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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31）

abc Multiactive Limited
辰罡科技有限公司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主板
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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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
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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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乃根據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
abc Multiactive Limited（辰罡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共
同及個別對本公佈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各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諮詢後確認，就
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真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
欺詐成份；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或當中所載之內容有所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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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abc Multiactive Limited（辰罡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呈列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連同其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4,021 3,006 8,664 14,168

銷售成本 (1,729) (894) (2,583) (7,138)

毛利 2,292 2,112 6,081 7,030

軟件研究及開發與營運開支 (789) (599) (2,066) (2,213)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344) (119) (911) (726)

行政開支 (1,294) (2,612) (5,772) (6,653)

未變現匯兌虧損 (11) (4) (1) –

經營業務虧損 4 (146) (1,222) (2,669) (2,562)

融資成本 5 (1,080) (594) (3,020) (1,769)

除稅前虧損 (1,226) (1,816) (5,689) (4,331)

所得稅抵免 6 116 82 346 244

本期間虧損 (1,110) (1,734) (5,343) (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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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歸類至損益 
之項目：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 

稅項 – – – –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110) (1,734) (5,343) (4,08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 

虧損 (1,110) (1,734) (5,343) (4,08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 

全面虧損總額 (1,110) (1,734) (5,343) (4,087)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7 (0.37) (0.58) (1.77)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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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會計準則而編製。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GEM上市規則之合
適披露規定。賬目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
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中所採納者一致，惟於下文附註2所披露採納若干新增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除外。

2.  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之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一系列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由二零
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會計期間開始生效。本集團乃首次就本年度財務報表採納該等新
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除於若干情況下，會引致新訂及修訂會計
政策並新增披露要求，採納該等新增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會計政策變動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付款功能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修訂本）
計劃修改、縮減或結算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1

1  對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所有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及其修訂
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
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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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本集團於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起的本期間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以及其相
關詮釋。本集團已透過簡化過渡方式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亦未有根據該準則的
具體過渡條文所允許下重列首次採納前年度之比較資料。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本集團並無將未來期間的經營租賃承諾確認為負債。
經營租賃付款於租賃期間按直線法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確認。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確認與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原則分
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相關的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該等租賃負債按餘下租賃付款的現
值計量，並使用承租人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的遞增借貸利率貼現，相關利息在租賃期
內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扣除。使用權資產按相等於租賃負債之金額計量，並就與
緊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第16號前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之租賃相關之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
付款金額作出調整。使用權資產在租賃期內以直線法折舊。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確認使用權資產約
86,000港元及租賃負債約86,000港元。

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已使用準則下允許的實用權宜之計：

• 對具有合理類似特徵的租賃組合應用單一貼現率；

• 依賴先前關於租賃是否繁重的評估；

• 對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剩餘租期少於十二個月的若干經營租賃的會計處理為短期
租賃；

• 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剔除初始直接成本；及

• 倘合約包含延長或終止租約的選擇權，使用事後方式釐定租約年期。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本
集團現正評估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但未能確定此等新訂及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會否對其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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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及銷售電腦軟件特許權、軟件租賃及提供相關服務；提供保養服務； 

銷售電腦硬件、提供金融科技資源服務及提供海外按揭貸款諮詢服務。所有重大集團內公
司間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抵銷。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營業額之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收益之分拆
銷售電腦軟件特許權、 

軟件租賃及提供相關服務 1,879 1,306 3,590 4,379

提供保養服務 1,124 1,052 3,437 3,220

銷售電腦硬件 649 511 802 5,834

提供金融科技資源服務 270 137 688 735

提供海外按揭貸款諮詢服務 99 – 147 –

客戶合約之收益 4,021 3,006 8,664 14,168

收益確認之時間安排
於單一時間點 748 511 949 5,834

於一段時間 3,273 2,495 7,715 8,334

客戶合約之收益 4,021 3,006 8,664 1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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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業務虧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虧損乃於扣除╱（計入）下列
各項後得出：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8 54 140 172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550 – 563 –

下列之經營租約付款
－土地及樓宇 – 645 1,290 1,935

－廠房及設備 – 7 – 21

董事酬金 15 15 45 45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津貼 2,232 1,761 6,065 5,559

