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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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Ecotourism Group Limited 

中國生態旅遊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71）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 
 

 

財務業績（未經審核） 

 

中國生態旅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或「董事」）謹此提

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根據本公告「審閱未經審核年度業績」一段所述之原因，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度業績的審核程序尚未完成，本公司無法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49 條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

刊發經本公司核數師同意的年度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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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117,155  118,563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 彩票終端設備折舊   (3,867)  (33,605) 

 － 其他   (71,962)  (57,443) 

      

   (75,829)  (91,048) 

      

毛利   41,326  27,515 

其他收入  4  20,493  13,520 

其他虧損淨額 5  (14,187)  (409,777)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62,943)  (26,332) 

一般及行政費用   (201,704)  (144,085) 

      

經營虧損 6  (217,015)  (539,159) 

財務成本 7  (57,410)  (86,03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2,756)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  (2,496) 

      

除所得稅前虧損   (274,425)  (630,445) 

所得稅抵免 8  3,156  6,527 

      

年內虧損    (271,269)  (623,918) 

      

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56,398)  (573,971) 

非控股權益   (14,871)  (49,947) 

      

   (271,269)  (623,91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虧損      

 －基本 9  (11.73) 港仙  (55.75) 港仙 

       

 －攤薄 9  (11.73) 港仙  (55.75)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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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虧損  (272,763)  (623,918) 

     

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將不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估自用物業之收益 -  245,546 

 重估自用物業產生     

  之遞延稅項  -  (7,518) 

     

  -  238,028 

   

238,028 

  

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4,516  22,495 

 應佔聯營公司及一家合營企業之    

  其他全面支出  -  176 

     

  4,516  22,671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4,516  260,699 

     

年內全面支出總額  (268,247)  (363,219)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53,257)  (326,641) 

非控股權益  (14,990)  (36,578) 

     

年內全面支出總額  (268,247)  (36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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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5,356  50,138 

 使用權資產   330,622  342,130 

 無形資產   20,238  63,29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89  189 

 按公平值入賬損益之      

  金融資產   4,536  6,769 

      

   401,111  462,518 

      

流動資產      

 存貨   21,356  9,694 

 應收賬項 10  13,270  70,70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73,704  128,123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1,049  76,430 

      

   209,379  284,952 

      

資產總額   610,490  747,470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1  5,485  4,39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56,105  38,872 

 合約負債   45,808  31,285 

 應付一家合營企業款項   6,225  6,766 

 應付一位股東款項   1,224  56,880 

 應付董事款項   7,500  19,703 

 

 

應付稅項   4,355  8,100 

212,00021  銀行及其他借款   197,000  212,793 

 租賃負債   6,722  10,920 

 可換股債券   127,062  137,205 

       

    457,486  526,923 

       

流動負債淨額   (248,107)  (241,97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3,004  22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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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9,161  39,993 

 租賃負債   6,827  12,256 

       

   45,988  52,249 

      

資產淨額   107,016  168,298 

      
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權益      

 股本 12  77,211  25,737 

 儲備   1,774,605  1,622,090 

 累計虧損   (1,989,166)  (1,738,885) 

      

   (137,350)  (91,058) 

      

非控股權益   244,366  259,356 

      

權益總額   107,016  16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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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國生態旅遊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三日在百慕達根據百慕達公司法

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集團是中國公益彩票行業彩票系統、終端設備及遊戲產品的技術提供商與運營

服務供應商。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涵蓋視頻彩票、電腦票與基諾型彩票，以及新媒體

彩票等各個領域。於二零一九年，本集團開始從事天然及健康食品的研發、加工、

生產及銷售業務。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開發與運營生態旅遊項目業務。 

 

本公司股份目前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2.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惟若干按重估值或公平值列賬之自用物業及相關租賃土地和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包括衍生工具）除外。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應用下列現有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

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本  新冠病毒疫情相關租金減免 

 

本年度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對過往期間確認的金額概無任何影響，預期對本

期間或未來期間不會有重大影響。 

 

(b) 尚未採納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以下為已頒布且強制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或較後

期間執行，但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的新準則及現有準則的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  保險合約及有關修訂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的修訂本  提述概念框架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的修訂本   資產出售或注資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的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 

