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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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份代號：1371）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

財務業績（經審核）

China LotSynergy Holdings Limited（華彩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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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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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237,852 200,319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 彩票終端設備折舊 (28,560) (128,516)
 — 其他 (91,794) (78,734)

  

(120,354) (207,250)

毛利╱（毛虧） 117,498 (6,931)
其他收入 4 13,661 27,559
其他虧損淨額 5 (24,894) (156,809)
一般及行政費用 (211,674) (227,244)
購股權費用 (10,174) (18,998)

  

經營虧損 6 (115,583) (382,423)
財務成本 7 (40,367) (56,904)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 (4)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23,408) (2,369)

  

除所得稅前虧損 (179,358) (441,700)
所得稅開支 8 (15,741) (37,901)

  

年內虧損 (195,099) (479,601)
  

虧損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192,568) (297,967)
非控股權益 (2,531) (181,634)

  

(195,099) (479,6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之每股虧損
— 基本 9 (2.25)港仙 (3.49)港仙

  

— 攤薄 9 (2.25)港仙 (3.4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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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虧損 (195,099) (479,601)

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260 (2,94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之重新分類調整 – 2,944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之匯兌儲備轉撥 – (235)
 貨幣匯兌差額 51,962 (80,133)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52,222 (80,368)
  

年內全面支出總額 (142,877) (559,969)
  

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159,372) (353,110)
非控股權益 16,495 (206,859)

  

年內全面支出總額 (142,877) (55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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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29,839 336,481
 無形資產 466,573 457,183
 於一家聯營公司投資 4,797 4,460
 於一家合營企業投資 6,634 28,11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7,316 7,056
 遞延所得稅資產 5,298 9,039

  

820,457 842,334
  

流動資產
 存貨 19,091 24,687
 應收帳項 10 96,522 77,37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557,213 591,232
 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 – 315,090
 現金及銀行結餘 193,478 374,575

  

866,304 1,382,954
  

資產總額 1,686,761 2,225,288
  

流動負債
 應付帳項 11 5,348 5,73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帳款 39,546 39,132
 應付一家合營企業款項 6,634 7,919
 應付稅項 7,752 9,477
 銀行借貸 163,699 313,378
 可換股債券 276,630 –

  

499,609 375,642
  

流動資產淨額 366,695 1,007,31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87,152 1,849,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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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 521,520
 遞延所得稅負債 48,070 55,206

  

48,070 576,726
  

資產淨額 1,139,082 1,272,92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 21,388 21,388
 儲備 1,307,874 1,352,856
 累計虧損 (538,777) (439,661)

  

790,485 934,583

非控股權益 348,597 338,337
  

權益總額 1,139,082 1,272,920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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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China LotSynergy Holdings Limited（華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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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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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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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按歷
史成本法編製，並經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按公平值計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包
括衍生工具）的重估並按公平值列帳而作出修訂。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採納以下準則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並無對本期或任何
過往期間產生任何影響，亦可能不會影響任何未來期間。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規定披露融資活動所產生負債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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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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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年內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提供彩票終端設備及系統之收入 129,114 119,138
銷售設備之收入 107,943 80,976
提供顧問服務之收入 795 205

  

237,852 200,319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收入及虧損貢獻主要來自為中國公益彩票行業提供彩票系統、終端設備及遊戲
產品相關的技術及運營服務，其被視為單一營運及可呈報分部，與向本集團高級管理人
員就分配資源及業績評估之內部呈報資料之方式一致。因此，除整體披露外，無須贅述
分部分析。

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27,690 193,792
其他 10,162 6,527

  

237,852 200,319
  

上述收入資料以客戶所在地為依據。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非流動

資產總額
新增之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

資產總額
新增之

非流動資產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 642,524 35,750 655,190 43,414
香港 160,150 108 164,447 1,441
其他 5,169 383 6,602 2,473

    

807,843 36,241 826,239 47,328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以資產所在地為依據，且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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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主要客戶資料

來自主要客戶（彼等各自佔收入總額10%或以上）之收入載列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A 34,638 不適用 1

客戶B 81,369 81,982
  

1 於該年內相應收入並不佔本集團總收入的10%以上。

4.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存款及其他應收帳款的利息收入 13,661 27,559
  

5. 其他虧損淨額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1,294 27,847

可換股債券之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平值收益 7,056 –

購回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 5,841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5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 – (2,944)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 – (188,127)

