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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年度收益增加9.2%至26.0百萬澳元。

. 毛利為13.2百萬澳元，增加了2.7%。

. 年度毛利率為50.6%。

. 年度淨利潤增加166.5%至4.1百萬澳元。

. 同等全日制學生負擔為1,258名，上升9.3%。

. 每股基本盈利為0.161澳分，增加了103.8%。

. 建議末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 0.4港仙（ 2018年：無），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

批准後方告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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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連同2018年同期

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附註 千澳元 千澳元

收益 5 26,020 23,823

銷售成本 (12,841) (10,996)

毛利 13,179 12,827

其他收入 5 2,355 1,109
行政開支 (7,849) (10,472)
廣告及營銷開支 (1,780) (1,159)
其他經營開支 — —

除稅前溢利 6 5,905 2,305

所得稅開支 7 (1,766) (752)

年度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4,139 1,553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139 1,5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澳分） 9 0.161 0.079

每股攤薄盈利（澳分） 9 0.155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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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9年6月30日

2019年 2018年
附註 千澳元 千澳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5,023 980
無形資產 5,728 4,181
預付款項及按金 1,020 1,627
遞延稅項資產 14 1,714 2,905

非流動資產總額 13,485 9,693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2,173 1,266
應收稅項 1,21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2,352 47,367

流動資產總額 45,735 48,63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1,450 1,34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91 2,804
遞延收入 — 2,626
合約負債 13 2,202 —

應付稅項 — 398

流動負債總額 5,743 7,173

流動資產淨值 39,992 41,46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3,477 51,153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88 217

資產淨值 53,189 50,936

權益
股本 43,221 45,133
庫存股份 (1,140) —

儲備 11,108 5,803

總權益 53,189 5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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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及集團資料

澳洲成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年度

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董事於2019年9月19日之決議案獲授權刊發。

澳洲成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為一家於 2001年 10月 2日在澳洲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

址為Suite 1, Biomedical Building, 1 Central Avenue, Australian Technology Park, Eveleigh, New South Wales

2015, Sydney, Australia。本公司股份已自2018年5月11日起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在澳洲提供私立高等教育服務。有關本集團運營性質及主要活動的進一步資料將載於

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的年報內「董事會報告」章節中。

2. 編製基準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要求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該等綜

合財務報表以澳元（「澳元」）呈列，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均湊整至最接近之千澳元（「千澳元」）。

3. 會計政策之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保險合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澄清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2014年至2016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除下文所述有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的影響外，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

準則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於 2018年 1月 1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

工具：確認及計量，匯集金融工具會計處理之所有三個方面：分類及計量、減值及對沖會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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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確認對 2018年 7月 1日之權益適用的年初結餘作出任何過渡性調整。因此，比較資料未經重

列，仍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呈報。

(a) 分類及計量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取決於兩項評估：金融資產的合約現金流量

特徵及實體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

本集團債務工具之新分類及計量如下：

— 以業務模式持有的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工具，其目的是持有金融資產以收取符合屬

尚未償還本金的純粹支付本金及利息（ SPPI標準）的工具合約現金流量的合約現金流量。此類別

包括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所包括的金融資產。

本集團業務模式評估乃於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日期 2018年 7月 1日作出，且其後追溯應

用於並未於2018年7月1日前終止確認的金融資產。評估債務工具的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僅包括本金及

利息乃根據於初步確認資產時的事實及情況進行。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對金融工具的確認並無重大影響，對 2018年 7月 1日的年初結餘亦無重

大影響，因此並未導致調整於2018年7月1日的年初保留盈餘。

(b) 減值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規定按攤銷成本或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列賬的債

務工具、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並未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入賬的租賃應收款項、貸款承諾及財

務擔保合同的減值，須根據預期信貸虧損模式（按十二個月基準或全期基準）入賬。減值方法變動對

本集團於2018年7月1日保留盈餘的影響並不重大，因此不會導致調整於2018年7月1日的年初保留盈

餘。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及其修訂本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及相

關詮釋，除少數例外情況外，其適用於所有客戶合約產生的收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建立新的五

步法模型，以將客戶合約產生的收益入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收益按反映實體預期有權就

轉移商品或服務予客戶而換取的代價的金額確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內的原則為計量及確認收入

提供更具架構的方法。該準則亦引進廣泛的定性及定量披露要求，包括總收益的分拆、有關履約責任的

資料、合約資產和負債賬戶結餘於各期間的變動以及重大判斷和估計。該等披露納入綜合財務報表。由

於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本集團已就綜合財務報表中的收益確認更改會計政策。

本集團已透過採用經修訂的追溯法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根據該方法，該準則可應用於初始應

用日期之所有合約或僅可應用於在該日尚未完成之合約。本集團已選擇將該準則應用於2018年7月1日尚

未完成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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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前，本集團將預收客戶的代價確認為遞延收入。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該款項被分類為合約負債。因此，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後，於2018年7月1日，本集

團將 2018年 7月 1日預收客戶的代價 2,626,000澳元由遞延收入重新分類為合約負債。於 2019年 6月 30日，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就提供教育服務預收客戶的代價 2,202,000澳元由遞延收入獲重新分類為