   詮釋 5（二零二零年）的有關修訂 1 

  



- 7 - 

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的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的修訂本  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相關遞 

   延稅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的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之  

   收益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 號的修訂本  虧損合約 – 履行合約的成本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2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待釐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該等準則預計不會對於當前或未來報告期間對本集團及可預見未來之交易造成重

大影響。 

 

3. 營業額 

 

 本集團年內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彩票終端機及相關設備 73,546  35,775 

銷售天然及健康食品 3,089  8,066 

提供技術及維修服務 28,895  33,521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範圍內） 105,530  77,362 

經營租賃的租賃收入 11,625  41,201 

    

營業總額 117,155  118,563 

 

4.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存款及應收貸款的利息收入  20,360  6,403 

租金收入  -  203 

政府補貼  133  6,914 

     

  20,493  1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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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公平值入賬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虧損）╱收益  (2,232)  98 

重估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26,199  44,813 

租賃變更之收益  -  475 

租賃終止之收益  372  253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2,467)  (43,406) 

應收貸款之撇銷  -  (9,839)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之減值  (35,786)  (381,786)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  -  (17,007) 

外匯虧損  (273)  (3,378) 

     

  (14,187)  (409,777) 

 

6. 經營虧損 

 

 本集團經營虧損已扣除：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 彩票終端設備折舊  3,867  33,605 

 － 無形資產攤銷  8,359  10,815 

 － 營業稅  366  810 

 － 存貨成本確認為費用  61,489  31,483 

 － 維修及保養  206  5,302 

 － 其他  1,542  9,033 

      

   75,829  91,048 

      

核數師酬金  1,100  1,780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779  3,497 

使用權資產折舊  8,305  1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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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借款之利息開支  12,330  18,802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576  1,557 

應付一位股東款項之利息開支  2,209  4,605 

應付董事款項之利息開支  20  232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開支  42,275  60,838 

     

  57,410  86,034 

 

8. 所得稅抵免 

 

香港利得稅乃就年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稅率（二零二零年：

16.5%）計算。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均無在香港產生或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此在上述兩個年度並無作出香港利得

稅撥備。 

 

中國附屬公司之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二零二零年：25%），惟已取得「高

新技術企業」資格之附屬公司除外，有關附屬公司享有15%（二零二零年：15%）

之優惠稅率。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683  1,694 

 － 以前年度調整  (2,733)  (1,365) 

      

本期稅總額  (1,050)  329 

      

遞延稅     

 － 產生及回撥暫時性差異  (2,106)  (6,856) 

      

所得稅抵免  (3,156)  (6,527)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2,185,883,748股（二零二零年：1,029,480,733股）計算。 

 

計算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可換股債

券獲兌換由於假設兌換及行使將會減少每股虧損。計算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可換股債券獲兌換及購股權獲行使是由

於假設兌換及行使將會減少每股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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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租賃款項  4,590  65,846 

應收貿易賬款–品及服務  9,984  6,162 

     

  14,574  72,008 

減：備抵損失  (1,304)  (1,303) 

     

  13,270  70,705 

 

彩票終端設備及系統之租賃收入乃按月收費，於月結日後15至30日到期。銷售貨物之

收入於付運產品時入賬，信貸期介乎30至180日不等。提供技術及維修服務之收入每

半年或每年入賬，於發票日期後30日到期。根據發票日，於報告期末扣除備抵損失之

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9,134  2,709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181  441 

超過一年  3,955  67,555 

     

  13,270  70,705 

 

11. 應付賬項 

 

根據發票日，於報告期末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2,187  849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188  748 

超過一年  3,110  2,802 

     

  5,485  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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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每股面值港幣 0.025 元之 

法定普通股股份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1,600,000,000  40,000 

法定普通股增加(附註(i))  3,400,000,000  85,000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000,000,000  125,000 

     

   

每股面值港幣 0.025 元之 

已發行並繳足普通股股份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1,029,480,733  25,737 

供股事項發行之新股份(附註(ii))  1,569,905,533  39,248 

配售事項發行之新股份(附註(ii))  489,055,933  12,226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88,442,199  77,211 

 

 附註： 

  