－退休福利成本 81 71 239 238

銷售電腦硬件成本 639 509 743 5,735

未變現匯兌虧損 11 4 1 –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200 – 200

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承付票推算利息開支 290 – 832 –

可換股債券推算利息開支 702 594 2,097 1,769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88 – 91 –

1,080 594 3,020 1,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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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抵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
期內抵免 116 82 346 244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該條
例草案」），引入利得稅稅率兩級制。該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經簽署生效，
並於翌日刊憲。根據利得稅稅率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將按8.25%之稅率就溢利首2,000,000

港元繳納稅項，並將按16.5%之稅率繳納2,000,000港元以上溢利之稅項。不符合利得稅稅率
兩級制的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繳稅。

因此，首2,000,000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8.25%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而2,000,000港元
以上的估計應課稅溢利則按16.5%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九年：無）。

本集團在香港為數約75,594,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約69,299,000港元）的未
經審核稅項虧損，可無限期地用以抵銷產生虧損之公司之未來應課稅溢利。由於未來溢利
來源之不確定，因此並無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期內並無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確認所得稅（二零一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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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期內
未經審核虧損淨額分別約1,110,000港元及5,34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月及九個月：未經審核虧損淨額分別約1,734,000港元及4,087,000港元）以及截至二零二零
年及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301,108,062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
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並不假設期內存在之可換股債券及可換股優先股獲行使，因為可換股
債券及可換股優先股獲行使將令每股虧損減少，因此為反攤薄。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
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8.  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特別儲備
可換股債券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如原先呈列） 42,464 113,656 37,600 10,828 11,830 – (232,511) (16,133)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影響 – – – – – – (1,119) (1,119)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之經重列結餘 42,464 113,656 37,600 10,828 11,830 – (233,630) (17,252)

本期間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4,087) (4,087)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42,464 113,656 37,600 10,828 11,830 – (237,717) (21,339)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42,464 113,656 37,600 10,828 11,830 – (238,595) (22,217)

本期間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5,343) (5,343)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42,464 113,656 37,600 10,828 11,830 – (243,938) (2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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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
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約4,021,000港元之未經審核營
業額，較上年度同期約3,006,000港元增加34%。於未經審核營業總額中，(i)約
1,879,000港元或47%來自軟件特許權銷售及專業服務；(ii)約1,124,000港元或28%

來自保養服務；(iii)約649,000港元或16%來自電腦硬件銷售；(iv)約270,000港元或7%

來自金融科技資源服務；及(v)約99,000港元或2%來自海外按揭貸款諮詢服務。截
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約為
1,110,000港元，當中約1,080,000港元為可換股債券及承付票之推算利息開支以及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而上年度同期於扣除約594,000港元的推算利息後，本集團
錄得未經審核虧損淨額約1,734,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繼續於營運實施嚴格的開支措施以實行審慎的成本控制。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經營開支約為2,427,000港元，與
上年度同期約3,330,000港元相比減少27%。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專業及法律費用
減少以及本集團採取節省成本措施。

期內，使用權資產之未經審核折舊開支約為550,000港元。由於部分物業、廠房及
設備已於其使用壽命內悉數計提折舊，故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未經審核折舊開支
約為28,000港元，與上年度同期約54,000港元相比減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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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繼續投資研發其現有產品並強化其客戶支援服務，以配合新產品的發展策
略及市場對先進技術的需求。本集團於上年度投放資源開發其新產品「FinReg創
新工具」，「FinReg創新工具」之第一期開發已順利完成，並已推出市場。本集團順
勢投放資源，於二零二零年繼續展開「FinReg創新工具」之第二期開發。此外，本
集團一直發掘更多的增值產品及服務延伸部分。透過把握OCTOSTP系統新C#版本
的競爭優勢，本集團致力發展新C#後台系統，將其延伸至中台營運平台。根據本
集團之暫定時間表，「中台營運」系統預計將於二零二一年第二季度推出市場。「中
台營運」系統為高效協助客戶提升業務表現的自動化綜合平台。系統具備若干新
型先進功能，包括(i)客戶審查系統（「客戶審查系統」），其為綜合技術平台，可有
效管理客戶審查政策及監管合規要求，並支援線上開戶服務；(ii)客戶管理系統，
此模塊式解決方案提供連接多重作業系統的協作平台，用戶能夠善用解決方案中
的各種功能以管理其客戶數據庫，有助加強客戶服務及客戶管理；及(iii)理財系統，
其針對理財行業的數據化轉型。本集團相信上述項目有助維持其市場競爭力，並
實現可持續增長。