合約負債。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提供教育服務所得服務收入的確認並無重大影響，對於2018年7月1日的

年初結餘亦無重大影響，因此並未導致調整於2018年7月1日的年初保留盈餘。比較資料未經重列，仍根

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規定及相關詮釋呈報。

4.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確認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及董事會為主要經營決策者。本集團僅擁有一個於澳洲提供私

立高等教育服務之報告分部。

於年內，由於所有收益來自澳洲，本集團於一個地理分部內運營。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澳洲。

非流動資產資料乃以資產所在地為基準，且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

首席執行官及董事會作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根據學生人數及所賺取課時費評估本集團表現。

於財政年度，提供予單一客戶之服務並未佔本集團總收益的10%或以上。

5.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千澳元 千澳元

客戶合約收益

課時費收入 24,696 22,806

其他服務費收入 1,324 1,017

26,020 2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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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合約收益

(i) 分拆收益資料

2019年 2018年

千澳元 千澳元

地區市場

澳洲 26,020 23,823

收益確認時間

隨時間確認的課時費收入 24,696 22,806

隨時間確認的其他服務費收入 1,324 1,017

26,020 23,823

(ii) 履約責任

於澳洲提供私立高等教育服務

履約責任於提供服務的一段時間內達成。本集團與學生簽訂的高等教育計劃合約期限一般為 0.5

年，總期限最高續約1至4年，視乎教育計劃而定。學費由學生於各學年開始前確定及支付。

於2019年6月30日，分配至未履行（或部分未履行）餘下履約責任的交易價如下：

2019年
千澳元

合約負債（附註13） 2,202

合約負債包括提供教育服務所收取的短期墊款。所有其他餘下履約責任預期將於一年內確認。

於年內確認之收益與上一年度已履行之履約責任概無關聯。

2019年 2018年

千澳元 千澳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671 237

已變現外匯收益淨額 1,151 169

未變現外匯收益淨額 392 590

其他 141 113

2,355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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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2019年 2018年

千澳元 千澳元

無形資產攤銷 1,039 780

折舊 338 243

經營租賃項下最低租賃付款 1,441 1,273

核數師酬金 325 298

僱員福利開支

（不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酬金）：

工資、薪金及其他僱員福利 8,733 6,316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1,274 827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 726 541

減：資本化金額 (843) (564)

9,890 7,120

7. 所得稅

本集團須就其所在及運營司法權區產生或來自有關司法權區的利潤繳納所得稅。利得稅乃根據估計應課

稅溢利按本集團於截至2019年及2018年6月30日止年度之27.5%法定稅率作出撥備。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來自香港或於香港賺取的應課稅溢利，故並未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2019年 2018年

千澳元 千澳元

即期—其他地區

年內支出 544 2,022

過往期間即期稅項撥備不足 6 —

遞延（附註14） 1,216 (1,270)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1,766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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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集團法定稅率（本集團所在司法權區的法定稅率）計算適用於除稅前溢利之稅項開支與按本集團實際

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對賬如下：

2019年 2018年

千澳元 % 千澳元 %

除稅前溢利 5,905 2,305

按本集團於2019年及2018年的法定稅率27.5%

計算之稅項 1,624 27.5 634 27.5

不可扣稅開支 136 2.3 113 4.9

稅率下降導致年初遞延稅項減少 — — 17 0.7

其他 6 0.1 (12) (0.5)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支出 1,766 29.9 752 32.6

8. 股息

2019年 2018年

千澳元 千澳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為零（ 2018年：6.7澳元） — 6,283

於報告期結束後，董事擬派付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4港仙（ 2018年：無），

合計金額約為10,952,000港元（約2,000,000澳元）（ 2018年：無），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

告作實。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利潤 4,139,000澳元（ 2018年： 1,553,000澳元）及年內已發

行2,565,884,000股（ 2018年：1,977,977,000股）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利潤計算。用於計算的股份加權平均數為年內已發行股

份數目（誠如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者），且加權平均股份數目假設於年內被視為行使或轉換所有攤薄潛

在股份為股份時按零代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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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計算：

2019年 2018年

千澳元 千澳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4,139 1,553

股份數目

2019年 2018年

普通股 普通股

千股 千股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計及股份拆細） 2,565,884 1,977,977

攤薄影響—股份加權平均數：

表現權利 97,983 98,280

2,663,867 2,076,257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教科書

廠房及

設備

教室及

辦公設備 總計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2019年6月30日

於2018年6月30日及2018年7月1日：
成本 245 1,046 641 1,932
累計折舊 (153) (598) (201) (952)

賬面淨值 92 448 440 980

於2018年7月1日，扣除累計折舊 92 448 440 980
添置 42 944 3,412 4,398
出售 — (17) — (17)
年內計提折舊 (33) (162) (143) (338)

於2019年6月30日，扣除累計折舊 101 1,213 3,709 5,023

於2019年6月30日：
成本 286 1,697 4,004 5,987
累計折舊 (185) (484) (295) (964)

賬面淨值 101 1,213 3,709 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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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廠房及

設備

教室及

辦公設備 總計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於2018年6月30日

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7年7月1日：

成本 221 1,177 537 1,935

累計折舊 (124) (772) (289) (1,185)