(i)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通過的決議案，由於增加了

3,4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25元的普通股，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港幣

40,000,000元增加至港幣125,000,000元。 

 

(ii)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本公司已完成供股事項及配售事項共涉及發行

1,569,905,533股供股股份及489,055,933股配售股份。 

 

股息 

 

董事局不擬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二

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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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作為彩票系統、終端設備、遊戲產品的技術提供商與運營服務商，在中國

公益彩票行業持續投入和深耕細作十餘年，業務涵蓋電腦彩票、視頻彩票、即開

型彩票、新媒體彩票等相關領域，並持續發掘及開拓新零售等潛力業務。近幾年

來，通過在國際市場的努力開拓，本集團逐步形成了國內外共同發展的佈局。 

 

本集團堅持多元化發展策略，配合國家發展戰略，部署拓展新的業務。二零二一

年上半年起，大力拓展生態旅遊業務，積極推動集團業務向生態旅遊發展。 

 

中國彩票市場 

 

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零年，中國彩票市場經歷了行業政策調整及新冠疫情的雙

重影響，彩票銷量大幅度下跌；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出現穩定回升態勢。基於二零

二零年較低的基數以及二零二一年歐洲杯等因素，二零二一年全國彩票累計銷

量總體保持較快增長。 

 

據財政部公佈的資料，二零二一年全國共銷售彩票人民幣 3,732.85 億元，同比增

長 11.8%。其中，福利彩票機構銷售人民幣 1,422.55 億元，同比下降 1.5%；體

育彩票機構銷售人民幣 2,310.30 億元，同比增長 21.9%。 

 

彩票各品種銷售方面，由於部分彩票品種結構不斷調整優化，個別博弈性較強的

彩票遊戲退市，二零二一年主要彩票品種的彩票銷量同比波動較大。2021 年，

樂透數字型彩票銷售人民幣 1,618.92 億元，同比減少人民幣 600.16 億元；競猜

型彩票銷售人民幣 1,342.99 億元，同比增加人民幣 593.81 億元；即開型彩票銷

售人民幣 544.11 億元，同比增加人民幣 249.91 億元；基諾型彩票銷售人民幣

226.83 億元，同比增加人民幣 217.73 億元。樂透數字型、競猜型、即開型、基

諾型彩票銷售量分別佔年度彩票銷售總量的 43.3%、36.0%、14.6%、6.1%。 

 

彩票業規管 

 

近幾年來，政府圍繞“建設負責任、可信賴、高品質發展的公益彩票”發展目標，

堅持國家公益彩票定位，強調彩票的社會責任，加強責任彩票的建設與落實，淨

化行業生態，使得整個行業從簡單地追求銷量和速度，向追求品質和社會綜合效

益方向轉變。 

 

前幾年出臺了優化彩票品種和遊戲品種、限制大額投注等非理性購彩行為的相

關管理辦法。自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以來，財政部、民政部等部委又陸續修訂和發

佈了多項彩票公益金方面的新的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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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五月，財政部對《彩票公益金管理辦法》進行修訂，進一步明確了彩

票公益金使用部門、單位向社會公告應當包含的具體內容，對於不按規定向社會

公告的將依法追責；六月，財政部印發《彩票市場調控資金管理辦法》，擴大彩

票市場調控資金的具體使用範圍，將「補助因全國性不可抗力事件造成彩票銷售

場所暫停銷售，需維持其基本運轉的成本費用」納入其中；財政部制定了《中央

專項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會公益事業發展資金管理辦法》，要求社會公益事業

資金應堅持國家彩票公益屬性和社會責任，突出重點，向欠發達地區和弱勢群體

等傾斜，用於當地社會公益事業發展薄弱環節和領域。 

 

二零二一年八月，財政部公告 2020 年彩票公益金籌集分配情況和中央集中彩票

公益金安排使用情況。二零二零年全國共籌集彩票公益金人民幣 967.81 億元。

經全國人大審議批准，二零二零年中央財政安排彩票公益金支出人民幣 298.64

億元，用於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社會公益事業專案、資助老年人/殘疾/兒童

福利等，以及用於落實全民健身國家戰略，提升競技體育綜合實力，加快推進體

育強國建設。 

 