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並無就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作出
撥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員工成本總額（不包括董事酬金）
約為2,313,000港元，較上年度同期約1,832,000港元增加26%。有關增加乃主要由
於銷售及市場推廣團隊之人員增加以配合本集團之業務擴張計劃，以及期內資本
化開發成本較上年度同期有所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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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營業額約為4,021,000港元，較
上年度同期之約3,006,000港元增加34%。未經審核營業總額當中，約3,003,000港
元之營業額來自銷售自行開發軟件，約369,000港元之營業額來自金融科技資源服
務及海外按揭貸款之諮詢服務，而轉售電腦硬件及第三方產品之營業額約為
649,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面對重大挑戰。冠狀病毒病（「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仍然十分嚴重，
香港更爆發第三波疫情。不利的市場環境將繼續影響金融市場，投資氣氛變得審
慎。本集團部分潛在及現有客戶已放緩業務活動，並進一步延遲推行新項目之進
度。期內，本集團已與一名客戶就實施OCTOSTP後台系統及SQL伺服器升級項目
進行密切磋商。然而，在2019冠狀病毒病的影響之下，價值合共約898,000港元的
合約之簽訂時間由本年度第三季度延遲至第四季度。截至本公佈日期，本集團進
行中的服務合約及硬件銷售合約之價值約為2,500,000港元。

儘管長期不明朗的市場會導致部分現有及潛在客戶考慮削減預算或延遲業務活動，
本集團仍對以金融業為重點之資訊科技相關服務之前景感到樂觀。本集團致力轉
危為機。2019冠狀病毒病凸顯出科技的重要性，亦為科技發展，尤其在遠端工作、
雲端解決方案及電訊方面產生催化作用。社交距離及遠端工作增加客戶對資訊科
技相關產品及服務的需求。電腦硬件、網絡設備及資訊科技服務已成為每間公司
支援業務發展及緊貼科技發展之必備元素。本集團能夠透過滿足客戶對資訊科技
基礎設施及軟件解決方案的需求，在此領域達致更高的營業額。另一方面，聯交
所定期全面檢討其關鍵系統之技術架構、運作程序及整體資訊科技質量管理框架，
令交易系統更為可靠和穩定。隨著聯交所要求為交易平台升級，本集團作為服務
供應商將有助維持金融業基礎設施之發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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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堅守其首要任務，致力實現業務線的拓展及多元化以及尋求新商機，務求
在市場中保持競爭力以達致持續增長。一如以往，本集團繼續改善其現有產品，
以達致更佳的用戶體驗。同時，本集團致力實現產品多元化及擴大其客戶群。本
集團已採取數項措施，包括(i)舉辦網上研討會並善用視像會議以跟進客戶的最新
發展；(ii)加強線上媒體宣傳；(iii)與新業務夥伴合作以拓展產品基礎；(iv)透過修
改本集團現有軟件以迎合新目標客戶群，物色新業務機會；及(v)透過嚴控固定成
本以維持有效及精簡的成本架構。

我們努力不懈開發新產品「FinReg創新工具」後已漸見成果。於本公佈日期，本集
團已就實行「FinReg創新工具」與一名新經紀行客戶及一名現有客戶簽訂兩項銷售
合約，相關系統已於期內投入運作。此乃重大突破，而同時本集團與多名潛在客
戶（包括兩大知名證券行）進行密切商討。本集團積極進行市場推廣活動，以宣傳
其服務，並有信心「FinReg創新工具」將為本集團之未來盈利能力帶來正面貢獻。

