容的軟件產品：

1. 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

2. 含有計算機病毒的；

3. 危害計算機系統安全的；

4. 不符合中國軟件標準規範的；及

5. 含有中國法律、行政法規等禁止的內容的。

經金杜律師事務所（本公司中國法律之法律顧問）確認，根據有關中國機關發
佈的有關證書，本公司唯一於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幻音深圳已遵守所有有關
中國監管規定，並取得其營運所需之所有有關中國許可證╱執照。

為確保繼續履行有關中國監管規定，本公司已採取以下措施，其中包括：

（1） 本公司已指派一名內部法律顧問監察適用於幻音深圳及本集團於中國
的營運的現行及最新頒佈的中國法律；

（2） 幻音深圳已指派專門人員負責有關幻音深圳知識產權的事宜，並負責
取得、維持及審查已經或將向幻音深圳發出之許可證及執照；及

（3） 幻音深圳將於上市後向外部中國法律顧問進一步諮詢中國法律意見﹙如
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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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司法權區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成員公司已於美國及歐洲註冊若干專利。因此本公
司受限於該等司法權區內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及法規。另外，本公司可能受限於
本公司出口產品的地區﹙包括但不限於歐洲及美國﹚有關產品責任的法律及法
規。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並未接獲來自上述司法權區的
第三方就使用本公司產品或第三方責任而作出之任何重大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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