二零二一年五月民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編制的《「十四五」民政事業發展

規劃》，提出「發揮福利彩票支持保障作用」，將「福利彩票健康發展工程」列入

10 個重大工程項目。國家體育總局體育彩票管理中心在《2021 年體育彩票管理

工作要點及任務分解》中明確，二零二一年體育彩票發行銷售工作將繼續堅持國

家公益彩票定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圍繞「建設負責任、可信賴、

高品質發展的國家公益彩票」發展目標，系統推進「全產品、全管道、全價值鏈」

管理。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國政府網發佈《國務院關於印發「十四五」國家老

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規劃的通知》。該通知中提出，民政部本級和地方各級政

府用於社會福利事業的彩票公益金要加大傾斜力度，自二零二二年起將不低於

55%的資金用於支援發展養老服務，進一步提高了彩票公益金用於養老的比例。 

 

國家對彩票行業的規管調控效果明顯。從二零二一年彩票行業的市場表現可以

看出，彩票市場和彩民越來越成熟，彩票行業逐步走上更加平穩健康的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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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態旅遊市場 

 

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旅遊成為人們日常

生活重要選項。「十四五」期間，國家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

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釋放內需潛力，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

國內旅遊需求呈現剛性增長。此外，國家對生態環境保護及旅遊相關產業的政策

扶持，尤其是中國政府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提出建設「美麗

中國」、實現 2030 年碳達峰、2060 年碳中和等宏偉目標，為發展生態旅遊創造

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根據中國文化和旅遊部直屬的中國旅遊研究院（文化和旅遊部資料中心）發佈的

《中國旅遊集團發展報告（2020）》預測，未來五年，中國有望形成年均百億旅

遊人次和 10 萬億人民幣消費規模的國內遊大市場。國內旅遊市場還將保持對國

民經濟和社會就業百分之十以上的綜合貢獻率。 

 

本集團相信中國生態旅遊是朝陽行業；儘管目前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但疫情過

後必將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具有巨大發展潛力和發展空間。 

 

業務回顧與展望 

 

電腦票業務 

 

電腦票是中國彩票業的主力彩種。二零二一年，本集團在福利彩票和體育彩票市

場的電腦票業務穩定發展。在福彩領域，本集團提供服務的福彩第一大省——廣

東省福利彩票二零二一年彩票銷量為人民幣 161.83 億元，持續位居全國福彩省

級市場首位；本集團提供服務的上海市福利彩票和重慶市福利彩票二零二一年

銷量分別達人民幣 43.39 億元和人民幣 32.83 億元。本集團繼 2021 年獲得了廣

東福彩 3,000 台終端機的採購專案。之後，於 2022 年 3 月再度中標《廣東省電

腦福利彩票銷售終端採購項目》，為廣東福彩提供近人民幣 1,800 萬元的電腦銷

售終端設備。在體彩領域，在高頻快開與競彩玩法規則受限、各地體彩終端需求

減少的大環境下，本集團先後中標四川、甘肅、山西、內蒙等省體彩終端機採購

專案，並在山西、內蒙、遼寧、陝西、湖南、廣西、河南、雲南等省體彩開展售

後維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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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受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影響，本集團海外市場開拓受到一定限制，但

本集團仍持續開展海外彩票業務的技術準備工作。本集團進一步為迦納國家彩

票局建設運營監管平臺，後續將增加更多適合於當地市場、互動性更強的彩票新

產品。同時，為菲律賓彩票市場開發的新遊戲已基本完成，預計二零二二年與菲

律賓國家彩票機構（PCSO）合作開展的手持終端彩票業務將實現上線銷售，並

有望在緬甸開展手機互聯網銷售彩票業務。 

 

視頻彩票業務 

 

本集團附屬公司東莞天意電子有限公司（「天意公司」）是中國福利彩票視頻型彩

票「中福在線」的獨家設備提供商。「中福在線」是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的一款即

開型電子視頻彩票，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停售。 

 

天意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北京中

彩在線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中彩在線公司」）就合同到期後繼續使用天意公司終

端機的行為支付使用報酬。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判決中彩在

線公司向天意公司支付約人民幣 13.6 億的合作報酬及相應利息。中彩在線公司

就該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零二一年三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由中彩