撤銷及贖回可換股債券之虧損 (25,221)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27) (255)

處置無形資產之虧損 (4,576) –

外匯（虧損）╱收益 (3,420) 773
  

(24,894) (15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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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虧損

本集團經營虧損已扣除：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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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60 128,516

 — 無形資產攤銷 10,842 7,778

 — 營業稅 1,451 98

 — 存貨成本確認為費用 75,233 58,701

 — 維修及保養 1,783 7,623

 — 佣金及手續費 610 938

 — 其他 1,875 3,596
  

120,354 207,25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6,133 17,877

核數師酬金 980 980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1,654 11,876
  

7. 財務成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3,919 10,821

可換股債券利息開支 36,448 46,083
  

40,367 56,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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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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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16.5%）撥備。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並無在香港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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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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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15%）之優惠稅率。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預扣所得稅適用於應付屬「非中國居民納稅企業」
投資者的股息，該等非中國居民納稅企業於中國並無機構或營業地點，或其於中國設有
機構或營業地點但相關收入實際上與該機構或營業地點無關，惟以該等股息乃源自中國
為限。於該等情況下，中國附屬公司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所賺取溢利分派予香港的
非中國居民納稅集團實體的股息須繳納10%的預扣稅，除非根據中國內地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關於對所得稅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香港公司可獲批准享有調低至5%

的稅率。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3,616 12,631

 — 中國預扣稅 10,961 48,443

 — 以前年度調整 (6,609) (5,639)
  

本期稅總額 17,968 55,435

遞延稅
 — 產生及回撥暫時性差異 (2,227) (17,534)

  

所得稅開支 15,741 3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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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5,307,333股（二零一六年：8,547,775,912股）計算。

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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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及行使將會減少每股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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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帳項

提供彩票終端設備及系統之收入乃按月收費，於月結日後15至30日到期應付。銷售設備
之收入於付運產品時入帳，信貸期介乎30至180日不等。提供顧問服務之收入每月或每年
入帳，於發票日期後30日到期支付。根據發票日，於報告期末應收帳項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20,406 10,331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8,652 2,716

超過一年 67,464 64,323
  

96,522 77,370
  

11. 應付帳項

根據發票日，於報告期末應付帳項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3,653 2,837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1,015 475

超過一年 680 2,424
  

5,348 5,736
  

12. 股本

每股面值港幣0.0025元之
法定普通股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000,000,000 40,000

  

每股面值港幣0.0025元之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8,531,807,333 21,330

行使購股權 23,500,000 58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555,307,333 2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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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局不擬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
一六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是中國公益彩票行業彩票系統、終端設備、遊戲產品的技術提供商與
運營服務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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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領域。通過持續務實的技術積累、積極進取的市場開拓和嚴謹有效的公
司治理，本集團在中國公益彩票行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建立了優秀的企業
品牌，具備可持續發展的綜合實力。

中國彩票市場

據財政部公佈的彩票銷售資料，二零一七年中國彩票市場穩步前行，總銷量
達人民幣4,266.7億元，比去年同期上漲8.1%。其中，福利彩票總銷量為人民幣
2,169.8億元，同比上漲5.1%；體育彩票總銷量為人民幣2,096.9億元，同比上漲
11.4%。其中樂透數字型彩票是彩票收入主要來源，銷量同比上漲7.3%，市場
佔比高達61.5%；競猜型彩票銷量同比上漲21.4%，市場佔比21.8%；視頻型彩票
銷量同比增長3.8%，市場佔比10.8%；紙質即開型彩票銷量同比下跌13.6%，市
場佔比5.8%；基諾型彩票銷量同比下跌31.5%，市場佔比不到0.1%。2017年，除
彩票銷量連續上漲外，其增長速度也是自二零一五年之後，連續兩年跑贏中
國國內生產總值。二零一七年，中國彩票增速達到8.1%，相比國內生產總值6.9%
的增速，高出1.2個百分點。彩票擔負著中國社會公益的職責，現今無論是福
彩亦或是體彩，都愈發重視品牌建設，增強其自身的公益屬性。與此同時，彩
票銷量成績還能呈穩步增長態勢，並稍高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這將
更加有利於中國彩票事業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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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與展望