賬面淨值 97 405 248 750

於2017年7月1日，扣除累計折舊 97 405 248 750

添置 24 194 255 473

年內計提折舊 (29) (151) (63) (243)

於2018年6月30日，扣除累計折舊 92 448 440 980

於2018年6月30日：

成本 245 1,046 641 1,932

累計折舊 (153) (598) (201) (952)

賬面淨值 92 448 440 980

11.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的學生須預繳下個學期的學費。本集團於年內並無未收回應收款項（ 2018年：無）。本集團致力嚴

格監控其未收回應收款項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餘。鑒於上述情況及本集團

貿易應收款項與大量學生有關，並無高度集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

押品或其他信用提升物。

於年內概無已確認減值虧損。

12. 貿易應付款項

根據付款到期日，於年末之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千澳元 千澳元

超過兩個月 1,450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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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合約負債

於2019年6月30日及2019年7月1日之合約負債結餘詳情如下：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7月1日

千澳元 千澳元

收取學生之短期墊款

課時費 2,202 2,626

合約負債包括就尚未提供相應服務而收取學生之短期墊款。本集團於各學年開始前預收學生的學費。學

費於適用課程有關期間按比例確認。

14. 遞延稅項

年內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變動如下：

遞延稅項資產

以股份為

基礎付款 僱員福利 應計費用

物業、廠

房及設備 其他 總計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於2017年7月1日 — 322 134 12 298 766

年內計入損益╱（自損益扣除）

之遞延稅項* 238 37 155 (11) 1,210 1,629

股本 659 — — — 774 1,433

於2018年6月30日及

2018年7月1日之遞延稅項

資產總額 897 359 289 1 2,282 3,828

年內計入損益╱（自損益扣除）

之遞延稅項* (106) 61 (134) (1) (596) (776)

股本 25 — — — — 25

於2019年6月30日之遞延稅項資

產總額 816 420 155 — 1,686 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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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稅項負債

無形資產 預付款項

未變現外匯

收益 總計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於2017年7月1日 564 — — 564

年內自損益扣除╱（計入損益）之遞延稅項* 196 — 163 359

於2018年6月30日及2018年7月1日

之遞延稅項負債總額 760 — 163 923

年內自損益扣除之遞延稅項* 490 5 (55) 440

於2019年6月30日之遞延稅項負債總額 1,250 5 108 1,363

* 年內自損益扣除（ 2018年：計入損益）之遞延稅項總額為 1,216,000澳元（ 2018年： 1,270,000澳元）
（附註7）。

就呈列而言，若干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已於財務狀況表內抵銷。以下為本集團就財務申報而言之遞延稅

項結餘分析：

2019年 2018年

千澳元 千澳元

遞延稅項資產總額 3,077 3,828

遞延稅項負債總額 (1,363) (923)

於財務狀況表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淨額 1,714 2,905

15. 報告期後事項

報告期後概無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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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簡介

作為澳洲主要一流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之一，本公司在全國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註冊。

TOP的商學院為本科生及研究生提供優質課程。有關課程亦由主要專業機構（如英國特許公

認會計師公會、澳洲會計師公會及澳洲及新西蘭特許會計師公會）認證。本公司創造了歷

史，因為於⾼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及NSW LPAB官方認證其法律學位課程時，其在私立高

等教育機構中創立了第一所法學院。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本公司有 1,258名學生修讀 32門
課程，課程範圍包括學歷及非學歷學習。

此外，迄今為止，TOP乃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JSJ名單上所列的唯一一所私立高等教育機

構，作為42家獲推薦澳洲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之一。

於本公告日期，TOP已於澳洲和中國的相關監管機構完成註冊新名稱為Australi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Commerce的相關程序。

於2016年5月，普華永道代名人（作為澳洲普華永道之代名人）作為股東投資於TOP。

澳洲普華永道與TOP簽訂一份聯盟協議，於2023年3月31日屆滿。屆滿前，雙方可協定將聯

盟協議的期限再延長一段時間，亦可於延長期間修改其條款。根據聯盟協議，澳洲普華永

道同意提供多項服務協助拓展我們於澳洲的學術課程及非學術課程。

運營升級

課程創新計劃

於報告期間，TOP已為管理與商業領域本科及研究生設立商業數據分析的指定課程，包括

通過修訂課程架構及修改若干科目（課程）來審核及升級現有課程，以協助學生了解先進技

術要素及該等技術於相關領域的應用。

TOP亦已致力於將基於數字化技術的要素融入現有或提議課程的整個課程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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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數字化技術的基礎知識及技能培訓，TOP一直開發線上模塊，以協助管理與商業領

域的學生滿足其了解商業管理方面的數據分析、算法語言、編碼及編程的技能要求。

我們亦正就上述數字化技術在澳洲、中國、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新經濟」及「新商業模式」中

的實際應用以及相關成功或失敗的例子開發一個國際化的學習案例集。

為完成上述課程創新任務，本集團積極搭建了一個廣闊的海內外合作平台，與領先的專家

及機構合作完成科研立項工作。

為了在課程創新以及未來教學及學習成果方面取得良好成績，本集團亦尋求與「新經濟」及

「新商業模式」的行業合夥人維持緊密關係及相互融合。

中國的國際合作教育項目

於報告期間，在為通過銜接課程到澳洲 TOP 求學的學生建設國際教育平台的過程中，TOP
持續與中國高校及高等教育機構建立合作辦學項目，並於 2018年 7月 1日在三個合作項目的

