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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8161)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
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
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
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
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
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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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China LotSynergy Holdings Limited（華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
（「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規
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
及所信：－(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
(2)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事實從而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 (3)本
公告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
和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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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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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84,578 117,377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47,576) (62,232)

毛利 37,002 55,1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68,258 46,532
一般及行政費用 (139,694) (118,476)
其他費用 － (2,007)
財務成本 5 (26,423) (25,238)
商譽減值 － (854,725)
購股權費用 (10,667) (12,940)

經營虧損 6 (71,524) (911,709)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虧損 (11,198) (15,323)

除所得稅前虧損 (82,722) (927,032)
所得稅 7 (5,030) 580

年內虧損 (87,752) (926,452)

虧損歸屬：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81,596) (930,729)
少數股東權益 (6,156) 4,277

(87,752) (926,452)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年內之
 每股虧損

－基本 8 (1.1)港仙 (12.5)港仙

－攤薄 8 (1.1)港仙 (12.5)港仙



– 3 –

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虧損 (87,752) (926,452)

其他全面收入：
 物業重估之收益 － 14,34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
  ╱（虧損） 15,889 (12,860)
 重估物業產生之遞延稅項 － (2,366)
 貨幣匯兌差額 60 18,813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15,949 17,927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71,803) (908,525)

歸屬：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65,647) (918,166)
少數股東權益 (6,156) 9,641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71,803) (90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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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30,570 114,263
 投資物業 140,000 127,000
 無形資產 330,625 337,153
 於共同控制公司投資 116,738 80,18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9,829 33,9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803 1,660
 預付租金 4,847 5,771

非流動資產總額 773,412 699,971

流動資產
 存貨 16,983 13,625
 應收帳項 9 25,390 14,06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31,178 12,699
 應收一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237 7,857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1,613 21,854
 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 10 447,451 292,185
 可收回所得稅 － 603
 現金及銀行結餘 632,693 747,681

流動資產總額 1,175,545 1,110,564

資產總額 1,948,957 1,810,535

流動負債
 應付帳項 11 13,864 4,64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帳款 13,453 12,722
 應付一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26,302 34,033
 應付所得稅 4,382 1,998
 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負債 284,282 191,632
 銀行借貸 4,708 －

流動負債總額 346,991 245,032

流動資產淨額 828,554 865,53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01,966 1,56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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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588,780 562,357
 遞延所得稅負債 17,207 16,334
 銀行借貸 70,292 －

非流動負債總額 676,279 578,691

資產淨額 925,687 986,812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 18,505 18,505
 儲備 13 1,674,420 1,647,920
 累計虧損 (876,657) (795,177)

816,268 871,248

少數股東權益 109,419 115,564

權益總額 925,687 98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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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部份

股本 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少數股東

權益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12） （附註13）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結餘 19,142 1,753,095 132,823 195,544 2,100,604

全面收入
 年內（虧損）╱溢利 － － (930,729) 4,277 (926,452)

其他全面收入：
 物業重估盈餘 － 14,340 － － 14,340
 重估物業產生之遞延稅項 － (2,366) － － (2,36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 － (12,860) － － (12,860)
 貨幣匯兌差額 － 13,449 － 5,364 18,813

其他全面收入總額 － 12,563 － 5,364 17,927

全面收入總額 － 12,563 (930,729) 9,641 (908,525)

購回股份 (637) (127,949) － － (128,586)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13,332 － － 13,332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392) － － (392)
 －已歸屬購股權註銷 － (2,729) 2,729 － －
註銷一家附屬公司 － － － (15,764) (15,764)
向少數股東派付股息 － － － (73,857) (73,857)

(637) (117,738) 2,729 (89,621) (205,267)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18,505 1,647,920 (795,177) 115,564 98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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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部份

股本 儲備 累計虧損
少數股東

權益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12） （附註13）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結餘 18,505 1,647,920 (795,177) 115,564 986,812

全面收入
 年內虧損 － － (81,596) (6,156) (87,752)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 － 15,889 － － 15,889
 貨幣匯兌差額 － 60 － － 60