在線公司向天意公司支付人民幣 5,483.57 萬元及利息。 

 

鑒於中彩在線公司在合約期滿後繼續使用所有權歸屬天意公司的終端設備進行

彩票銷售並獲得收益的事實以及相關法規之規定，本集團正在採取進一步的法

律手段，提起新的訴訟請求，以維護公司合法權益。 

 

彩票零售智能化 

 

近年來，隨著移動支付、人工智慧的興起，彩票零售的數位化、智慧化需求日益

強烈。彩票行業面臨管道重構和拓展創新的發展變革，彩票機構持續加大管道基

礎建設和規範管理的力度。 

 

本集團在行業內率先提出彩票新零售的理念，將智慧硬體、物聯網、大資料、區

塊鏈和人工智慧等創新科技全面應用於彩票銷售管道的運營、管理和行銷等環

節，已開發完成全面的智慧零售解決方案，包括多種智慧終端機產品，以及智慧

店面管理、智慧支付、智慧行銷、大資料服務等系統，以全面服務於彩票機構和

銷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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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態旅遊業務 

 

過去兩年裡，儘管旅遊行業深受新冠疫情衝擊，旅遊景區接待人次和綜合收入均

大幅下降。但本集團相信，旅遊行業是朝陽行業；新冠疫情終將結束，隨之而來

的將是旅遊業報復性的增長。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起，本集團積極佈局生態旅遊業務，並邁出實質性步伐。一月，

本集團與中國林業生態發展促進會簽訂了《關於中國生態旅遊景區開發的戰略

合作協定》，合作開展生態旅遊業務；二月，本公司更名為「中國生態旅遊集團

有限公司」；六月，本集團順利完成供股計劃；七月，本集團重組董事會，組建

專業旅遊管理團隊；並分別與金旅集團有限公司（「金旅集團」）和中國交通建設

集團旗下中交水利水電建設有限公司（「中交水利」）簽訂戰略合作協定。本集團

與金旅集團協議成立合資公司，承接其位於世界自然遺產中國 5A 級旅遊景區 

– 江西上饒三清山逍遙谷景區旅遊項目；與中交水利協議建立長期穩定的戰略

合作關係，雙方將發揮各自在景區的選址規劃、線路開發、旅遊專案運營、品牌

打造和工程施工、專案管理、資金運作等方面的優勢，展開全方位的合作；十月，

本集團與金旅集團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擬收購三清山文化旅遊股份有限公司的

70%股權，相關交易正在進行盡職調查。 

 

2021 年期間，本集團從北到南考察了 7 省 12 縣（市、區）45 個景區、專案及地

塊。 

 

項目 1：三清山逍遙谷 

 

三清山逍遙谷項目位於三清山金沙國家級旅遊度假區核心位置，有三清山世界

自然遺產、國家級旅遊度假區等雙一流品牌支撐，生態環境優越、峽谷資源豐富、

可建設用地集中，發展潛力巨大。 

 

 2021 年 1 月 6 月，集團考察洽談江西上饒三清山旅遊專案，達成合作意向； 

 2021 年 7 月，中國生態旅遊集團宣佈與金旅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定，雙方

共同合作開發三清山逍遙谷項目； 

 2021 年 10 月，啟動對三清山文化旅遊股份有限公司的收購，有關本次收購

的進一步詳情，請參見二零二一年十月十八日、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及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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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12 月，推動三清山逍遙谷部分專案的提升改造，包括：推動

三清金頂 360°全息科技沉浸式旅遊體驗場館的規劃設計、合作洽談；推動

三清山逍遙谷大型旅遊演藝專案的規劃設計、合作洽談；推動金沙灣假日酒

店、金沙綠谷頤養溫泉酒店與金茂(中國)酒店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合作洽談。 

 

同時，本集團已經完成三清山逍遙谷中國道文化旅遊度假區總體規劃策劃、三清

山逍遙谷專案可研報告的編制，正在積極推進下一步設計、建設及運營工作。 

 

項目 2：江西興國百里紅山 

 

