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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GEM」）之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
市場。有意投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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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GEM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因GEM上市公司新興性質所然，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
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易
通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

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之資

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

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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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總額約為70,531,000港元，較二零
一八年同期之收入總額約68,510,000港元增加約2.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5,717,000港元，較二
零一八年同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1,050,000港元增加約444.6%。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盈利約為2港仙（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0.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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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同期比較

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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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3 33,908 36,190 70,531 68,510
其他收入 245 130 283 261
其他收益 – (310) 2 (373)
僱員福利開支 4 (21,779) (20,262) (46,320) (39,176)
折舊及攤銷 (4,539) (2,298) (6,296) (4,394)
其他經營開支 (3,604) (11,963) (10,809) (22,366)    

經營溢利 4,231 1,487 7,391 2,462
財務費用 (266) (41) (328) (189)    

除稅前溢利 5 3,965 1,446 7,063 2,273
所得稅開支 6 (782) (704) (1,346) (1,223)    

期內溢利 3,183 742 5,717 1,05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183 742 5,717 1,0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3,183 742 5,717 1,0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3,183 742 5,717 1,050    

全面收入總額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港仙） 8 1.1 0.3 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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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 於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43 4,574
使用權資產 8,425 –
無形資產 12,317 12,263
遞延所得稅資產 1,181 1,181
其他資產 205 205  

25,271 18,223  

流動資產
合約資產 2,240 11,70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73,285 55,30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5,234 –
抵押銀行存款 9,051 9,029
銀行信託賬戶結餘 13,563 36,5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 35,800 47,848  

149,173 16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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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於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408 2,235
租賃負債 8,802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4,389 50,135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11
流動所得稅負債 1,668 703
借貸 9,635 11,632  

54,902 64,716  

流動資產淨值 94,271 95,7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9,542 113,923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5 195
借貸 80 149  

275 344  

資產淨值 119,267 113,57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 2,800 2,800
股份溢價 25,238 25,238
儲備 91,229 85,541  

權益總額 119,267 11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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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保留溢利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的結餘（經審核） 2,800 25,238 25,624 55,971 109,633     

期內溢利 – – – 1,050 1,05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總額 – – –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050 1,050     

已付中期股息 – – – – –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 
結餘（未經審核） 2,800 25,238 25,624 57,021 110,683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 
結餘（經重列） 2,800 25,238 25,624 59,888 113,550     

期內溢利 – – – 5,717 5,71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總額 – – –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5,717 5,717     

已付中期股息 – – – – –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 
結餘（未經審核） 2,800 25,238 25,624 65,605 11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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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使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11,266) 19,654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533) (13,101)

融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249) (524)  

現金、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減少）╱增加淨額 (12,048) 6,029

期初現金、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 47,848 28,552  

期末現金、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 35,800 3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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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

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上市日期」）於聯交所GEM上市。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GEM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就該等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準則而言，採納該等準則

對本集團當期及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和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就該等尚

未生效且並無於過往會計期間提早採納的準則而言，本集團正評估該等準則對本集團

業績及財務狀況的影響。

3. 分部資料及收入
董事審閱本集團的內部財務呈報及其他資料，同時亦獲取其他相關外部資料以評估表

現並分配資源，且經營分部乃參考該等資料而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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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經營分部主要從下列香港業務單位產生收入：

(a) 外包呼入客戶聯絡服務；

(b) 外包呼出客戶聯絡服務；

(c) 人員派遣服務；

(d) 客戶聯絡服務中心設備管理服務；

(e) 金融服務，主要包括經紀業務及資產管理服務產生的佣金收入；及

(f) 「其他」分部主要包括許可、系統維護以及銷售系統及軟件。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外包呼入
客戶聯絡
服務

外包呼出
客戶聯絡
服務

人員派遣
服務

客戶聯絡
服務中心
設備管理
服務 金融服務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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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6,108 17,793 29,131 3,709 11,302 2,488 70,531       