此外，聯交所推出多項新產品及市場變化優化，包括(i)就交易所買賣基金（「交易
所買賣基金」）和槓桿及反向（「槓桿及反向」）產品推出之新的價位表及持續報價莊
家責任，有關項目已於本年度第一季度向市場推出；(ii)提升「香港交易所領航星」
市場數據平台(OMD)及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OCG)模組，涵蓋開市前時段優化及
復原模式優化（「開市前時段優化及復原模式優化」），有關項目將根據聯交所之暫
定時間表，於本年度第四季度向市場推出。本集團已分別就槓桿及反向產品和開
市前時段優化及復原模式優化進行系統優化，與不少於五間經紀行簽訂新銷售合約。

本集團已成功登記為香港特區政府於二零二零年推出之遙距營商(D-Biz)計劃（「遙
距營商計劃」）之資訊科技服務供應商。創新科技署已推出遙距營商計劃，該計劃
透過快速批核，資助企業採用資訊科技方案，開拓遙距業務。本集團之服務屬於
資助範圍內，包括(i)網上接單和送遞、智能自助服務系統；(ii)網上客戶服務和推廣；
及(iii)其他線上╱度身訂造╱雲端業務支援系統。遙距營商計劃使本集團可以拓
展其客戶群至非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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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一九年起，本集團已經與不少於十名新業務合作夥伴合作，範圍涵蓋多種
產品及解決方案，例如雲端服務、網絡安全解決方案、合規解決方案、資訊科技
管理服務、掃描及儲存解決方案、閉路電視解決方案、流動應用程式設計服務、
主動備份解決方案及視像會議解決方案，有助本集團為客戶提供更多創新業務解
決方案。

期內，本集團與三名新業務夥伴建立合作關係。其中一名為提供風險數據、金融
資訊刊物、財經新聞及數據能力的著名跨國公司。該公司已將其金融資訊解決方
案與本集團的FinReg創新工具整合。此外，本集團與一間在香港及中國內地流動
及無線領域的領先企業成為業務夥伴，合力銷售其流動產品。此外，本集團與一
間雲端解決方案分銷商訂立合作協議，以銷售阿里巴巴雲端解決方案。

有關本集團發展及拓展計劃之更多資料載於本公佈下文。

前景

營運效率和增加收益增長將繼續是本集團二零二零年的首要任務。在來年，董事
預期，其為開發新產品以及進行市場推廣及宣傳所作的努力將可帶來得益。

憑藉更高效的基礎設施和我們在金融行業的豐富經驗，本集團可以把更多的研發
重點投放在OCTOSTP的改進和升級上，並推出更多新的多元化解決方案，例如
「FinReg創新工具」。「FinReg創新工具」之第一期開發已順利向市場推出。本集團
將繼續緊貼市場趨勢和行業需求，亦將探索新商機，並擴大現有和潛在客戶為本
集團帶來的營業額。

此外，基於本集團於採購電腦硬件及解決方案的經驗以及與客戶的現有關係，本
集團有信心能夠將客戶群擴展至經紀行及銀行的其他部門，並且由旗下銷售及業
務產品團隊接洽香港其他金融或非金融機構。本公司董事相信，本集團擁有極為
多元化之產品及服務範疇，可藉此維持市場競爭力，亦已準備就緒迎接未來挑戰，
並相信本集團將擁有雄厚實力，在市況好轉時昂然踏上增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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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補充資料
董事會冀就本集團的擴展計劃向本公司股東補充額外資料。

本集團的擴展計劃

本集團將透過提升產品功能及擴大向客戶提供服務之範疇，更為集中於核心業務
及技術發展。本集團已探索及將深耕每一個業務機會，以保持其競爭力及可持續
性。因此，本集團已實行下列擴展及發展計劃，務求提升業務表現。

(1) 銷售電腦軟件特許權、軟件租賃及提供相關服務

本集團的旗艦產品OCTOSTP（傳遞買賣盤、信貸控制、交易結算和網上交易）
的主要目的是為香港的經紀行以及本地和國際銀行的證券部門的前台和後台
交易提供先進解決方案。