百里紅山旅遊區（南部景區）有獨特的丹霞景觀仙桃峰、千年古刹懸空奇寺、天

然的風水寶地冰心道觀，融儒釋道文化、紅色文化和民俗文化於一體，生態景觀

震撼，文化內涵豐富，是自然奇觀與人文體驗完美結合的生態旅遊區。 

 

2021 年本集團對旅遊區內各個地塊進行多次實地踏勘，已經完成修建性詳細規

劃及提升策劃。 

 

2022 年 3 月 10 日，本集團與興國縣人民政府就江西省興國縣百里紅山旅遊區

（南部景區）景區開發及運營的合作項目達成初步協議。集團積極回應國家加快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舉措，項

目的建成，將有力地促進江西省興國縣旅遊產業發展，全面提升中國生態旅遊集

團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競爭力和影響力，為集團可持續的高增長奠定了深厚

的基礎。 

 

天然健康食品業務 

 

本集團附屬公司天然林場食品有限公司(「天然林場」)始終堅持原生態、無污染

的產品理念，所有產品經過「森林食品」認證，尤其菌菇、堅果、蜂蜜等產品因

穩定的品質和良好的客戶體驗，獲得廣泛好評。 

 

但二零二一年新冠疫情嚴重影響了天然林場的產品銷售，其在中國內地的商業

活動尚未全面恢復。眼下，天然林場正積極開拓包括綫上、綫下及社區團購等在

內的銷售管道；二零二二年一月部分產品已成功進入香港市場。首先在香港大昌

食品專門店上架。鑒於天然健康食品市場需求大，故未來會專注開發更多新產品

以滿足市場需要。 

 

隨著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尤其是經歷了新冠疫情對大眾進行的健康教育，安全

食品一定會在未來成為被廣大消費者極其關注的消費熱點與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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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嚴格食品安全全鏈

條品質安全監督”，要求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天然林場已於 2022 年 2 月，與中林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簽訂了受託協定，全面運

營該公司所屬的天貓賣場型森林食品旗艦店。 

 

中國目前有綠色食品、有機食品和森林食品三大食品安全標準。中森林食品有限

公司，不僅擁有森林食品旗艦店，還擁有森林食品商標和森林食品標準認證資質。

天然林場與中林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的深度合作，將在可見的未來取得更好的業

績增長。 

 

在 2022 年，天然林場在繼續擴大天然健康食品線下銷售量的同時， 

1. 加大線上森林食品旗艦店運營規模，擴大安全食品的品類與數量，預期在

2022 年 12 月達到 1 億銷售額； 

2. 與中林森林食品有限公司聯合建設、運營森林食品 APP，連接安全食品生產

企業與消費者需求，打造一個新的安全食品專屬的互聯網供銷平臺。 

 

展望未來 

 

展望二零二二年，充滿不確定性和挑戰。目前，全球正經歷新一輪由奧密克戎變

異株帶來的新冠疫情。新的病毒變異株傳播力強，致死率低；在越來越多國家實

行「與病毒共存」的策略下，中國動態清零政策面臨巨大挑戰。加上俄烏戰爭爆

發，全球通脹上升，美聯儲開啟縮債加息步伐，全球局勢再添變數。 

 

面對高度不確定的政經形勢和市場環境，本集團對未來業務前景依然保持審慎

樂觀。我們堅信，新冠疫情終將有效遏制，彩票、旅遊等市場終將回穩反彈。 

 

本集團堅持以多元化發展策略應對未來的挑戰與競爭。本集團將在繼續鞏固現

有彩票業務的同時，努力拓展中國生態旅遊及天然健康食品業務。本集團將審時

度勢，密切監察疫情帶來的市場風險，力爭將其對業務的影響減至最低。 

 

現今，高品質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旋律。二零一七年，中國共產

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高品質發展」，表明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

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二零二零年十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

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品質發展為主題。二零二二年是中共二十大召開

之年，也是各行業實施「十四五」規劃、推動高品質發展的關鍵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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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新的彩票發展指標和管理辦法，為彩票市場健康有序、高品質發展提供了保