基礎上實現了與重慶、河北、浙江、山東等地的高校及機構建立超過八個合作辦學項目的

目標。於報告期間，於中國的三個合作項目繼續營運。

作為中國教育部批准之正式課程，TOP於廣西財經學院的3+1銜接課程獲準自2018年至2023
年續期五年招生，並於 2018年 9月通過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計劃內）（「高考」）
成功完成其計劃內招生率。與山東省及河南省學院之計劃亦於2018年9月成功完成計劃內要

求。

於 2019年 4月，TOP分別與重慶工商大學派斯學院及重慶人文科技學院（均由民生教育集團

所持有，民生教育集團為本公司的基石投資者，於 2019年 6月 30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約 8.2%）簽訂了一份新合作協議。該協議為期五年，並可能在雙方同意後續簽。該

協議為本集團與兩校間提供合作機會。

於 2019年 6月，TOP與中國海洋大學的兩個學院簽訂了一份新合作協議，中國海洋大學自

2017年起被列入中國「雙一流」大學建設規劃，此前亦被列入「 985工程」（中國頂尖大學名

單）及「 211工程」名單。現在，中國海洋大學得到國家及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及資助，協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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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該協議為期五年，並可能在雙方同意後續簽。該協議提供了兩校間的

合作機會，包括本科課程以及學生在澳洲的短期學習課程及內部職業技能培訓。

與TOP聯合開辦銜接課程的12所高校及機構包括：

. 廣西財經學院

. 山東理工職業學院

. 河南經貿職業學院

. 嘉興學院

. 湖北經濟學院

. 湖北經濟學院法商學院

.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 重慶人文科技學院

. 重慶工商大學派斯學院

. 重慶藝術工程職業學院

. 重慶傳媒職業學院

. 中國海洋大學的管理學院及經濟學院

隨著國際教育平台的發展，於報告期間，TOP一直在開發一個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移動

應用程序（「應用程序」），為日後準備到澳洲求學的學生提供一個線上平台。應用程序將為

本集團國際教育平台提供便利，讓學生更好地體驗及了解本集團的課程和優勢。本集團亦

計劃利用全新人工智能方法分析學生的需求，從而提高中國合作教育項目的轉化率。

法律學士學位重新認證

我們法律學士學位（「法律學士學位」）之預定重新認證程序進展順利。於 2019年 6月 27日，
TOP收到來自新南威爾士州法律專業資格准入委員會（「LPAB」）的正式通知，再認證TOP的
法律學士學位，有效期為自通知日期起計五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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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開發及認證

於報告期間，TOP的自我學位審核權及戰略委員會已認證以下新課程：

. 商務研究生證書

. 金融科技管理研究生證書

. 金融科技管理研究生文憑

. 金融規劃研究生證書

. 金融規劃研究生文憑

. 金融規劃碩士

. 營銷研究生文憑

. 營銷碩士

. 專業會計服務碩士

TOP的可招收海外學生院校與課程之聯邦註冊名單已新增該等課程，供國內外學生學習。

自我學位審核權範圍內的新課程（如酒店及接待服務的管理課程），以及自我學位審核權範

圍外的新課程（如信息技術領域的碩士課程、澳洲學歷資格框架 10級水平的管理及商業領

域的博士課程以及數字電影及新媒體領域的學士課程）正在開發中，並將於完成時呈交高

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評估及批准。

與澳洲普華永道聯盟

根據聯盟協議，澳洲普華永道已提供多項服務，協助本公司於澳洲推出包括高等教育學生

職業發展及高級管理人員培訓課程以及「智能校園」設計及數字教育解決方案在內的一系列

舉措。

學生職業發展

TOP堅信教育不僅僅是學生於課堂上所學之知識。通過TOP的職業發展計劃，學生可將彼

等於課堂所學之理論轉化為實際生活經驗。這些經歷將幫助TOP的學生於當今競爭激烈的

就業市場中脫穎而出。此外，TOP的Career Edge計劃使其在學生招聘市場中獨具一格及具

有競爭力，因為TOP已建立專注於學生職業發展及前途的良好聲譽，這使得TOP不同於其

他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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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Career Edge計劃中參與實習工作的學生的調查顯示， 72%的學生於完成該計劃的工作經

驗後的三個月內獲得一份全職工作。擁有全職工作的學生於會計事務所、主要銀行、保險

集團或其他大型企業等各類僱主獲得職位。

提升可招收海外學生院校與課程之聯邦註冊容量

於 2019年 6月 7日，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批准新校舍，從而將我們可招收海外學生院校與