本集團擬透過(i)升級OCTOSTP系統；(ii)拓展客戶群；及(iii)拓展產品基礎以
擴展此分部。詳情載列如下。

(i) 升級OCTOSTP系統

本集團近年來一直開發額外的增值產品及服務延伸部分。本集團亦自
二零一八年起投放資源發展其核心經紀商結算系統（即OCTOSTP）的新
C#版本。C#版本為OCTOSTP證券後台系統的升級版本，以取代舊Visual 

Basic版本。其亦由本集團核心系統構建，兩者緊密整合，並提供特定
增強功能、更佳技術表現及更穩定。本集團已準備就緒，將進一步推廣
其升級後之系統並吸引新客戶，且將向市場推出OCTOSTP之新C#版本
的租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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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本集團已成功就OCTOSTP系統的升級C#版本與一間於香港有本
地運作的新加坡知名經紀商簽訂一項新合約。升級C#版本系統的開發
工作和系統測試工作已經完成。系統於期內順利推出。於二零二零至二
零二一年度，本集團致力為OCTOSTP系統簽訂更多銷售合約。截至本
公佈日期，本集團與一名現有客戶簽訂有關OCTOSTP後台系統及SQL

伺服器升級的銷售合約。同時，本集團正與一名新客戶（一家在香港設
有分行的上海銀行）密切磋商，以提供OCTOSTP EIPO系統。

此外，聯交所新推出多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香港股票交易市
場的產品及市場變化優化，包括(i)就交易所買賣基金（「交易所買賣基金」）
和槓桿及反向（「槓桿及反向」）產品推出之新的價位表及連續報價證券
莊家責任；(ii)提升「香港交易所領航星」市場數據平台(OMD)及領航星
中央交易網關(OCG)模組，分別涵蓋開市前時段優化及復原模式優化（「開
市前時段優化及復原模式優化」）。

交易所買賣基金和槓桿及反向已於本年度第一季度向市場推出。於本
公佈日期，本集團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已就系統優化及校準而與不少
於五間經紀行簽訂新銷售合約。

根據聯交所之暫定時間表，開市前時段優化及復原模式優化（「開市前
時段優化及復原模式優化」）將於本年度第四季度向市場推出。於本公
佈日期，本集團已就系統優化及校準而與不少於五間經紀行簽訂新銷
售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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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拓展客戶群

本集團過往主要集中於向香港證券經紀行及銀行證券部門的銷售。為
擴大客戶群，本集團一直將客戶群擴展至非金融機構、資產管理公司及
保險公司。

本集團亦通過舉辦研討會及定期參加展覽會進行市場推廣活動，以積
極接觸新客戶及潛在客戶。自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以來，本集團積極舉
辦了四次研討會，以宣傳本集團的新產品「FinReg創新工具」並與三名
業務夥伴合作，包括一間全球知名網絡安全公司、一間全球領先的資訊
科技基礎建設解決方案供應商及一名知名的環球雲端服務夥伴，以向
經紀行及資產管理公司推廣其新推出的「FinReg創新工具」。在研討會上，
本集團收到許多對本集團新產品及服務感興趣的客戶的滿意反饋和回應。
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已就實行「FinReg創新工具」與一名新經紀行客
戶及一名現有客戶簽訂兩項銷售合約，相關系統已於期內實時運行。此
乃重大突破，而同時本集團與多名潛在客戶（包括兩大知名證券行）進
行密切商討。

經評估香港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為保障研討會參加者的健康，本集
團已採取預防措施。我們積極使用線上平台，為客戶提供有關本集團最
新發展及服務的資訊。本集團至少每月於Facebook上與業務夥伴進行一
次直播或上載Facebook影片。本集團將會繼續與多位業務夥伴於本公司
的Facebook專頁上合作進行直播，以宣傳其產品及服務。自本年度起，
本集團已與業務夥伴舉辦四場網絡研討會，包括一間提供完善人工智
能驅動解決方案的知名跨國公司、一間廣受歡迎的網絡會議服務供應
商以及一間提供風險數據、金融資訊刊物、財經新聞及數據能力的著名
跨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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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拓展產品基礎

為了增強本集團的競爭力，本集團亦已投入專門的資源以提升「FinReg

創新工具」，其於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向市場推出。其後，本集團於二
零二零年投放資源，繼續展開「FinReg創新工具」之第二期發展。「FinReg