障。國家發改委、民政部新近發佈的《「十四五」民政事業發展規劃》中，設置

了「十四五」時期「福利彩票銷售網站數 18 萬個」的發展指標，明確提出「逐

步建立規劃化精細化的管道管理體系，推動傳統銷售網站轉型發展，加強管道創

新，提高購彩便利性」。體育彩票也提出了「實施全管道管理，優化管道佈局和

結構，促進傳統專營管道優化創新，加強管道與其他業務的統籌融合」的要求。

可以預見，兼營管道、跨行業管道等新管道和多元化銷售方式將成為「十四五」

期間彩票管道拓展建設的重點，傳統網點的轉型和優化也勢在必行。 

 

本集團憑籍十多年來對彩票行業持續投入和深耕細作，具備行業先發優勢。我們

將繼續挖掘潛力，在核心系統、終端設備、遊戲產品、銷售管道建設等諸多方面，

彙集優勢、廣泛合作，積極為建立負責任、可信賴、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公益彩票

健康生態系統做出貢獻。我們立足中國市場的同時，嘗試更多模式的探討和創新，

積極推進彩票國際市場業務。 

 

國家旅遊業四大發展戰略：高品質發展、生態文明、健康中國和文旅融合，是推

動本集團業務向生態旅遊方向發展的動力和指路明燈。本集團將遵循這四大發

展戰略，發揮自身優勢，整合各項旅遊資源，致力將生態旅遊業務、天然健康食

品業務培育成新的業務增長點，爭取為股東帶來更大的回報。 

 

  



- 20 - 

財務表現回顧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共錄得營業收入約港幣 1.172

億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1.186 億元），較二零二零同期減少約 1%。本集團於截

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 2.564

億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5.74 億元），主要為非流動資產減值淨額約港幣 3,580

萬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3.988 億元），金融資產減值淨額約港幣 6,290 萬元（二

零二零年：港幣 2,630 萬元）及員工成本（不含員工購股權福利）佔約港幣 8,630

萬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8,470 萬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負債比率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約港幣 2.481 億元（二

零二零年：港幣 2.42 億元）。本集團相信現時之財務資源足夠應付資本及運營需

要。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銀行提供一項約港幣 2.4 億元（二

零二零年：港幣 2.4 億元）額度之非承諾循環貸款，提供上限為約港幣 2.4 億元

（二零二零年：港幣 2.4 億元）之公司擔保。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及其他借款約為港幣 1.97

億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2.128 億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之銀行貸款及信用額度是以(i) 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結餘值約港幣3.37億

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3.46 億元）；及(ii ) 一項由本公司一位董事簽署的個人擔

保（二零二零年：本公司一位董事簽署的個人擔保）作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本公司尚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為本金總額為港幣 1.4858

億元的二零一九年到期之 7.5 厘可換股債券（「新選擇權 1 債券」）。根據二零一

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訂立之補充信託契據，由二零一九年四月七日起利息按每年

8.5 厘支銷並須於到期日支付。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日，本公司與新選擇權 1 債

券之持有人訂立第四份補充信託契據，就此，到期日由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七日延

期至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七日。還款將分四期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二零二

一年十一月七日、二零二二年五月七日及到期日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償還第

三個修訂日期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之未償還本金額之 15%、15%、15%及

40%(或(如較低) 將導致未償還本金額減至零之有關金額)。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一

年七月三十日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前的一個工作天償還港幣 2,622 萬元

之第一期還款。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日，本公司與新選擇權 1 債券之持有人訂

立第五份補充信託契據以修訂還款條款。還款將分餘下三期於二零二二年一月

七日、二零二二年五月七日及到期日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償還第三個修訂日

期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之未償還本金額之 5%、10%及 55%(或(如較低) 將

導致未償還本金額減至零之有關金額)。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償還港

幣 874 萬元之第一期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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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內，債券持有人並無將新選擇權 1 債券轉換為本公司股份。根據新選擇

權 1 債券之條款及條件調整條文，由於於供股及配售事項完成時發行股份，新選

擇權 1 債券換股價將自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起作出調整由每股港幣 2.00 元調整

為每股港幣 1.69 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尚未轉換之新選擇

權 1 債券本金總額為港幣 1.2236 億元。因轉換所有尚未轉換之新選擇權 1 債券

而發行的最高本公司股份數目為 72,402,366 股。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權益總額約港幣 1.07 億元（二零二零年：