課程之聯邦註冊的學生容量由1,500人增至2,000人。這將使國際學生容量增加30%以上。

多元化國際學生來源

TOP保有來自中國的國際學生的主要市場，中國一直為澳洲國際教育的頭號貢獻者。同時

TOP亦積極開拓多元化的國際市場。

TOP的國際學生來自 60多個國家╱地區。就報告期間的招生而言，來自非中國地區的國際

學生入學人數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增加63%以上。

併購（「併購」）

本公司建立了強大的併購團隊，該團隊由擁有併購、會計、財務、法律及合規等不同背景

的有經驗專業人士以及行業專家組成。目前，該團隊正共同努力尋找與本公司具協同效應

的潛在目標，並一直對該潛在目標進行盡職審查。

招生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EFTSL總數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增加了9.3%。

2019年 2018年

國際商務學士 (1) 341.5 365.6
應用金融與會計學士 (2) 136.7 97.9
法律學士 63.5 74.6
專業會計與商務碩士 (3) 363.6 391.4
國際商務碩士 (4) 91.8 98.6
其他 (5) 77.8 5.8
非學歷科目學習 183.2 117.2

總計 1,258.1 1,151.1

– 18 –



附註：

(1) 此項包括部分屬相同專業的課程，即商科副學士及商科文憑。

(2) 此項包括部分屬相同專業的課程，即應用金融與會計副學士及應用金融與會計文憑。

(3) 此項包括部分屬相同專業的課程，即專業會計碩士、會計研究生文憑及會計研究生證書。此項亦包括選

修若干會計課程以滿足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員的學術要求的學生的小部分數額。

(4) 此項包括部分屬相同專業的課程，即營銷與公關碩士、公關與營銷研究生文憑、國際商務研究生文憑及

商務管理研究生證書。

(5) 此項包括所有其他研究生課程。

學費

每年學費漲幅上限為 15%，且三年間漲幅不超過 30%。學費上漲由學校管理團隊根據市場

狀況釐定。

國際 國內

課程名稱 2019年 2018年 % 2019年 2018年 %

澳元 澳元 變動 澳元 澳元 變動

應用金融與會計文憑 21,000 20,000 5% 17,000 17,000 0%
應用金融與會計副學士 42,000 40,000 5% 34,000 34,000 0%
應用金融與會計學士 63,000 60,000 5% 51,000 51,000 0%
商業文憑 21,000 20,000 5% 15,000 15,000 0%
商業副學士 42,000 40,000 5% 30,000 30,000 0%
國際商務學士 63,000 60,000 5% 45,000 45,000 0%
會計研究生證書 11,960 11,500 4% 8,500 8,500 0%
商務管理研究生證書 11,960 11,500 4% 8,500 8,500 0%
會計研究生文憑 23,920 23,000 4% 17,000 17,000 0%
國際商務研究生文憑 23,920 23,000 4% 17,000 17,000 0%
公關與營銷研究生文憑 23,920 23,000 4% 17,000 17,000 0%
國際商務碩士 35,880 34,500 4% 25,500 25,500 0%
營銷與公關碩士 35,880 34,500 4% 25,500 25,500 0%
專業會計碩士 35,880 34,500 4% 25,500 25,500 0%
會計實務碩士 35,880 34,500 4% 25,500 25,500 0%
專業會計與商務碩士 47,840 46,000 4% 34,000 34,000 0%
商業研究研究生證書 18,000 18,000 0% 10,000 10,000 0%
商業研究碩士 72,000 72,000 0% 40,000 40,000 0%
商務研究生證書* 11,960 10,900 10% 8,500 8,500 0%
工商管理研究生文憑 23,000 21,800 6% 17,000 17,000 0%
工商管理學碩士 46,000 43,600 6% 34,000 34,000 0%
法律學士 80,000 80,000 0% 48,000 48,000 0%
法律碩士 20,000 20,000 0% 20,000 20,000 0%

* 原稱為工商管理研究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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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獲得自我學位審核權，學生容量隨著智能校園的發展而增加及於中

國及其他地區的國際平台進一步設立合作銜接課程，這些成就構成了TOP 2.0。時下TOP
3.0的關鍵詞為創新、智慧及國際化。

1. 為迎接時下工業4.0及社會5.0和將來的發展，本集團已將建立「智能校園」的提議升級為

更全面的「智慧教育」，通過創新手段覆蓋數字校園基礎設施、教學及學習方法的各方

面以及機構管理系統，來提高學生體驗及學習成果，以及使管理更為高效及精確，為

此，本集團已與相關領域的主要技術企業接洽；

2. 為向學生提供最新的知識及技能，發展其人生職業能力，TOP將實施傳統管理及商務

課程與數字化技術應用（如人工智能、數據分析、金融科技及機器學習等）相結合的課

程創新計劃，為此，本集團已與內部學術人員及外部國際一流大學、研究機構及相關

行業的專家開展合作。該等課程創新將持續未來兩至三年，其後，將隨著未來業務實

踐及技術的發展進行定期審查及更新。

3. 為達到未來三至五年學生人數的目標，TOP不僅已完成於悉尼South Eveleigh（前稱澳洲

科技園）的新校舍，同時發展澳洲塔斯馬尼亞州霍巴特的首家創新型洲際分校，亦已於

2019年在全國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註冊新商業名稱Australi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Commerce。尤其是，自中國中央政府於2019年6月30日公佈正式外商投

