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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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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二零
一八年同期未經審核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84,573 89,899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3 (47,371) (42,875)  

毛利 37,202 47,024
其他收入 4 1,331 2,233
其他虧損淨額 5 (1,181) (2,167)
一般及行政費用 (73,785) (95,251)
購股權費用 (3,987) (11,503)  

經營虧損 6 (40,420) (59,664)
財務成本 7 (16,521) (14,196)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1,465) (1,169)  

除所得稅前虧損 (58,406) (75,029)
所得稅開支 8 (1,722) (4,831)  

期內虧損 (60,128) (79,860)  

虧損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57,860) (79,709)
非控股權益 (2,268) (151)  

(60,128) (79,86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之 
每股虧損

經重列

— 基本 9 (5.85)港仙 (8.81)港仙  

— 攤薄 9 (5.85)港仙 (8.8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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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虧損 (60,128) (79,860)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 (10,358)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60,128) (90,218)  

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57,860) (85,970)
非控股權益 (2,268) (4,248)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60,128) (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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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58,763 279,358
無形資產 453,158 455,21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3,576 35,572
於一家合營企業投資 3,210 4,675
按公平值入賬損益之 
金融資產 7,399 8,561

遞延所得稅資產 5,607 5,607  

771,713 788,990  

流動資產
存貨 24,272 18,850
應收賬項 10 96,605 83,57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 
應收賬款 580,483 584,369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6,667 146,021  

808,027 832,814  

資產總額 1,579,740 1,621,804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1 2,649 45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53,188 49,910
合約負債 7,038 3,043
應付一家合營企業款項 7,538 7,550
應付稅項 2,885 7,043
銀行借貸 252,500 262,274
可換股債券 12 174,800 172,480  

500,598 502,756  

流動資產淨額 307,429 330,0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79,142 1,11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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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46,068 46,854  

資產淨額 1,033,074 1,072,1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25,062 24,399
儲備 14 1,389,559 1,375,614
累計虧損 (718,771) (667,311)  

696,850 732,702

非控股權益 337,224 339,492  

權益總額 1,033,074 1,072,19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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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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部份 
股本 儲備 累計虧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結餘 24,399 1,375,614 (667,311) 339,492 1,072,194

全面支出

期內虧損 – – (57,860) (2,268) (60,128)     

其他全面支出總額 – – – – –     

全面支出總額 – – (57,860) (2,268) (60,128)     

有關租賃土地及樓宇折舊之 
重估儲備轉撥 – (121) 121 – –

購股權計劃：

— 僱員服務價值 – 206 – – 206
—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3,781 – – 3,781
— 已行使購股權（合併股份前） 425 13,175 – – 13,600
— 已行使購股權（合併股份後） 238 3,183 – – 3,421
— 已歸屬購股權到期 – (6,279) 6,279 – –     

與擁有人（以其作為擁有人身份） 
之交易總額 663 13,945 6,400 – 21,008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25,062 1,389,559 (718,771) 337,224 1,03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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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部份 
股本 儲備 累計虧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結餘 21,388 1,307,874 (538,777) 348,597 1,139,082

全面支出

期內虧損 – – (79,709) (151) (79,860)     

其他全面支出：

貨幣匯兌差額 – (6,261) – (4,097) (10,358)     

其他全面支出總額 – (6,261) – (4,097) (10,358)     

全面支出總額 – (6,261) (79,709) (4,248) (90,218)     

配售新股 2,586 116,502 – – 119,088
有關租賃土地及樓宇折舊之 
重估儲備轉撥 – (121) 121 – –

購股權計劃：

— 僱員服務價值 – 2,659 – – 2,659
—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8,844 – – 8,844
— 已行使購股權 425 28,815 – – 29,240