港幣 1.683 億元）。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淨額約港幣

2.481 億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2.42 億元），當中約港幣 1.01 億元為現金及存於

銀行及財務機構之存款（二零二零年：港幣 7,640 萬元）。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約

為 82.5%（二零二零年：77.5%）。 

 

外匯兌換風險 

 

本集團所有資產、負債及交易均以港元、美元或人民幣折算，集團相信現經營之

業務受外匯風險影響極低。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帳面淨值約為港幣

3.37 億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3.46 億元）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得由銀行提供之貸

款。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無）。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 201 名全職僱員（二零二零年：215

人）。管理層相信僱員素質乃保證本集團業績增長及改善盈利能力的要素。僱員

薪酬以表現及經驗作為基準。除基本薪金外，僱員福利包括表現花紅、需供款之

公積金、醫療保險及中國政府規定的僱員社會福利保障。本集團亦採納購股權計

劃，根據員工個別表現而授出購股權，並視乎需要為僱員提供培訓計劃。本集團

將著力加強團隊的建設，繼續為集團各業務提供全面而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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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他任

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

除外： 

 

守則條文 A.1.1 規定，董事會應定期舉行會議，董事會會議應每年至少舉行四

次，大約每季度一次，大多數董事親自或通過其他電子通訊方式積極參與出席。

由於本公司並不公佈季度業績，年度內召開了兩次董事會例會，審議及批准本集

團二零二零年度業績和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未完全遵守相關守則條文。董事局

會議將在需要董事局決定的其他場合舉行。 

 

守則條文第 A.2.1 條要求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內，本公司主席陳丹

娜女士兼任首席執行官之職務，與守則條文第 A.2.1 條有所偏離。董事局認為鑑

於本集團之業務性質要求相當的市場專門認知，同時兼任兩職可為本集團提供

更穩健及一貫的領導，利於集團更有效率地策劃及推行長遠商業策略。於二零二

一年七月一日，陳丹娜女士不再擔任首席執行官，而胡英厦先生獲委任為首席執

行官。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之角色已妥為區分。 

 

雖然本公司執行董事的委任並未按守則條文第 A.4.1 條所定指定任期，惟彼等需

按本公司之章程細則規定輪值告退。董事局將會確保每位董事（惟擔任主席或董

事總經理職務者除外）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主席並未按守則條文第 A.4.2

條要求輪值退任，因董事局認為主席任期之連續性可予集團強而穩定的領導方

向，乃對集團業務之順暢經營運作極為重要。黃勝藍先生因其他重要事務未按照

守則第 A.6.7 條的規定出席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度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局將不時檢討企業管治架構及常規，並於董事會認為適當時作出必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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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必守標準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為本公司之董事證券交易行為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勝藍先生、陳明輝先生及

孟志軍博士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與管理層討論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以及審核、內

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本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及由董事會

批准。 

 

審閱未經審核全年業績 

 

鑑於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及香港政府採取及/或實施的遏制和檢疫政策，本公

司及本公司核數師在編制報告時遇到了重大的實際困難，加上本公司及本公司

核數師的部份工作人員對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因此，未能按照上市規則的要求，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全年業績審計。 

 

本公告所載未經審核年度業績有待本公司核數師同意。本公司將於審核過程完

成後作出有關經審核年度業績之公告。 

 

刊登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進一步公告及年度報告 

 

於審核程序完成後，本公司預計將於二零二二年年五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刊發進

一步公告（其中包括）︰(i) 有關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

核業績取得本公司核數師同意及比較本公告載列之未經審核年度業績之重大相

異之處（如有）；(ii) 擬即將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的建議日期；及(iii) 為確定股

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資格而暫停本公司普通股股份過戶登記的日

期。此外，如在完成審核程序過程中有其他重大進展，本公司將在必要時刊發進

一步公告。 

 

本公司預計將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刊發並向本公司股東寄發本公

司二零二一年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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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網址 

 

本公司新網址 www.ecotourgroup.com 已正式開通。 

 

 承董事局命 

中國生態旅遊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陳丹娜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發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丹娜女士、吳京偉先生、邸靈先

生及仇沛沅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勝藍先生、陳明輝先生及孟志軍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