其他全面收入總額 － 15,949 － － 15,949

全面收入總額 － 15,949 (81,596) (6,156) (71,803)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8,139 － － 8,139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2,528 － － 2,528
 －已歸屬購股權註銷 － (116) 116 － －
註銷一家附屬公司 － － － 11 11

－ 10,551 116 11 10,678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18,505 1,674,420 (876,657) 109,419 92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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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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公益彩票業及相關業務之投資、項目開發以及提供技
術、設備及顧問服務。

2.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此外，本綜合財務報表亦包括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
適用披露資料。綜合財務報表乃依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並就重估投資物業、可供出
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包括衍生工具）作出修訂。

會計政策之變更及披露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修訂準則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採納以下新訂及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修訂本）（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生
效）。該修訂規定增加有關公平值計量及流動資金風險的披露。該修訂特別規
定按公平值等級得出的公平值計量之披露。由於會計政策之變更只導致額外
披露，故對每股虧損並無造成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列方式」（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生
效）。該經修訂準則禁止於權益變動表內呈列收入及開支項目（即「非擁有人權
益變動」），並規定「非擁有人權益變動」與擁有人權益變動於全面損益表中分
開呈列。因此，本集團將所有擁有人權益變動於綜合權益變動表中呈列，而所
有非擁有人權益變動則於綜合全面損益表中呈列。比較資料經已重新呈列，
以符合經修訂的準則。由於會計政策的變動只對呈列方面有所影響，故對每
股虧損並無造成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以股份支付的支出」（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生效）涉及歸屬條件及註銷。其澄清歸屬條件僅為服務條件及表現條件。以股
份支付的支出的其他特徵並非歸屬條件。該等特徵須計入與僱員及其他提供
類似服務的人士訂立的交易於授出當日的公平值；該等特徵不會對授出日期
後預期歸屬的獎勵數目或其估值構成影響。不論是由實體或其他方作出之一
切註銷，均應獲得相同會計處理。本集團及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該準則對本集團或本公司之財務報
表並不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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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修訂準則（續）

• 有關合資格資產的借貸成本（其資本化的開始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
以後）方面，本集團將收購、建設或生產合資格資產直接應佔的借貸成本資本
化，作為該資產的部分成本。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
任何合資格資產，會計政策中的此項變更對每股虧損並無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生效）。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8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並使分部申報方式符合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第131號「企業之分部及相關資料之披露」之規定。新準則規
定遵從「管理方針」，據此，分部資料按就內部報告目的之相同基準呈列。此項
變更導致呈列之可報告分部數目增加。此外，分部資料與內部報告會以相同
基準呈報給企業內部決策者。這些附註披露對財務報表沒有重大影響。

(b) 尚未生效而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

以下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經已刊發，本集團須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之會計期間或較後期間實行，惟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7號，「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於二零
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生效）。該詮釋為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刊發之香港會計
師公會年度改進項目的一部分。該詮釋就實體向股東分派非現金資產（作為儲
備之分派或股息）之安排提供會計指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亦已修訂，
以規定資產只有在現況下可供分派而分派的可能性甚高的情況下才可分類為
持有作分派。本集團及本公司將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應用香港（國際財務
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7號。預期對本集團或本公司之財務報表無重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
日生效）。此經修訂準則規定，如控制權並無變動，則與少數股東權益之所有
交易之影響必須於權益中記錄，而此等交易將不再導致商譽或盈虧。此準則
亦訂明失去控制權時的會計處理方式。於該實體的任何保留權益按公平值重
新計量，並於損益內確認收益或虧損。本集團將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對
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交易不予追溯地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生效）。
此經修訂準則繼續對業務合併應用收購法，但有重大變更。例如，購買業務之
所有付款須按收購日期的公平值入賬，分類為債務的或然付款其後於損益表
重新計量。對於被收購方的非控制性權益，可按逐項收購基準以公平值或非
控制性權益應佔被收購方淨資產的比例計量。所有收購相關成本必須計入開
支。本集團將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對所有業務合併不予追溯地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無形資產」（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生效）。此
修訂本為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刊發之香港會計師公會年度改進項目的一部分。
本集團及本公司將自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之日期應用香港
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此修訂本澄清於業務合併所得之無形資產公平值
計量之指引，並批准將無形資產組成一項單一資產（如各資產擁有類似的有用
經濟年期）。此修訂對本集團或本公司之財務報表將不會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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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b) 尚未生效而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續）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本），「分類為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或出售集
團）的計量」。此修訂本為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刊發之香港會計師公會年度改進
項目之一部分。此修訂澄清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規定的披露非流動資產
（或出售集團）為出售或終止經營進行分類。它還明確指出，香港會計準則第1
號的總體要求仍然適用，特別是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中第15段（以實現公允列
報）和第125段（估計不確定性之來源）。本集團及本公司將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
日起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本）。預期對本集團或本公司之財務報
表無重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的呈列方式」。此修訂本為二零零九年
五月刊發的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年度改進計劃中的一部分。此修訂澄清了發行
權益工具得以清償的負債不會影響對該負債作為流動負債或非流動負債的分
類。通過對流動負債定義的修訂，此修訂允許此類負債分類為非流動負債（企
業有無限制權利通過轉移現金或其他資產在一個會計年度後至少推遲12個月
結算），惟企業仍可能被交易對方要求於任何時候以股份結算。本集團和本公
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預期對本集
團或本公司之財務報表無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集團現金結算及以股份支付的交易」（自二
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生效）。此外，該項修訂將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8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範圍」和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整合入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並擴展了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的
指引以明確該詮釋尚未涉及的集團安排。預期新指引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無
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是為中國公益彩票市場提供彩票系統、遊戲產品、終端設備以及相關的
技術及市場服務。本集團年內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提供彩票終端設備之收入 66,093 99,162