贖回可換股債券 – (1,981) 3,541 – 1,560     

與擁有人（以其作為擁有人身份） 
之交易總額 3,011 154,718 3,662 – 161,391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24,399 1,456,331 (614,824) 344,349 1,210,255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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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18,844) (15,342)
營運資金變動 (5,112) (65,450)
已付所得稅 (5,880) (5,755)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9,836) (86,547)
投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2,465 3,471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現金淨額 (3,962) 5,6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31,333) (77,392)
匯率變動影響 – (1,25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8,000 177,487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6,667 9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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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和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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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

用披露要求而編製。

編製本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已審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董事經評估於二零一三年適用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後
認為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及之後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並沒有變更任何有
關本集團和其投資公司之控制結論。

本集團已採納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準則、現有準則修訂

及詮釋。採納該等準則、現有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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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業務涵蓋視頻彩票、電腦票與基諾型彩票，新媒體彩票，以及其他貿易

業務。本集團期內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彩票相關設備 26,776 22,152
提供維修服務 6,206 223
一般貿易 2,773 –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 35,755 22,375

彩票終端機及系統之租賃收入 48,818 67,524  

營業總額 84,573 8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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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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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設備以及

遊戲產品相關的技術與運營服務，其被視為單一營運及可呈報分部，與向本集團高級

管理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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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81,800 85,697
其他 2,773 4,202  

84,573 89,899  

上述收入資料以客戶所在地為依據。

3.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彩票終端設備之折舊 16,184 18,473
營業稅 536 886
存貨成本確認為費用 22,851 15,701
維修及保養 903 633
其他 6,897 7,182  

47,371 42,875  

4.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存款及其他利息收入 1,331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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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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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 – (2,524)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虧損 – (79)
外匯（虧損）╱收益 (19) 436  

(1,181) (2,167)  

6. 經營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虧損已扣除：

員工成本（不包括購股權費用） 50,052 58,755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4,893 5,381  

7.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7,298 1,971
可換股債券利息開支 9,223 12,225  

16,521 1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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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508 5,741
遞延稅

— 產生及回撥暫時性差異 (786) (910)  

1,722 4,831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或賺取任何應課

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八年：無）。

中國之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業務區域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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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80,734股（二零一八年：受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生效之合併股份影響調整至
904,617,473股）計算。

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假

設購股權獲行使及可換股債券獲兌換是由於行使及兌換將減少每股虧損。

10. 應收賬項

應收賬項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25,422 13,542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6,430 5,782
超過一年 64,753 64,250  

96,605 8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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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項

應付賬項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2,282 174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156 15
超過一年 211 267  

2,649 456  

12. 可換股債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部分：
新選擇權1債券 174,800 172,480  

新選擇權1債券之負債部分於期內的變動載列如下：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72,480
利息開支 9,223
已付利息 (6,903)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7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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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未經審核
每股面值港幣0.025元之

法定普通股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600,000,000 40,000  

未經審核
每股面值港幣0.025元之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9,759,807,333 24,399
已行使購股權（合併股份前） 170,000,000 425
合併股份 (8,936,826,600) –
已行使購股權（合併股份後） 9,500,000 238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002,480,733 25,062  

14. 儲備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其他儲備
貨幣匯兌

儲備
以股份支付 
之補償儲備 重估儲備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結餘 1,445,383 15,158 (42,657) (64,759) 12,584 9,905 1,375,614
購股權計劃：

— 僱員服務價值 – – – – 206 – 206
—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 – – 3,781 – 3,781
— 已行使購股權（合併股份前） 14,875 – – – (1,700) – 13,175
— 已行使購股權（合併股份後） 3,468 – – – (285) – 3,183
— 已歸屬購股權到期 – – – – (6,279) – (6,279)

有關租賃土地及樓宇折舊之 
重估儲備轉撥 – – – – – (121) (121)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1,463,726 15,158 (42,657) (64,759) 8,307 9,784 1,38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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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儲備（續）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溢價