創新工具」可在處理與證券交易活動有關的風險管理和遵守監管規則方
面協助客戶實現自動化和提高效率。

此外，透過把握OCTOSTP系統新C#版本的競爭優勢，本集團致力發展
新C#後台系統，將其延伸至中台營運平台。根據本集團之暫定時間表，
「中台營運」系統預計將於二零二一年第二季度推出市場。「中台營運」
系統為高效協助客戶提升業務表現的自動化綜合平台。系統具備若干
新型先進功能，包括(i)客戶審查系統（「客戶審查系統」），其為綜合技術
平台，可有效管理所有客戶審查政策及監管合規要求，並支援線上開戶
服務；(ii)客戶管理系統，此模塊式解決方案提供連接多重作業系統的
協作平台，用戶能夠善用解決方案中的各種功能以管理其客戶數據庫，
有助加強客戶服務及客戶管理；及(iii)理財系統，其針對理財行業的數
據化轉型。本集團相信上述項目有助維持其市場競爭力，並實現可持續
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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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增強媒體推廣平台

為促進本集團的持續產品及服務發展以及新產品的推出，本集團加強
媒體宣傳平台，對本公司的網站進行改版、開設公司的Facebook專頁「abc 

Fintech World」以及分別在Facebook及YouTube頻道上進行直播。本集團
認為，改版後的網站煥然一新，再配合Facebook及YouTube媒體，將為
現有和潛在客戶提供更佳界面和具有競爭力的內容，並能夠與本集團
的最新發展保持一致，以增強和維持其競爭力。本集團已與多位業務夥
伴在其Facebook專頁進行推廣其持續產品及服務之直播。本集團目標與
多位業務夥伴合作，每月在本公司的Facebook專頁進行推廣其持續產品
及服務之直播。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通過本公司之Facebook專頁以視
頻方式介紹科技券計劃（「科技券計劃」）及有關申請的資料。科技券計
劃旨在資助本地中小企使用科技服務和解決方案，以提高生產力或進
行升級及轉型。本集團預計其可幫助客戶捕捉科技券計劃之機遇，使用
科技服務和解決方案，以提高生產力或進行資訊升級，從而拓展客戶群
以提升營業額目標。

(2) 提供海外按揭貸款之諮詢服務（二零二零年度本集團之新業務）

為了協助受冠狀病毒病在全球爆發所影響的香港海外物業投資者，以及鑑於
香港海外物業投資者對處理按揭事務（包括取得海外按揭及與物業發展商訂
立購買協議後尋求批准）之穩定需求，本集團展開一項按揭貸款諮詢之新服
務，為香港海外物業投資者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以選用具有銀行貸款成功
批核率高之聲譽的合適按揭方案。本集團的附屬公司ABC Enterprise Limited

已更名為Canada Mortgage Limited，以配合本集團之業務拓展計劃。Canada 

Mortgage Limited之主要業務為向客戶提供海外物業按揭貸款之諮詢服務。
為了落實新業務，本集團使用現有已開發之手機應用程式之架構以進一步發
展為處理客戶服務的按揭貸款申請平台。此外，本公司已推出Facebook專頁
「Canada Mortgage」以推廣此服務。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為提供諮詢服務一
直與客戶保持密切商討，並接獲客戶提出共十三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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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保養服務

提供保養服務屬直接銷售OCTOSTP的一部份。經客戶直接購買後，客戶需向
本集團支付軟件保養費。倘銷售電腦軟件特許權、軟件租賃及提供相關服務
得以拓展，此分部的表現亦會繼而提升。

(4) 銷售電腦硬件

本集團擬透過(i)拓展客戶群；及(ii)拓展產品基礎。詳情載列如下。

(i) 拓展客戶群

本集團過去主要向香港的經紀行及銀行的證券部門提供電腦硬件及一
般軟件。憑藉本集團的經驗及資源，本集團已將其客戶群擴展至非金融
相關客戶。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已簽訂十三項硬件銷售合約。當中，
與一名非金融客戶簽訂五項合約，以提供防火牆保護、閉路電視解決方
案及設置伺服器裝置；及與多名非金融客戶簽訂三項合約，以提供流動
產品及相關服務。本集團已擴大其銷售及市場推廣團隊，通過積極推廣
電話及研討會接洽經紀行及銀行的其他部門。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正
就提升電腦硬件、防火牆及其他第三方產品與多名客戶進行磋商。