視頻彩票業務
「中福在線╱VLT」業務

以高科技為載體的視頻彩票「中福在線╱VLT」在中國彩票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本集團是「中福在線╱VLT」的獨家設備提供商。二零一七年「中福線上╱VLT」
共銷售人民幣462.1億元，同比增長3.8%，佔比全國彩票總銷量的10.8%，成為
拉動全國福彩增長的動力之一。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東莞天意電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意公司」）自二零零三
年起至今已為「中福線上╱VLT」提供終端機服務十四年，在生產、研發領域持
續投入，具有獨一無二的經驗、能力和資質。天意公司生產研發的終端機是
唯一的通過財政部、公安部、民政部三部委的認定的「中福在線╱VLT」終端機。
十四年間，天意公司歷經三代機型的更替和升級，累計為「中福在線╱VLT」供
應終端機70,000多台。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41,500台第
三代終端機分佈在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的2,000多個「中福在線╱VLT」
銷售專廳，支撐著「中福在線╱VLT」票種的全部銷售。

天意公司的「中福在線╱VLT」供應合同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到期。
根據供應合同雙方約定，天意公司擁有支撐「中福在線╱VLT」運營銷售的約
41,500台終端機的所有權。為支持「中福在線╱VLT」的持續健康發展，本集團
決定繼續保持「中福在線╱VLT」終端機處於良好運行狀態，保障「中福在線╱VLT」
票種的正常發行。近三年以來，憑藉著天意公司第三代終端機過硬的產品品質，
「中福在線╱VLT」在沒有新增終端機的情況下，銷量仍然持續走高，交出一份
令人滿意的成績單。天意公司也以優異的技術實力和綜合服務能力贏得了市
場的充分認可和肯定。

根據本集團向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以下簡稱「中福彩中心」）及北京中
彩在線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彩在線公司」）發出的具有法律約束力
的文件確認，並經國內多位民法學專家一致論證，從合同到期至今天意公司
提供終端機的服務為有償服務。為維護本集團之合法權益，天意公司已向北
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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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正在等待法院判決。

目前，中福彩中心正在積極調整「中福在線╱VLT」的佈局，捋順收支關係，加
速渠道拓展，強化市場管理。本集團相信，在中福彩中心的管理下，「中福在
線╱VLT」作為中國福利彩票的明星彩種，將再次在市場上大放異彩。本集團
會積極配合中福彩中心和省級銷售機構的工作，為「中福在線╱VLT」提供更
加優質的產品和服務，為「中福在線╱VLT」穩定、持續和高速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為中國公益彩票事業做出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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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票業務

二零一七年，在福彩電腦票領域，本集團服務的福彩第一大省 — 廣東省，福
彩電腦票銷量達人民幣約142億元，同比增長4.7%；本集團服務的重慶市福彩
電腦票銷量達人民幣21.1億元，同比增長9.2%；本集團服務的上海市福彩電腦
票銷量達人民幣33.7億元，同比增長7.8%。同時，本集團負責為廣東省福彩開
發新的快開遊戲，已經在汕頭試點上線銷售；本集團為上海福彩和廣東福彩
開發新一代綜合彩票資訊管理系統已經分別於二零一七年成功上線運行，新
系統將為廣東省、上海市福彩建立一流的彩票電子化管理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零一七年本集團加速拓展體彩電腦票終端機業務，先後中標貴州、廣東、
廣西、吉林、黑龍江、河南、四川等省的體彩終端機採購項目及終端信息顯示
盒項目，體彩終端機訂單總計8,000餘台，業務版圖成功至全國18個省，並穩居
二零一七年度體彩終端機供應量首位。本集團已成為中國體彩終端機市場最
重要的供應商。目前，本集團設計生產的安卓終端正在參與中國體育彩票管
理中心的第三方測試，安卓終端的率先通過測試，必將爭取到更多的發展先機。
同時，本集團將繼續保持與國內外終端生產廠家的合作，提供彩票終端機及
閱讀器等核心部件產品。

二零一七年，本集團與柬埔寨高棉彩池福利彩票公司合作的電腦票穩步增長，
為對方實施自動結算系統和開通手機應用程式已經在年底上線，正呈現出良
好的銷售態勢。本集團已經成功開展手機及互聯網彩票銷售業務，為柬埔寨
彩民提供更加便捷的購買彩票服務。此外，本集團為柬埔寨體育彩票研發的
電腦票新系統也已在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上線運行。依託柬埔寨的成功經驗，
二零一八年本集團會整合內部資源，發展求變，積極開拓更多的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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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彩票業務