可換股

債券

權益儲備 資本儲備 其他儲備

貨幣匯兌

儲備

以股份

支付之

補償儲備 重估儲備

可供出售

之投資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結餘 1,295,307 1,981 15,158 (42,657) (43,132) 70,811 10,146 260 1,307,874
配售新股 116,502 – – – – – – – 116,502
購股權計劃：

— 僱員服務價值 – – – – – 2,659 – – 2,659
—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 – – – 8,844 – – 8,844
— 已行使購股權 33,575 – – – – (4,760) – – 28,815

贖回可換股債券 – (1,981) – – – – – – (1,981)
有關租賃土地及樓宇折舊之 

重估儲備轉撥 – – – – – – (121) – (121)
貨幣匯兌差額

— 海外附屬公司 – – – – (6,261) – – – (6,261)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1,445,384 – 15,158 (42,657) (49,393) 77,554 10,025 260 1,456,331         

15. 經營租約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租賃物業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於未來須支付

之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9,453 17,344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9,551 24,566
五年後 17,401 19,278  

46,405 61,188  

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擬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

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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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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涵蓋視頻彩票、電腦票與基諾型彩票，以及

新媒體彩票等相關領域，並持續發掘及開拓其他有潛力之業務，包括貿

易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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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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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彩票市場

據財政部公佈的彩票銷售數據，二零一九年一月至六月中國彩票市場共

銷售人民幣2,125.96億元，同比下降13.3%。其中，福利彩票機構銷售
人民幣977.57億元，同比下降11.6%；體育彩票機構銷售人民幣1,148.39
億元，同比下降14.7%。在票種方面，除樂透數字型彩票與去年同期相
比銷量有所下降以外，競猜型彩票、紙質即開型彩票、視頻型彩票以及

基諾型彩票銷量同比均有增長。二零一九年一月至六月，樂透數字型

彩票銷售人民幣1,112.25億元，同比下降18.9%，市場佔比達52.3%，
仍是彩票收入主要來源；競猜型彩票銷售人民幣622.92億元，同比下降
14.8%，市場佔比29.3%；即開型彩票銷售人民幣138.12億元，同比增
長19.8%，市場佔比6.5%；視頻型彩票銷售人民幣251.90億元，同比增
長7.8%，市場佔比11.8%；基諾型彩票銷售人民幣0.77億元，同比增長
24.1%，市場佔比0.1%。

近年來，中國彩票事業總體呈現持續健康發展的態勢。為嚴格控制彩票

市場風險，進一步彰顯國家彩票公益性和社會責任，促進彩票事業穩定

健康發展，財政部、民政部和國家體育總局於今年一月聯合發佈《關於加

強高頻快開遊戲派獎促銷管理的通知》和《關於調整高頻快開彩票遊戲和

競猜彩票遊戲規則、加強彩票市場監管的通知》，調整高頻快開遊戲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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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猜遊戲規則，調整投注倍數範圍，加強銷售終端管理，停止派獎和

促銷活動。這些加強高頻快開遊戲和競猜遊戲市場監管的新規，短期可

能對銷量有所影響，但有助於彩票行業的長期、健康發展。

上半年，民政部和國家體育總局分別公告了二零一八年公益金使用情況，

民政部二零一八年彩票公益金預算額度為人民幣29.87億元，專項用於民
政社會福利及相關公益事業；國家體育總局本級使用彩票公益金人民幣

29.87億元，70%用於開展群眾體育工作，30%用於資助競技體育工作。
自中國彩票發行伊始至二零一八年底，中國福利彩票累計籌集公益金超

人民幣6,000億元，中國體育彩票累計籌集公益金超人民幣4,300億元，
彩票事業為中國各項公益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業務回顧與展望
視頻彩票業務