(ii) 拓展產品基礎

自二零一九年起，本集團已經與不少於十名新業務合作夥伴合作，範圍
涵蓋多種產品及解決方案，例如雲端服務、網絡安全解決方案、合規解
決方案、資訊科技管理服務、掃描及儲存解決方案、閉路電視解決方案、
流動應用程式設計服務、主動備份解決方案及視像會議解決方案，有助
本集團為客戶提供更多創新業務解決方案。

期內，本集團與三名新業務夥伴建立合作關係。其中一名為提供風險數
據、金融資訊刊物、財經新聞及數據能力的著名跨國供應商。該公司已
將其金融資訊解決方案與本集團的FinReg創新工具整合。此外，本集團
與一間在香港及中國內地流動及無線領域的領先企業成為業務夥伴，
合力銷售其流動產品。此外，本集團與一間雲端解決方案分銷商訂立合
作協議，以銷售阿里巴巴雲端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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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金融科技資源服務

本集團認為，金融科技、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及網絡安全在各行業的發展
瞬息萬變，對在相關範疇具有深入知識及經驗的資訊科技人才需求甚殷，故
金融科技資源分部具備龐大商機。此外，在目前不明朗的營商環境之下，許
多公司正為擴張業務而舉棋不定，想方設法以減輕經營負擔。因此，本集團
按需求為客戶提供更靈活的人手安排、資訊科技支援及相關諮詢服務，積極
為潛在客戶帶來快捷、靈活及具成本效益的管理方案。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與現有客戶簽訂多份派遣合約。更令人鼓舞的是，本
集團於期內與一名新客戶（一間知名證券行）簽訂新派遣合約。本集團將為客
戶提供第一期監管系統的派遣服務，並正與客戶就更多階段諮詢服務進行密
切磋商。

期內，本集團與一間招聘代理公司合作，其於資訊科技招聘方面具備豐富經
驗，並於資訊科技行業內擁有深入的認識及龐大的應徵者網絡。本集團與該
合作夥伴已制定策略性合作計劃，透過提供一系列服務以滿足客戶對資訊科
技專才的需求。本集團相信其金融科技資源服務能夠獲取雙贏的成果，使客
戶能夠精簡營運，專注核心業務。

本集團預期，對資訊科技專才的需求將持續增長。本集團致力簽訂更多派遣
合約，並在金融科技資源方面達致更高的營業額。本集團擬透過(i)招聘人力
資源專業人士；(ii)與獵頭公司合作；(iii)利用招聘門戶網站及(iv)參加職業博
覽會等方式以拓展此分部。詳情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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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招聘人力資源專業人士

本集團已聘請一名人力資源人員不時物色及發掘資訊科技專才，以依
時向客戶提供合適人選。

(ii) 與獵頭公司合作

本集團已就提供派遣及招聘服務而委託合共八間招聘機構物色及發掘
更多專才。期內，本集團與一間知名招聘公司於本公司的Facebook專頁
上合作進行直播，以宣傳其持續金融科技資源服務。本公司將繼續與各
招聘機構於本公司的Facebook專頁上合作進行直播，以推廣其服務。

(iii) 招聘門戶網站

本集團亦已開始在知名招聘門戶網站（包括jobsDB、CTgoodjobs、南華
早報在線、Indeed和LinkedIn等）上刊登招聘廣告，以擴大為客戶提供資
訊科技專才人選的人才庫。

(iv) 參加職業博覽會

本集團亦已開始參加職業博覽會。職業博覽會讓本集團能夠接觸大量
求職者，符合成本效益。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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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須根據GEM上市規
則第5.46條至第5.68條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
及淡倉如下：

股份之好倉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之好倉，而
本公司及聯交所亦無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另行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知會
於有關股份之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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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之好倉

(a)  本公司：

本公司所授出之所有購股權均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到期。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相關股份之好倉，本公司
及聯交所亦無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另行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知會於
有關股份之好倉。