二零一七年，本集團繼續與省級彩票機構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不斷升級和
擴展電話銷售彩票管理系統及相關產品，為進一步拓展新媒體彩票業務做好
充分的技術和運營準備。

隨著移動支付、人工智能的興起，傳統彩票銷售渠道已經無法滿足多元化用
戶的購買需求，彩票零售渠道的數字化、一體化的需求逐漸凸顯，中國彩票
行業正面臨渠道重構和拓展創新的發展變革。本集團為順應此等發展機遇，
率先提出彩票新零售的理念，抓住目前中國零售業新發展趨勢，通過產品與
渠道創新，正努力開闢彩票業務發展的新思路。本集團加大了在彩票人工智
能等領域的研發力度，將智能硬件、物聯網和大數據等創新科技全面應用於
彩票零售渠道的運營、管理和營銷等環節，為彩票機構和零售渠道提供全面
解決方案，以達到優化消除行業痛點、實現渠道增容和優化重構的目的。

彩票新零售模式即讓彩票走出傳統投注點，借助智能化售彩設備在多元化新
渠道的應用，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購買方式，開拓彩票新型社會化銷售
渠道。

本集團憑藉在彩票銷售終端的多年積累，獨具創新地研發出多款新型智能售
彩設備，具備輕型、便利、低成本等特點，支援銷售多類型彩票品種，利用人
工智能和移動支付實現購彩及兌獎，操作更為便捷高效安全，可以適用於更
多的銷售場所。我們還提供軟體系統、以及完善的彩票銷售運營管理工作，
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彩票新零售解決方案，為彩票機構及渠道運營商省去大
量技術、人員投入和管理成本。根據渠道特點和自身的經驗能力，本集團將
打造獨具特色的彩票新零售服務，快速進行部署開拓市場。

本集團著力構建多業態、多層次的新零售渠道體系，統籌各類渠道資源，積
極開展跨界合作，與繁榮的商業、服務業、金融業、零售業聯手拓展新渠道。
近日，本集團已與證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簽署合作協定，雙方將在彩票領域
及金融證券領域全面開展戰略合作，合力拓展業務領域和應用場景，開闢售
彩新模式。同時，本集團還將探索與更多業態的合作新模式，深入挖掘彩票
在新零售領域的市場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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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這些新業務的開展將有助於吸引新的彩民群體，且符合彩票機
構的戰略發展方向和政策要求。本集團正在緊鑼密鼓的按照相關技術規範進
行項目籌備，將很快地把彩票深入到潛在消費群體的日常生活場景中。彩票
與新零售的深度結合，將為彩票產業釋放更大的市場空間，對中國彩票市場
健康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外，為落實「全民健身」的國家戰略，更好地滿足群眾的休閒娛樂需求，國家
體育總局將棋牌遊戲與「互聯網+」發展思路相結合，對競技棋牌項目提出了「傳
統棋牌項目趣味化」和「趣味棋牌項目競技化」的方針。

本集團抓住棋牌產業大時代的發展機遇，以「棋牌+電競」為切入點，自主研發
了在線棋牌遊戲客戶端產品，並積極參與專業棋牌賽事，成為國際麻將聯盟
(Mahjong International League)的世界麻將運動會表演項目 — 江蘇麻將的獨家戰
略合作夥伴。

調查資料顯示，二零一六年中國在線棋牌遊戲市場規模為人民幣約58.6億元，
用戶達2.58億人，市場潛力巨大，增長快速。本集團在新媒體彩票業務領域積
累了龐大的用戶基礎及豐富的運營經驗，將為在線棋牌業務迅速打開市場、
加速增長提供有力的支援。

結語

展望未來，預計中國彩票業的年度銷售規模將會略高於經濟增長水準穩步增長，
年銷量應超過人民幣5,000億元，整個「十三 • 五」期間中國彩票業總銷售規模
將超過人民幣20,000億元。中國彩票仍具有很大潛力，在保持傳統彩票健康發
展同時，市場迫切期待通過發展新渠道、渠道重構、新遊戲及新玩法注入新
的活力。