以高科技為載體的視頻型彩票在中國彩票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集團

是中國福利彩票視頻型彩票 — 中福在線（「福彩視頻票」）的獨家設備提
供商。二零一九年一月至六月福彩視頻票銷量為人民幣251.9億元，同比
增長7.8%，佔福彩銷量的25.8%，佔全國彩票總銷量的11.8%，是福彩
的主力票種之一。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東莞天意電子有限公司（「天意公司」）自二零零三年

起至今已為福彩視頻票提供了十六年的終端機服務。天意公司生產研發

的福彩視頻票終端機是唯一通過財政部、公安部、民政部三部委認定的

視頻彩票終端設備。十六年間，天意公司歷經三代機型的更替和升級，

累計為福彩視頻票供應70,000多台終端機。截止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
41,500台第三代終端機分佈在全國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的
2,000多個福彩視頻票銷售專廳，支撐著福彩視頻票的全部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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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公司的福彩視頻票供應合同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到期。根據供應合

同雙方約定，天意公司擁有支撐福彩視頻票運營銷售的約41,500台終端
機的所有權。四年來，憑藉著天意公司第三代終端機過硬的產品品質，

福彩視頻票在沒有新增終端機的情況下，銷量仍然持續走高，實屬難能

可貴。天意公司也以優異的技術實力和綜合服務能力贏得了機構和彩民

的認可和肯定。

根據本集團向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中福彩中心」）及北京中彩在

線科技有限責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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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二零

一八年八月十日就該案件作出(2016)京民初65號《民事判決書》，判決由
中彩在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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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已兩次開庭

審理，目前該案尚未作出終審判決。

本集團在視頻彩票領域擁有國內乃至全球產量最大的專用視頻彩票終端

設備生產能力，具有國內最全面的針對視頻彩票終端設備的設計、開發、

測試及生產質量監控的技術手段和經驗。

目前，中福彩中心正在積極調整業務佈局，捋順合作關係，落實政策執

行，強化市場管理。本集團相信，在中福彩中心的管理下，福彩視頻票

作為中國福利彩票的明星彩種，將再次大放異彩。本集團將以國際先進

技術與中國市場相結合的最新產品，積極配合中福彩中心和省級銷售機

構的工作，提供更加優質的產品和服務，為福彩視頻彩票的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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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在福彩電腦票領域，本集團服務的福彩第一大省 — 
廣東省福彩的電腦票銷量約為人民幣60億元，持續位居全國福彩省級市
場首位；本集團服務的上海市福彩電腦票銷量達人民幣20.4億元。同時，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廣州市三環永新科技有限公司近日成功中標《重慶市

福利彩票發行中心電腦福利彩票投注機及技術服務項目》，未來五年本

集團將為重慶市福利彩票發行中心（「重慶福彩」）提供3,000台彩票投注機
及服務。這是繼二零一三年本集團在重慶福彩首次中標後的再度中標。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體彩電腦票終端機業務持續發展。在體彩銷

量降低、高頻快開與競彩玩法受限、各地體彩終端需求減少的大環境下，

本集團陸續中標廣西、內蒙古等省的體彩終端機採購項目。同時，憑藉

優異的服務能力，集團在終端機售後服務銷售方面成功突破，中標貴州、

遼寧等省體彩的售後服務採購項目。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海外業務全面增長。本集團為柬埔寨高棉

彩池福利彩票公司與柬埔寨體育彩票公司開發運維的電腦彩票系統運行

安全穩定。近幾年非洲彩票業持續爆發增長，據世界彩票協會公佈的二

零一八財年數據，二零一八年非洲彩票銷量同比增長13.8%。同時，非
洲的手機滲透率已超過70%，在加納、肯尼亞等國家手機移動支付非常
普及，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交易額來自移動支付。在良好的市場條件下，

本集團將先進的彩票產品和技術推向非洲市場，將於今年率先在加納銷

售，本集團也將成為首個成功登陸非洲市場的中國彩票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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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業務拓展
新零售、人工智能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與彩票機構保持良好關係，對新環境下

的新產品、新模式展開積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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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