資類別以根據中國教育制度鼓勵指定省份教育領域的外商投資以來，除了與其他大

學╱學院設立更多合作銜接課程外，本集團一直在尋求於中國（全世界最大的教育市

場）建立創新型機構的併購或直接投資機會。本集團希望成為教育資產跨國多元化的國

際教育集團而不是只注重招募單一地區的國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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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於報告期間的收益指所提供的服務價值。本集團收益於截至 2019年 6月30日止年度達26.0百
萬澳元，較上一年度的收益增加9.2%。收益明細列示如下：

2019年 2018年 變動

千澳元 千澳元 %

課時費收入 24,696 22,806 +8.3%
境外服務費 1,324 1,017 +30.2%

26,020 23,823 +9.2%

收益增加主要由於 (i)學費於 2019年 3月開始增加，及 (ii) EFTSL由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年度

的 1,151名增加 9.3%至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 1,258名，使得招生人數擴大，課時費收

入由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約 22.8百萬澳元增加 8.3%至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

約24.7百萬澳元。

學費佔本集團收益的94.9%以上，而境外服務費約佔收益的5.1%。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員工成本、折舊及攤銷、辦公室開支、諮詢及學生相關成本。

銷售成本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年度的11百萬澳元增加約1.8百萬澳元或16.8%至截至2019
年6月 30日止年度的12.8百萬澳元。該銷售成本的增加主要歸因於 (i)招聘僱員人數的增加導

致僱員福利開支增加 0.7百萬澳元， ( i i )學費及 EFTSL增加導致代理佣金增加 0.4百萬澳

元， (iii)無形資產的增加導致無形資產攤銷增加 0.25百萬澳元， (iv)於年內簽訂新租賃協議

導致租賃付款增加0.15百萬澳元，及 (v)EFTSL增加導致學生成本增加0.1百萬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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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 12.8百萬澳元增加 2.7%至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

13.2百萬澳元，主要由於學費及EFTSL增加導致學費收入增加。毛利率由截至 2018年 6月 30
日止年度的 53.8%輕微減少 3.2%至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 50.6%，主要由於僱員開支

增加及攤銷增加。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年度的約1.1百萬澳元增加112.4%至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

年度的約 2.4百萬澳元。該增加主要由於 (i)外匯收益增加 0.8百萬澳元，及 (ii)利息收入增加

0.4百萬澳元。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一般及行政員工的薪資及其他福利、辦公室相關開支、折舊及公共公司

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約 10.5百萬澳元大幅減少至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

年度的 7.8百萬澳元。該減少乃主要歸因於 (i)上市開支減少約 6.0百萬澳元， (ii)僱員人數的

增加導致僱員福利開支增加1.4百萬澳元， (iii)公共公司開支增加約1.0百萬澳元，及 (iv)僱員

股份計劃的會計處理增加0.5百萬澳元。

年度利潤

由於上述因素，本集團年度淨利潤由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約 1.6百萬澳元增加約

166.5%至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的約4.1百萬澳元。

資本開支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年度，本集團資本開支約為 4.4百萬澳元，主要包括 ( i )廠房及設

備， (ii)教具及辦公室及 (iii)教師參考用書的開支。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 2019年 6月 30日，本集團擁有手頭現金 42.4百萬澳元（ 2018年 6月 30日： 47.4百萬澳元），
無銀行借款（ 2018年 6月 30日：無）。於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透過經營活

動所得現金流入淨額及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撥付營運資金需求及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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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年 6月 30日，以本集團總借款及總權益為基準計算的資產負債比率為 0%（ 2018年 6月
30日：0%）。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年內概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

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於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年度，董事會亦未授權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或

增資計劃。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功能貨幣為澳元。本集團的大部分收益及開支均以澳元計值，惟若干開支以港元計

值。於 2019年 6月 30日，若干銀行結餘及應付款項以美元及港元計值。本集團並無就對沖

用途使用任何金融工具。然而，管理層監察外匯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

風險。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19年及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資產並未抵押。

或然負債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報告期後事項

本公司於報告期後具有以下重大事項：

. 於 2019年 8月 1日，TOP已完成在中國教育部的 JSJ名單中註冊一個新營運名稱Australi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Commerce的相關程序。至此，已於澳洲及中國的相

關監管機構完成新名稱的註冊程序。請訪問以下網頁鏈接： https: / / www.teqsa.gov.au /
national-register / provider / top-education-group-limited及 http: / / www.jsj.edu.cn / news / 1 /
221.shtml。

. 於 2019年 8月 16日，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批准TOP於塔斯馬尼亞州霍巴特的首家洲際

分校，自批准日期起，TOP已能夠在該分校招收第一批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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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9年 8月 11日，本集團已與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科大訊飛」）（一間於深圳證券

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002230））及訊飛幻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訊飛幻境」）
（中國的領先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公司）簽署諒解備忘錄，以共同開發全面智慧教育。科

大訊飛及訊飛幻境的工作團隊於2019年9月5日拜訪TOP以跟進落實計劃。

. 於 2019年 9月 8日，TOP於中國北京舉辦首屆管理學課程創新國際會議，作為本集團課

程創新計劃的重要一步。出席會議的資深專家包括來自中國科學院大學、清華大學、

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嘉興學院、悉尼大學商學院及西澳大

學商學院的資深專家以及來自相關行業的資深專家。該等專家（作為智囊團）討論了教

育創新的特徵、趨勢及經驗，並向本集團提供彼等對於課程創新計劃的評論及意見。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4港仙（ 2018年：無）。