分部業績 639 1,705 2,911 795 4,339 542 10,931
折舊及攤銷 531 1,655 – 937 1,746 707 5,576       

分部總資產 4,372 24,033 15,012 5,120 45,615 3,194 97,346       

分部總資產包括：

資產（金融工具除外） 242 754 – 427 2 668 2,093       

分部負債總額 1,773 4,994 3,890 629 23,775 2,118 3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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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外包呼入

客戶聯絡

服務

外包呼出

客戶聯絡

服務

人員派遣

服務

客戶聯絡

服務中心

設備管理

服務 金融服務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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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9,826 24,459 26,773 3,961 1,291 2,200 68,510       

分部業績 1,464 2,230 2,748 797 (2,798) 1,044 5,485
折舊及攤銷 887 1,560 – 612 635 606 4,300       

分部總資產 8,181 28,199 15,091 6,319 20,886 9,614 88,290       

分部總資產包括：

資產（金融工具除外） 1,033 1,817 – 712 115 791 4,468       

分部負債總額 1,227 3,253 3,290 836 277 25 8,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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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與除稅前溢利的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的分部業績 10,389 4,441
其他分部業績 542 1,044  

分部業績總額 10,931 5,485

未分配：
其他收入 283 261
其他虧損 － 淨額 2 (373)
折舊及攤銷 (720) (94)
財務費用 (103) (189)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3,330) (2,817)  

除稅前溢利 7,063 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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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僱員福利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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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金及補貼 21,814 20,262 46,377 39,369
退休金成本 －  
界定供款計劃 953 937 2,046 1,783    

僱員福利開支總額 
（包括董事薪酬） 22,767 21,199 48,423 41,152
減：於遞延開發成本內 
資本化的金額 (988) (937) (2,103) (1,975)    

21,779 20,262 46,320 3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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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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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 
各項：

自有物業、廠房及 
設備折舊 3,560 1,337 4,345 2,473
無形資產攤銷 979 961 1,951 1,921    

折舊及攤銷總額 4,539 2,298 6,296 4,394    

租賃物業的經營租賃 
款項 – 1,762 – 3,683
研發成本 979 961 1,951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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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已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的估

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八年：16.5%）的稅率計提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已就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

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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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所得稅 782 704 1,346 1,223
遞延所得稅 – – – –    

782 704 1,346 1,223    

因並無重大時間差異，故並無於財務報表中作出遞延稅項撥備。

7. 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

無）。

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i)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
審核綜合溢利約5,71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50,000港
元）及(ii)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80,000,000股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80,000,000股）計
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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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多媒體客戶聯絡服務及客戶聯絡中心系統 
產生之應收款項 35,956 29,220

金融服務業務產生之應收款項

－ 客戶保證金 3,015 –
－ 結算所 7,705 50

減：虧損撥備 (595) (595)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46,081 28,675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7,338 26,772
減：虧損撥備 (134) (139)  

27,204 26,633  

73,285 5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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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銷售的平均信貸期為30日。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0至30日 18,465 9,296
31至60日 1,473 8,676
61至90日 6,378 5,153
超過90日 9,640 5,500  

35,956 28,625  

1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銀行現金按基於每日銀行存款利率的浮動利率賺取利息。銀行結餘存放於信譽良好且

近期並無拖欠記錄的銀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銀行現金存款及手頭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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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3,157 4,177
金融服務業務產生之貿易應付款項

－ 客戶現金 6,695 636
－ 客戶保證金 6,850 35,740
－ 結算所 7,723 195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付款項 9,964 9,387  

34,389 50,135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0至30日 1,534 2,565
31至60日 485 684
61至90日 430 219
超過90日 708 709  

3,157 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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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普通股數目
每股面值0.01港元

的普通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 5,000,000,000 50,000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280,000,000 2,800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280,000,00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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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聯方交易
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其他位置所披露的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於期內訂立以下重大