的多元化需求，彩票零售渠道的數字化、一體化需求逐漸凸顯，彩票行

業面臨渠道重構和拓展創新的發展變革。彩票機構也在新的形勢下，持

續加大渠道基礎建設和規範管理的力度。

本集團順應此發展機遇，率先提出彩票新零售的理念，通過產品與渠道

創新開闢彩票發展的新思路。

本集團加大在彩票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研發力度，將智能硬件、物聯網、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創新科技全面應用於彩票銷售渠道的運營、管理和

營銷等環節，研發出雲彩AI智慧彩店整體解決方案。該方案包括智能終
端產品和智能店面管理系統、智能支付系統、智能營銷平台、智贏彩票

大數據服務系統等服務於彩票機構和銷售網點的全系列智能硬件和軟件

產品。雲彩AI智慧彩店方案切實解決傳統彩票銷售網點的生存和發展問
題，為站點注入新活力，為彩民提供新體驗，讓經營更規範、更健康，

也為機構提供了智能化的全新管理手段。

未來，本集團將不斷根據新的市場環境和形勢為彩票機構賦能，開發出

更加貼近用戶和市場的產品方案，為彩票市場的健康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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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的科技創新

當前，數字化、人工智能、雲計算以及創新的智能設備風起雲湧，深刻

影響到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本集團擁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和創新精神，

不斷改進更新，大量的研發投入使本集團在彩票行業技術應用方面始終

保持領先。

除人工智能技術的彩票應用以外，本集團圍繞彩票交易系統，優化底層

核心技術、完善交易引擎，不斷提升交易性能和交易可靠性，為大數據

分析夯實基礎。同時，借鑒金融科技的概念，深入研究用戶運營的分析

模型和機器學習，形成了一套可實施的用戶數據化運營體系，並利用商

業智能工具對運營活動進行效果分析，實現數據可視化和數據聯動，實

現基於算法的營銷響應預測。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本集團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華彩企業有限公司與軟

銀中國資本（「軟銀中國」）所控制的寧波軟銀天宏創業投資管理合伙企業

（有限合伙）及軟銀中國所投資的中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簽署戰略合

作協議，在國際市場彩票及金融支付技術應用等領域開展全面合作，將

彩票+認證技術與支付技術應用緊密結合，助力非洲、東南亞等海外彩票
業務進入智慧支付新時代。

貿易業務

本集團相信，創新、積極求變能保持本身的競爭優勢。因此本集團持續

不斷地發掘其他有潛力之業務。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籌備並開

展了貿易業務，希望善用現有網絡及資源，開拓各類商品的貿易服務，

為本集團創造收入及競爭力。本集團會持續檢視相關業務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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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近兩年，中國彩票業的發展重點是加強責任彩票的建設與落實，淨化行

業生態，從簡單地追求銷量和速度，向追求質量和社會綜合效益轉變。

中國彩票行業進入「質量時代」，對全行業尤其是彩票專業公司是巨大的

挑戰和機遇。

本集團注意到，今年上半年彩票發行和銷售機構正在積極改造彩票發行

和銷售的各個相關環節，彩票專業公司也積極投身於彩票變革的大潮之

中。本集團欣喜的看到，今年上半年彩票銷售逐步回升，市場仍然充滿

活力。中國彩票將是一個萬億級的市場，這是毋庸置疑的。

本集團憑藉十餘年來對彩票行業的持續投入和深入理解，將在銷售渠道、

核心系統、遊戲產品和責任彩票建設等諸多方面，匯集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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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生態系

統做出貢獻。在立足中國的同時，本集團將推進彩票國際化，進行更多

模式的探討和創新。

財務表現回顧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本集團共錄得營業收入約港幣0.846億元（二零
一八年上半年度：約港幣0.899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5.9%。於二零
一九年上半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0.579億元（二零一八年上
半年度：約港幣0.797億元）。