在自主技術和產品鏈方面，本集團覆蓋視頻彩票終端機、電腦票終端機、電
腦票核心交易系統、電腦票管理系統、電腦票遊戲開發設計、紙質即開票全
業務鏈管理系統、新媒體彩票銷售管理系統、新媒體彩票大數據分析系統，
以及新媒體彩票的遊戲開發設計等等。在運營方面，本集團擁有從視頻彩票、
電腦票到新媒體彩票獨有的全方位的運營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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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家立足於彩票的專業公司，本集團十餘年來對彩票行業的投入和擔當，
積累了大量的政府資源、技術資源和用戶資源。順應十九大對國家內外政策
的指引，本集團積極探索發展策略和實施方案，立足國內、拓展海外。在彩票
遊戲、泛彩票遊戲、彩票安全、支撐系統、運行體系和新渠道拓展等各方面積
極佈局，重點拓展，努力為彩票的健康生態發展做出有益的貢獻。

財務表現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共錄得營業收入約港幣2.379
億元（二零一六年：港幣2.003億元），較二零一年六同期增加約19%。本集團於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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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億元（二零一六年：港幣2.98億元），主要為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約港幣2,340
萬元（二零一六年：港幣240萬元），撤銷及贖回可換股債券之虧損約港幣2,520
萬元（二零一六年：無），及員工成本（不含員工購股權福利）佔約港幣1.192億元（二
零一六年：港幣1.264億元）。

天意公司的「中福在線╱VLT」供應合同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到期。
根據供應合同雙方約定，天意公司擁有支撐「中福在線╱VLT」運營銷售的約
41,500台終端機的所有權。為支持「中福在線╱VLT」的持續健康發展，本集團
決定繼續保持「中福在線╱VLT」終端機處於良好運行狀態，保障「中福在線╱VLT」
票種的正常發行。近三年以來，憑藉著天意公司第三代終端機過硬的產品品質，
「中福在線╱VLT」在沒有新增終端機的情況下，銷量仍然持續走高，交出一份
令人滿意的成績單。根據本集團向中福彩中心及中彩在線公司發出的具有法
律約束力的文件確認，並經國內多位民法學專家一致論證，從合同到期至今
天意公司提供終端機的服務為有償服務。為維護本集團之合法權益，天意公
司已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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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正在等待法院判決，
在此之前本集團並沒有確認從「中福在線╱VLT」供應合同到期後之收入及應
收款。

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包括於香港及香港境外上市之債務證券、於香
港及香港境外上市之股本證券以及非上市基金投資（「金融資產」）。所有金融
資產均屬流動資本及本公司打算作為短期投資持有。本公司有庫務投資政策
在執行中以提供有關權力及指引予董事及管理層在運用盈餘資金作投資時採
納穩健管理及控制有關投資組合之風險。在購入有關金融資產作為本集團之
庫務活動時均乎合本公司庫務投資政策。所有金融資產均購自本公司之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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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項金融資產之資產比率均不超過5%
（上市規則所定義）。於回顧年度，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
入佔約港幣130萬元（二零一六年：公平值虧損約港幣2,780萬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負債比率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相信現時之財務資源足夠應付資本及運營需要。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公司就銀行提供合共約港幣1.649億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537億元）
額度之物業分期貸款、定期貸款及過橋貸款，提供無上限之公司擔保；就銀
行提供的一項約港幣1,700萬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700萬元）額度之物業分期
貸款提供上限為約港幣1,700萬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700萬元）之公司擔保；以
及就一項美元500萬元（二零一六年：美元500萬元）之投資信用額度和美元2,500
萬元（二零一六年：美元2,500萬元）之流動透支額度提供無上限之公司擔保。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貸款約為港幣1.637億元（二
零一六年：港幣3.134億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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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億元（二
零一六年：港幣1.622億元）；(ii)銀行存款約港幣750萬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246
億元）； (iii)金融資產零元（二零一六年：港幣3.001億元）；及 (iv)一項由本公司一
位主要股東簽署的無上限之個人擔保（二零一六年：無）作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本公司發行了本金總額為港幣6.5億元於二零一九年到期之5%
可換股債券（「5%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於轉換時可按每股港幣0.92元之
適用轉換價轉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0.0025元之繳足普通股股份（「股份」）。
可換股債券按年利率5厘計息，利息須每半年期末支付。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
日，5%可換股債券尚有本金總額為港幣5.5億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本
公司公佈建議交換要約以現金及發行新可換股債券組合來交換所有流動之5%
可換股債券。有關交換要約已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完成。金額為港幣5.06億
元的5%可換股債券已被註銷及交換為：(i)本金總額為港幣1.7595億元的二零
一九年到期之7.5厘可換股債券（「新選擇權1債券」）；(ii)本金總額為港幣1億元
的二零一九年到期之8厘可換股債券（「新選擇權2債券」）；及(iii)現金代價港幣2.3005
億元。新選擇權1債券於轉換時可按初步轉換價每股港幣0.288元之轉換價轉
換為本公司股份。新選擇權2債券於轉換時可按初步轉換價每股港幣0.92元之
轉換價轉換為本公司股份。根據5%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本公司已於二
零一七年四月十八日按本金額連同任何應計但未付利息約港幣110萬元於場
外贖回及註銷本金額為港幣4,400萬元之餘下5%可換股債券，其後概無已發行
未償還的5%可換股債券。5%可換股債券撤銷上市已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
日營業時間結束後生效。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根據新選擇權1債券之條
款及條件中之重設機制，新選擇權1債券之換股價由港幣0.288元調整為港幣0.24
元。