關聯方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關聯方名稱 交易性質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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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無限有限公司 物業租賃開支 266 560 443 1,279

東海食品（香港）有限公司 季節性活動開支 2 – 2 –

港銀財務有限公司 系統維護收入 – – (78) (74)

佳源陞域發展有限公司 資產管理服務收入 (5,345) – (8,707) –

Pacific Paradise 
Development Limited

顧問服務收入 (350) – (350) –

Stan Group (Holdings) 
Limited

物業租賃開支 654 624 1,308 1,248

季節性活動開支 26 51 35 51

設備管理服務收入 (155) – (344) –

派遣服務收入 (285) – (675) –

呼入服務收入 (162) – (162) –

The Wave (Hing Yip Street) 
Corporation

季節性活動開支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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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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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金及短期僱員福利 135 135 270 270
離職後福利 2 9 3 18    

137 144 273 288    

1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或然負債。

15. 批准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六日由董事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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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持續從事提供全方位多媒體客戶聯絡服務及客戶聯絡中心系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

包括外包呼入客戶聯絡服務、外包呼出客戶聯絡服務、人員派遣服務及客戶聯絡服務中心

設備管理服務。自二零一七年起，本集團已拓展至金融服務界別，從事證券交易及資產管

理服務。

對數據私隱的關注、數據安全監管、截停來電應用程式及投身電話推售業的新血減少等外

部因素持續為對外電話推售業務帶來挑戰，使服務分部進一步萎縮。

本集團已藉投入更多資源及支持於建立人際網絡及招聘人手，繼續拓展人員派遣服務業

務。近期，勞動力市場稍為寬鬆，進一步協助推動業務增長。

儘管近期政治摩擦及社會動盪致使本地短期及長期經濟前景黯淡，本集團之金融服務業務

於報告期間在收益及溢利貢獻方面已開始重拾動力。

期內已成功獲得就跨越不同投資工具（如債券、證券及基金）的投資策略提供持續顧問服務

之重大合約。交易不僅是我們金融業務的穩定收入來源，更展現我們在這方面的能力。本

集團對本地日後經濟有信心，並將繼續推行增長策略，透過鞏固基金管理能力以探索金融

行業的新機遇，獲取穩定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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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總收入約為70,500,000港元，較
二零一八年同期總收入增加約2,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68,500,000港元）。

本集團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8%增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約15.5%。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約1,100,000港元增加約444.6%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5,700,000港元。
本集團毛利率及純利增加，主要歸因於金融業務的財務表現有所改進。

收入及分部業績

外包呼入客戶聯絡服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外包呼入客戶聯絡服務錄得收入約6,100,000港元，
較二零一八年同期減少約37.8%（二零一八年：約9,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業績約為6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約1,500,000港元）。外包呼入客
戶聯絡服務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4.9%減至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0.5%。

外包呼入客戶聯絡服務收入之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數項具

可觀利潤率的項目完結。隨着外包呼入客戶聯絡服務的營業額減少，毛利率較二零一八年

同期減少。

外包呼出客戶聯絡服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外包呼出客戶聯絡服務錄得收入約17,800,000港
元，與二零一八年同期相比減少約27.3%（二零一八年：約24,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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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業績約為1,7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約
2,200,000港元）。外包呼出客戶聯絡服務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約9.1%略升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9.6%。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外包呼出客戶聯絡服務收益下跌的原因，主要為部份

客戶在外包電話銷售服務方面的業務策略有所改變，以致相關業務的銷量下跌。

人員派遣服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員派遣服務分部錄得收入約29,100,000港元，與
二零一八年同期相比增加約8.8%（二零一八年：約26,800,000港元）。

人員派遣服務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業績約為2,900,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約2,700,000港元）。人員派遣服務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約10.3%維持相近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0%。

人員派遣服務之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現有以及新客戶的人員派遣服務需求不斷增加所