天意公司的福彩視頻票供應合同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到期。根據供應合

同雙方約定，天意公司擁有支撐福彩視頻票運營銷售的約41,500台終端
機的所有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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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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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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下發民

事判決書，判決由中彩在線公司向天意公司支付人民幣1,360,211,853元
的合作報酬及相應利息。於判決書所認定之合作報酬金額，其中人民幣

54,835,734元為屬於福彩視頻票供應合同期內之報酬，天意公司並已經
於二零一五年確認為收入及應收賬款。中彩在線公司就該判決已向最高

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最高級人民法院兩次開庭審理，目前該案尚未作

出終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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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本公司就銀行提供一項約港幣2.4億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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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元之公司擔保（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4億元）；及就銀
行提供的一項約港幣2,300萬元額度之短期擔保貸款（於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2,300萬元）提供上限為約港幣2,300萬元（於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300萬元）之公司擔保。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貸款約為港幣2.525億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623億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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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億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556億
元）；及(ii)一項由本公司一位董事簽署的個人擔保作抵押。

根據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之普通

決議案，本公司股本中每10股每股面值港幣0.0025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
股份，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起合併為1股每股面值港幣0.025元之
本公司股份（「股份合併」）。跟隨股份合併後，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港幣

4,000萬元，共1,6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25元之本公司股份。於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002,480,733股本公司股份已獲發行。股份合
併生效後，於聯交所買賣之每手買賣單位已由20,000股更改為10,000股
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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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併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九年

六月十三日之公告以及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之通函內。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公司尚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為本金總額為港

幣1.748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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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選擇權1債券於轉換時可按轉換價每股港幣0.23元轉換為本公司股份。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新選擇權1債券之持有人訂立補
充信託契據，就此，到期日由二零一九年四月七日改為二零一九年十一

月七日，並將換股價由港幣0.23元修改為港幣0.20元，由二零一九年三
月二十八日起生效。根據補充信託契據，延長期（二零一九年四月七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內之利息按每年8.5厘支銷，並須於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七日到期支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由於股份合併，新選

擇權1債券之每股本公司換股價由港幣0.20元調整至港幣2元。

於回顧期內，債券持有人並無將新選擇權1債券轉換為本公司股份。於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尚未轉換之新選擇權1債券本金總額為港
幣1.748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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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00,000股。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權益總額約港幣10.331億元（於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0.722億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之流動資產淨額約港幣3.074億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3.301億元），當中約港幣1.067億元為現金及存於銀行及財務機構之
存款（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46億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

約為34.6%（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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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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賬面淨值約為港

幣1.534億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556億元）已抵押予
銀行以獲得由銀行提供之貸款。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全職僱員共計249人（二零一八年：
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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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計劃

由於股份合併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生效，有關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而將予發行的本公司股份行使價及數目已按照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二年

五月十八日獲本公司股東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

之條款及條件及上市規則作出調整。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共有已

授出而尚未行使以認購股份合共42,625,000股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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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

劃授出之購股權變動情況如下：

購股權項下股份數目 
每股份
行使價

行使期限 於期初
未行使

於期內
授出

於期內
行使

於期內
註銷

於期內
失效

於期末
未行使授出日期 由 至

港幣

(i) 董事姓名
陳丹娜女士 19/01/2018 1.72 20/01/2018 19/01/2019 600,000 – – – (600,000) –

19/01/2018 1.72 20/01/2019 19/01/2020 600,000 – – – – 600,000

吳京偉先生 19/01/2018 1.72 20/01/2018 19/01/2019 600,000 – – – (600,000) –
19/01/2018 1.72 20/01/2019 19/01/2020 600,000 – – – – 600,000

李子饋先生 19/01/2018 1.72 20/01/2018 19/01/2019 300,000 – – – (300,000) –
19/01/2018 1.72 20/01/2019 19/01/2020 300,000 – – – – 300,000