– 19 –

於回顧年度，債券持有人並無將新選擇權1債券及新選擇權2債券轉換為本公
司股份及本公司亦無贖回有關之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尚未轉換之新選擇權1債券及新選擇權2債券本金總額分別為港幣1.7595億元
及港幣1億元，合計本金額為港幣2.7595億元。因轉換所有尚未轉換之新選擇
權1債券及新選擇權2債券而發行的最高本公司股份數目，分別為733,125,000股
及108,695,652股。

根據新選擇權1債券及新選擇權2債券之條款及條件，本公司於截之二零一八
年三月八日止之相關通知期內，收到債券持有人通知將行使合共本金額港幣1.0115
億元之認沽期權。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權益總額約港幣11.391億元（二零一六年：
港幣12.729億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淨額約港
幣3.667億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0.073億元），當中約港幣1.935億元為現金及存
於銀行及財務機構之存款（二零一六年：港幣3.746億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
約為32.5%（二零一六年：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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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帳面淨值約為港
幣1.587億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622億元）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得由銀行提供之
貸款。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存款及金融資產合共約
港幣750萬元（二零一六年：港幣4.247億元）已抵押予財務機構以獲得提供信用
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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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六年：無）。

僱員及環境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全職僱員共計289人（二零一六年：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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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為中國彩票市場提供全面而優質的服務。
本集團亦明白環保工作對社會及僱員工作環境有重要影響，因此致力提升員
工的節能意識。其中包括在本集團辦公室推行節約用電守則，及安排回收可
再做物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除上述贖回5%可換股債券外，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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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勝藍先生、陳明輝先生及崔
書明先生組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
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董事變更

本公司之董事、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及董事局委員會成員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出現以下變動：

(i)孔祥達先生已於本公司在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
董事職務；(ii)劉婷女士已辭任本公司董事局主席、執行董事、首席執行官、提
名委員會委員兼主席及薪酬委員會委員之職務，自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生效；
(iii)陳丹娜女士接任本公司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提名委員會委員兼主席
及薪酬委員會委員之職務，自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生效；及 (iv)譚永凱先生
接任本公司首席財務官一職，自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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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1.1條訂明，董事局應定期開會，董事局會議應每年召開至少四次，
大約每季一次。由於本公司並無宣佈其季度業績，本公司年內召開了兩次董
事局定期會議，故此本公司未完全遵守有關守則條文，董事局將會按其他需
要董事局作出決定的事宜召開董事局會議。本公司主席陳丹娜女士，現兼任
首席執行官之職務。劉婷女士於離任前亦曾兼任本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之
職務。雖然守則條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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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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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將不時檢討此架構之成效，以確保董
事局及管理層間之權力及權責之平衡。雖然本公司部份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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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上，由於孔
祥達先生、黃勝藍先生及劉婷女士當時須處理其他重要要務，故分別未有根
據守則第A.6.7條及第E.1.2條要求出席會議。

董事局將不時檢討企業管治架構及常規，並將於適當時候作出合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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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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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局命
華彩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陳丹娜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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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發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丹娜女士、吳京偉先生及李
子饋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勝藍先生、陳明輝先生及崔書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