本公司將於 2019年 12月 18日（星期三）或前後向於 2019年 12月 9日（星期一）名列於本公司股

東登記名冊上的股東支付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建議派付後方告

作實。

股東週年大會

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將於 2019年 11月 27日（星期三）舉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及所有其

他相關文件將予以刊發並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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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是否有權參加將於 2019年 11月 27日（星期三）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

票，本公司將由 2019年11月 22日（星期五）至2019年 11月 27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

於會上投票，所有填妥及簽署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 2019年 11月 21日
（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香港時間）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

為釐定是否有權獲取末期股息，本公司將於 2019年 12月 5日（星期四）至 2019年 12月 9日（星

期一）（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

記。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 2019年 12月 4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

（香港時間）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已於聯交所購買合共39,420,000股股份，總代價（扣除經紀及開支）約為

12,042,910港元。於 2019年 6月 30日，已註銷 36,550,000股購回股份。於本公告日期，所有上

述購回股份均已註銷。

購回月份

購回

股份總數

所付每股最

高價

所付每股最

低價 總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2018年10月 260,000 0.310 0.290 77,200
2018年11月 3,930,000 0.345 0.300 1,234,450
2018年12月 21,260,000 0.325 0.285 6,444,000
2019年1月 4,550,000 0.335 0.315 1,456,450
2019年2月 350,000 0.360 0.355 124,650
2019年3月 520,000 0.415 0.355 192,300
2019年4月 — — — —

2019年5月 1,640,000 0.265 0.249 416,160
2019年6月 6,910,000 0.340 0.260 2,097,7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報告期間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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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

組織章程或公司法項下並無強制要求本公司按比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份的優先購買權條

文。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公開獲得的資料及據董事所深知，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至少 25%已發行股

份總數由公眾持有。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包括超額配售權）達約 172百萬港元或約 30百萬澳元（經扣除包銷費用、

佣金及相關費用）。於 2019年 6月 30日，本集團已根據招股章程所載分配動用所得款項淨額

中總額約33.6百萬港元。

用途

佔總額

百分比

所得款項

淨額 已動用金額 未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購或投資中國及澳洲教育

集團╱機構 41.0% 70.4 — 70.4
在中國設立六個學生體驗中心 (1) 26.7% 45.8 — 45.8
升級TOP的校園 9.4% 16.1 8.8 7.3
擴大TOP的校區 5.5% 9.5 9.5 —

進一步發展學生職業發展計劃作

為線上課程 (1) 4.9% 8.4 — 8.4
擴展TOP的研究及學術活動以及

專業發展以達成戰略目標 3.1% 5.3 1.7 3.6
擴展TOP的市場推廣活動 4.4% 7.6 5.2 2.4
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5.0% 8.6 8.4 0.2

總計 100.0% 171.7 33.6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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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如招股章程所披露，該學生體驗中心將設有虛擬現實或增強現實技術，以供中國的潛在學生切身體

驗悉尼及TOP的生活，因此吸引學生加入我們。同時，進一步發展學生職業發展計劃作為線上課程

將為我們帶來目標回報率。然而，我們得知由於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通過虛擬現實共享信息變得

更為普遍及高效，因此，該學生體驗中心及學生職業發展計劃線上課程可能不會帶來預期回報。因

此，董事會正在審查及審議通過將投資用於人工智能方法而非學生體驗中心來改變所得款項淨額的

分配，並發展智慧教育以滿足學生及市場的迫切需求。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開始開發人工智能應用程序，為日後準備到澳洲求學的學生提供一個線上平

台。應用程序預期通過為學生提供簡易有效的方法讓學生更好地體驗及了解本集團的課程及一般報

價，以推動本集團國際教育平台。人工智能方法將用於應用程序中以分析學生需求，且有效利用該

等數據有望提高參與中國合作教育項目的學生的轉化率。目前，董事會正對移動應用程序進行可行

性研究，作為物理體驗中心接觸中國潛在學生的可替代方法，其更廣泛的戰略是投資及應用人工智

能來提供教育服務。根據可行性研究的結果，該方案可能提呈予董事會供其審議。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並無任何具體計劃更改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的任何分配。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

則於適當時候就上文作出公告。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致力於達到良好企業管治標準。

董事會相信，良好企業管治標準乃為本公司提供框架以保障股東權益、提升企業價值、制

定公司業務策略及政策以及加強透明度及問責所必需。

本公司認為，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守

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主席及首席執行官」段落註明的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

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 .2.1條，主席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之職務應予區分，且
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年度，本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之職務均由

祝敏申博士擔任。董事會認為，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之職務由同一人擔任將使本公司於制定

業務策略及實施業務計劃時實現更高響應、效率及效益。

– 27 –



此外，鑒於祝博士豐富的行業經驗及於本公司過往發展中擔任的重要職務，董事會認為，
祝博士於上市後繼續擔任主席及首席執行官有利於本公司的業務前景，且由執行董事、非

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董事會的營運足以平衡其權力及權限。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做出具體

查詢，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報告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及財務資料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