致。

客戶聯絡服務中心設備管理服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客戶聯絡服務中心設備管理服務錄得收入約

3,700,000港元，與二零一八年同期相比減少約6.4%（二零一八年：約4,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業績約為8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約800,000
港元）。客戶聯絡服務中心設備管理服務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約20.1%微升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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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
證券相關金融服務包括證券經紀、保證金借貸及證券相關顧問服務。資產管理相關金融服

務包括提供資產管理、基金管理及資產管理相關顧問服務。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金融服務收入約11,3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約1,300,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金融服務正毛利率約38.4%，而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錄得負毛利率約207%。

金融服務之收入及毛利率大幅增長乃由於證券交易及顧問服務以及基金管理服務的業務量

增長。

其他
「其他」分部主要包括偉思客戶聯絡中心系統相關之特許及系統維護服務、系統及軟件銷售

（「偉思相關其他服務」）。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偉思相關其他

服務的收入約為2,5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約2,2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偉思相關其他服務分部錄得毛利率約

5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錄得毛利率約900,000港元。毛利
減少主要由於偉思客戶聯絡中心系統新功能及特性的開發成本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100,000港元增加約
444.6%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700,000港元。溢利增加乃主要由於資產
管理業務增長。

股本架構
本公司股本架構自上市日期起並無重大改變。本公司的股本僅包括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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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本集團遵循審慎財務管理政策以及擁有強健的財務狀況。於回顧六個月內，本集團以內

部產生的現金流以及銀行提供的銀行融資為本集團的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資產淨值約94,3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95,700,000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35,8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47,8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的減少乃主要由於應收款
項的可收回程度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下降所致。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及資產負債比率（總

負債╱總資產）分別為約2.72（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48）及12.8%（於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2.6%）。資產負債比率的定義為負債淨額（負債總額減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除以總資本。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其銀行存款約9,0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9,000,000港元），並抵押以獲得銀行融資以及貿易應收款項融資。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本公司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中企
業管治守則（「守則」）載列的所有守則條文（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6.2(a)條除外，其詳情載於
下文）。

根據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6.2(a)條，非執行董事的職務應包括參與董事局會議，就策略、
政策、業績、問責、資源、主要委任及行為準則提供獨立判斷。於回顧期間，本公司主席

兼非執行董事鄧成波先生由於與董事會會議上討論的交易存有利益衝突，故未能出席該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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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至第
5.67條所載的交易必守標準。經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遵守證券交易的交易必守標準。

購股權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批准的購股權

計劃（「購股權計劃」）項下的購股權獲授出、行使、屆滿或失效。

董事收購股份之權利
除購股權計劃外，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概無參

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透過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

益，亦無董事或其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擁有任何權利可認購本公司之股份或債權證，

或概無已行使有關權利。

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就董事所知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股

東╱控股股東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亦無擁有

任何其他與本集團存在衝突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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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
益及╱或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
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任何該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

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記於本公司要求保存的
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指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鄧成波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公司權益 210,000,000
（附註）

75%

附註： 該等權益由萬士達企業有限公司持有，而該公司由鄧成波先生全資實益擁有。因此，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鄧成波先生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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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

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須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登記於該條所指的登記冊內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
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或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或淡倉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相

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
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
的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百分比

萬士達企業有限公司 
（附註）

實益擁有人 210,000,000 75%

附註： 萬士達企業有限公司由非執行董事鄧成波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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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董事或

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
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及╱或淡倉，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或淡倉，或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
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的權益。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並認

為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乃符合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聯交所規則及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

露。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律並無優先購買權條文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

發售新股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且本公司或其任何

附屬公司均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局命

易通訊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鄧耀昇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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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鄧耀昇先生及楊家榮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鄧

成波先生；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錫基先生、張江亭先生及黃錦泰先生。

本報告由刊登之日起最少七日於GEM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內及於本公
司網站www.etsgroup.com.hk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