朱欣欣女士 19/01/2018 1.72 20/01/2019 19/01/2020 300,000 – – – – 300,000

黃勝藍先生 19/01/2018 1.72 20/01/2018 19/01/2019 5,000 – – – (5,000) –
19/01/2018 1.72 20/01/2019 19/01/2020 5,000 – – – – 5,000
31/05/2019 0.36 01/06/2019 30/11/2019 – 100,000 – – – 100,000

陳明輝先生 19/01/2018 1.72 20/01/2018 19/01/2019 5,000 – – – (5,000) –
19/01/2018 1.72 20/01/2019 19/01/2020 5,000 – – – – 5,000
31/05/2019 0.36 01/06/2019 30/11/2019 – 100,000 – – – 100,000

崔書明先生 19/01/2018 1.72 20/01/2018 19/01/2019 5,000 – – – (5,000) –
19/01/2018 1.72 20/01/2019 19/01/2020 5,000 – – – – 5,000
31/05/2019 0.36 01/06/2019 30/11/2019 – 100,000 – – – 100,000

(ii) 連續合約僱員 19/01/2018 1.72 20/01/2018 19/01/2019 3,750,000 – – – (3,750,000) –
19/01/2018 1.72 20/01/2019 19/01/2020 3,450,000 – – – – 3,450,000

(iii) 其他參與者 29/10/2014 8.40 29/10/2017 28/10/2020 1,160,000 – – – – 1,160,000
19/01/2018 1.72 20/01/2018 19/01/2019 3,500,000 – – – (3,500,000) –
19/01/2018 1.72 20/01/2019 19/01/2020 2,500,000 – – – – 2,500,000
29/01/2018 1.80 30/01/2018 29/01/2019 8,500,000 – – – (8,500,000) –
08/01/2019 0.80 09/01/2019 08/01/2020 – 27,000,000 (17,000,000) – – 10,000,000
31/05/2019 0.36 01/06/2019 30/11/2019 – 32,900,000 (9,500,000) – – 23,400,000      

總數： 26,190,000 60,200,000 (26,500,000) – (17,265,000) 42,6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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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授出購股權已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於財務報表上確認為支出項目。

2. 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及股數已予調整以反映股份合併。於股份合併生效日期前已

行使或已失效之購股權之行使價及股數亦已予調整，以作對照。

3. 在緊接行使購股權26,500,000股股份之行使日期前的每股加權平均收市價為約港幣0.632
元（股份之數目及價格已反映股份合併）。

4. 在緊接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八日及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授出購股權之日期前的每股

本公司股份收市價分別為港幣0.78元及港幣0.34元（股份之價格已反映股份合併）。

5.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授出之購股權之公平值乃於授出日期使用柏

力克 — 舒爾斯期權定價模式，並經計及購股權之授出條款及條件後作出估算及已予
調整以反映股份合併。下表載列該模式所用輸入數據：

授出日期 二零一九年一月八日 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行使期限 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至
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

二零一九年六月一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無風險利率(%) 1.64 1.87
預期波幅(%) 51 58
購股權之預計年期（年） 0.5 0.25
股息率(%) 0 0
股價（每股港幣元） 0.80 0.36

預期波幅反映過往波幅顯示未來趨勢之假設，實際結果不一定與此相符。

計量公平值時並無計及所授出購股權任何其他特性。

於期內授出之購股權之公平值估算如下：

授出日期 二零一九年一月八日 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行使期限 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至
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

二零一九年六月一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每份股份期權之公平值 0.1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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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
規定須備存之登記冊所載，或須按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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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知本公司及聯交

所，本公司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或按照證券及期貨
條例被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詳情如下：

(1) 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總數

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份比

陳丹娜女士 4,620,000 (L) 4,620,000 (L) 0.46% (L)

吳京偉先生 8,220,000 (L) 8,220,000 (L) 0.82% (L)