在符合GEM上市規則第23章之新規定前，本公司未能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
年一月二十二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進一步授出購股權。

(b) 相聯法團：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相聯法團之相關股份之好倉，或本
公司及聯交所亦無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另行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知
會於有關股份之好倉。

債券之好倉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債券之好倉，而
本公司及聯交所亦無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另行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知會
有關債券之好倉。

股份之淡倉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之淡倉，而
本公司及聯交所亦無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另行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知會
有關股份之淡倉。

相關股份之淡倉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本衍生工具之
相關股份之淡倉，而本公司及聯交所亦無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另行根據GEM上
市規則第5.46條知會有關股份之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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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之淡倉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債券之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
員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券之權益或淡倉而須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第7及8分部規定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
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須根據GEM

上市規則第5.46條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權益及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載，
以下人士（除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及淡倉。

股份之好倉

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之
百分比

Maximiz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公司 177,793,941 59.05%

Pacific East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公司 16,450,838 5.46%

DGM Trust Corporation（附註） 受託人 公司 194,244,779 64.51%

附註：

DGM Trust Corporation為The City Place Trust之受託人，The City Place Trustom全資擁有Maximizer 

International Limited（其持有本公司59.05%權益）及全資擁有Pacific East Limited（其持有本公司5.46%

權益）。The City Place Trust為全權信託，其受益人包括許教武先生之若干家庭成員，但不包括 

許智豪先生或林曉凌女士或彼等各自之任何配偶或未成年之子女。許教武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許智豪先生及本公司行政總裁許智揚先生之父親。許教武先生亦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林曉凌女士之
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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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之好倉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根據本公司與Maximizer International Limited訂立
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之有條件認購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十
日之補充協議補充及修訂）：

1. 本公司向Maximizer International Limited發行123,529,400股可換股優先股。根
據於行使可換股優先股附帶轉換權時初始轉換價每股普通股0.17港元，於可
換股優先股附帶轉換權獲悉數行使後將配發及發行最多123,529,400股新普通
股。

2. 本公司向Maximizer International Limited發行本金金額29,699,876.20港元為期
五年零利率非上市可換股債券。根據於行使可換股債券附帶轉換權時初始轉
換價每股普通股0.17港元，於可換股債券附帶轉換權獲悉數行使後將配發及
發行最多174,705,154股新普通股。

除上文披露者外，登記冊上並無記錄其他人士及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本衍生工
具之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份之淡倉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其他人士及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之淡倉。

相關股份之淡倉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其他人士及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本衍生工具之相關股份之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概無獲知任何其他已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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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根據GEM上市規則，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成立一個審核委員會，
此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廖廣生先生、黃劍豪先生及William Keith 

Jacobsen先生組成。廖廣生先生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兼審核委員會成員。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黃劍豪先生獲委任
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委員會成員。William Keith Jacobsen先生於二零
零九年七月十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委員會成員。廖廣生先生
為本年度審核委員會主席。

列載審核委員會之權力及職責之書面職責範圍乃經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之「成
立審核委員會之指引」後編製及採納。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亦規定須檢討本公
司僱員可就財務匯報、內部監控或其他方面可能發生之不正當行為提出關注的安
排。審核委員會應確保有適當安排，讓本公司可對此等事項作出公平獨立之調查
及採取適當行動，並擔任本公司與外聘核數師之間之主要代表，負責監察二者之
間之關係。審核委員會為董事會與本公司之核數師在本集團審核範圍內產生之事
宜方面之一道重要橋樑。審核委員會亦審閱財務申報過程，以及本集團內部控制
系統之充足程度及有效性。

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審核委員會已舉行三次會議以審閱本
公司之報告及財務報表，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審核委員會會議記錄
由公司秘書保存。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彼等認為該等業績乃按照適用之會計準則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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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
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入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許智豪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許智豪先生 （執行董事）
林曉凌女士 （執行董事）
廖廣生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劍豪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William Keith JACOBSEN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五日

本公佈將由其刊登日期起至少一連七日刊登在GEM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及
本公司網頁www.hklistco.com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