年度之年度業績，包括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

初步公告所載本集團於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

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之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同意，該等數字乃本

集團之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所載之數字。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
構成根據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審閱業務準則或國際核證

業務準則而進行的核證服務，故此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概不就本初步公告發表任何保證。

刊發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年度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top.edu.au上刊發。本公司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年報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

本公司股東，並於上述網站上刊發。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本公司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奉獻及努力以及股東的信任及支持表示

衷心地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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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英國特許公認

會計師公會」

指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

「聯盟協議」 指 本公司與澳洲普華永道訂立日期為 2016年 5月 27日之聯盟

協議

「澳洲學歷資格框架」 指 澳洲學歷資格框架，規定澳洲學歷等級標準

「澳洲科技園」 指 澳洲科技園

「澳元」 指 澳元，澳洲法定貨幣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澳洲」 指 澳洲聯邦

「學歷」 指 澳洲學歷資格框架第1級至第10級資質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商學院」 指 悉尼市商學院，為本公司學術部之命名，涵蓋管理與商業

領域的高等教育課程

「澳洲及新西蘭特許會計

師公會」

指 澳洲及新西蘭特許會計師公會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及地域參考而言，除文義有

所指定外，不包含香港、澳門及台灣

「公司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

方式修改

「本公司」、「學院」、

「TOP」、「我們」或

「我們的」

指 澳洲成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ACN 098 139 176），於2001年
10月 2日於澳洲新南威爾士州註冊成立的公眾有限公司，
以Top Education Institute進行營業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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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公司法」 指 2001年公司法（澳洲聯邦），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

式修改，為澳洲管理公司的主要法律

「理事會」 指 TOP Education Institute理事會

「課程」 指 於完成後授予學歷的學習課程

「澳洲會計師公會」 指 澳洲會計師公會有限公司

「可招收海外學生院校與

課程之聯邦註冊」

指 可招收海外學生院校與課程之聯邦註冊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FTSL」 指 同等全日制學生負擔（學院招生計量），按學生於指定年度

修讀的科目總數除以單個全日制學生一年應修讀的科目平

均數計算

「僱員」 指 (a) 本公司任何僱員（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執行董事）；

(b) 任何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c) 理事會的任何成員；和

(d) 本公司的任何顧問，

不包括根據其居住地法例或規例，不得根據有關計劃的條

款向其授出獎勵股份及╱或歸屬獎勵股份，或董事會或委

員會或受托人（視情況而定）認為就遵守當地適用法例或監

管要求而不納入該僱員屬必要或權宜的任何僱員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其不時合併的聯屬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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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指 旨在獲取澳洲學歷資格框架第 5級至第 10級資質的學習，
包括文憑、高級文憑、副學士學位、學士學位、研究生證

書、研究生文憑、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不時頒佈

「 JSJ名單」 指 中國教育部於教育涉外監管信息網上發佈的獲認可澳洲大

學及高等院校名單

「法學院」 指 悉尼市法學院，為本公司命名，提供法律學位課程

「上市」 指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

修改

「主板」 指 由聯交所營運的證券交易所（不包括期權市場），獨立於聯

交所GEM，並與其並行運作

「民生發展」 指 民生教育發展有限公司，民生教育集團之直接全資附屬公

司

「民生教育集團」 指 民生教育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 2005年 12月 13日在開曼群

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於 2017年 3月 22日於聯交

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為1569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

「NSW LPAB」 指 新南威爾士州法律專業資格准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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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課程」 指 學生於某一學院修完若干指定課程後可合資格轉往其他學

院繼續學習並就完成任務獲得學分的課程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4月27日之招股章程

「澳洲普華永道」 指 澳洲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ABN 52 780 433 757），澳洲執

業會計師

「普華永道代名人」 指 PricewaterhouseCoopers Nominees (A .C .T . ) Pty Ltd，於1969
年 8 月 2 9 日 在 澳 洲 首 都 直 轄 區 註 冊 成 立之有 限 公 司 ，
由 Pricewaterhouse Coopers Nominees (N .S .W . ) Pty Ltd及
PricewaterhouseCoopers Nominees (Victoria) Pty Ltd（股東）分
別擁有50%及50%權益

「薪酬委員會」 指 董事會薪酬委員會

「報告期間」 指 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間

「自我學位審核權」 指 自我學位審核權

「學生職業發展計劃」 指 學生職業發展計劃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

署」

指 澳洲根據 2011年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法案成立的高等教

育質量與標準署

「信託契據」 指 本公司與受託人訂立的日期為 2018年 10月 23日的信託契據

（經不時重列、補充及修訂）

「受託人」 指 Pacific Custodians Pty Ltd（ACN 009 682 866）（其乃獨立於本

公司且與本公司概無關連）及任何額外或替代受托人，即

信託契據中聲明信託當時的一名或多名受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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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澳洲成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

祝敏申

董事會主席

香港，2019年9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祝敏申博士（徐榕寧女士為其替任董事）及曹蘇萌女士；非執行董事為李桂平先

生、Thomas Richard Seymour先生（張愷先生為其替任董事）及戴羿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衛平教授、

Brian James Stoddart教授、王天也先生及Steven Schwartz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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