李子饋先生 2,800,000 (L) 2,800,000 (L) 0.28% (L)

朱欣欣女士 1,500,000 (L) 1,500,000 (L) 0.15% (L)

黃勝藍先生 110,000 (L) 110,000 (L) 0.01% (L)

崔書明先生 200,000 (L) 200,000 (L) 0.02% (L)

附註：

1. 「L」表示好倉。

(2)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若干董事於根據購股權計劃下可

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中擁有權益。彼等於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

詳情於本報告內前段標題為「購股權計劃」部份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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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或行政總

裁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
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或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任何權

益或淡倉記錄在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規定須備存之登記冊內，
或須按標準守則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
規定須備存之登記冊所載，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除外）於本

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及淡倉：

於本公司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股份數目 

股東名稱 實益擁有 家族擁有 公司權益 總數

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份比

劉婷女士 91,509,437 (L) 24,248,642 (L) 72,721,331 (L) 188,479,410 (L)
（附註1）

18.80% (L)

陳城先生 24,248,642 (L) 91,509,437 (L) 72,721,331 (L) 188,479,410 (L)
（附註1）

18.80% (L)

BFAM Partners (Cayman) 
Limited

– – 73,250,000 (L) 73,250,000 (L)
（附註2）

7.31% (L)

Fuchs Benjamin Aaron – – 73,250,000 (L) 73,250,000 (L)
（附註2）

7.31% (L)

Tencent Holdings Limited – – 59,403,451 (L) 59,403,451 (L) 5.93% (L)

Favor King Limited – – 51,249,259 (L) 51,249,259 (L)
（附註1）

5.1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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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公司權益中，7,505,287股由Hang Sing Overseas Limited持有，該公司由劉婷女士
全資擁有的公司Orient Strength Limited全資擁有。13,773,554股由Strong Purpose 
Corporation持有，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全資擁有Strong Purpose Corporation。
51,249,259股由Glory Add Limited持有，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全資擁有的Favor King 
Limited持有Glory Add Limited全部權益。193,231股由Burwill Holdings Limited持有，
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為其控股股東。於家族權益之股份分別由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

各自擁有，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之權益被視為彼此的權益。

2. 彼屬同一批權益。該批權益為衍生權益。

3. 「L」表示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

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記錄於

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備存之登記冊內，及╱或直接或間
接地持有已發行股本面值的5%或以上，並可於任何情況下，有權在本集
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權益。

董事及董事簡歷之變更

1. 朱欣欣女士自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八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2. 陳明輝先生自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一日舉行之Alita Resources Limited（前
稱「Alliance Mineral Assets Limited」）股東特別大會後不再出任其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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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董事局宣佈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明威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簽署了協議，內容有關收購晴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之

全部已發行股份，總代價為港幣9,000,000元，其以(i)現金港幣3,000,000
元支付；及(ii)發行承兌票據支付。於完成後，晴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成
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晴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

要從事天然及健康食品之研發、加工、生產及銷售業務。本集團相信，

收購事項可令本集團以較低成本及更高效率開展天然及健康食品之生產

及銷售業務，從而強化其財務狀況。

註冊辦事處及百慕達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地址變更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自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日起遷往Victoria Place, 
5 Floor, 31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0, Bermuda。另本公司的百慕
達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自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九日起遷往4th Floor North, 
Cedar House, 41 Cedar Avenue, Hamilton HM 12, Bermuda。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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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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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除外。

本公司主席陳丹娜女士，現兼任行政總裁之職務。雖然守則條文第A.2.1
條要求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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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女士同時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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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二零一九年度

股東週年大會上，由於黃勝藍先生當時須處理其他重要要務，故未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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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中期報告 32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必守標準

本公司採納標準守則為本公司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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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止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已遵守行為守則。

董事局代表

主席
陳丹娜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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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饋先生及朱欣欣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勝藍先生、陳明輝先生
及崔書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