 銷售設備之收入 17,466 17,711

 提供顧問服務之收入 1,019 504

84,578 11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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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提供彩票系統、遊戲產品、終端
設備以及相關的技術及市場服務，其被視為單一可呈報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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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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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 84,578 95,645

其他國家 － 21,732

84,578 117,377

上述收入資料以客戶所在地為依據。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 578,960 532,909

香港 143,820 131,462

722,780 66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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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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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A 39,546 31,887

客戶B 26,409 45,543

客戶C 9,932 15,764

客戶D － 2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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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持作買賣） 17,418 (17,772)
 －按公平值計算之可換股票據內含提早贖回權 121,919 102,977
 －票據持有人所持按公平值計算之可換股票據內含
   贖回權 (92,650) (68,402)

46,687 16,803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5,994 16,616
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的股息收入 1,161 1,01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13,000 7,000
租金收入 672 960
其他應收款之減值撥備收回 744 4,142

68,258 46,532

5. 財務成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換股票據推算利息開支 26,423 25,238

6. 經營虧損

本集團經營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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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59 32,882
 －營業稅 3,412 3,942
 －存貨成本確認為費用 7,636 6,945
 －維修及保養 5,244 11,084
 －其他銷售及服務成本 4,825 7,379

47,576 62,23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3,194 638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6,903 3,386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撥備 630 600
 －以前年度調整 30 －
無形資產攤銷
 －CLO合約（包括於一般及行政費用） 6,528 6,528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折舊 4,123 2,809
其他應收帳款減值（包括於其他費用） － 2,007
外匯差額淨額 261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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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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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16.5%）撥
備。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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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兩個年內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已
根據估計年度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4,180 2,228

 －以前年度調整 (880) (2,314)

本期稅總額 3,300 (86)

遞延稅
 －產生及回撥暫時性差異 1,730 (494)

5,030 (580)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81,596,000元（二零零八年：
港幣930,729,000元）除年內已發行之7,402,164,000股普通股（二零零八年：7,445,419,421股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並未假設於
有關年內購股權獲行使及可換股票據獲兌換，由於購股權之行使及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將
減少每股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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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帳項

提供彩票終端設備之收入乃按月收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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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保養服務之收入每月或每年入帳，
於發票日期後30天到期支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帳項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30 天 11,296 9,020

31 – 60 天 5,924 2,330

61 – 90 天 6,338 1,284

超過 90 天 1,832 1,426

25,390 14,060

10. 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上市證券：
 －股本證券－香港 － 37,975

 －股本證券－其他地區 － 7,419

非上市股本投資 78,741 －
以公平值計算之可換股票據內含提早贖回權 368,710 246,791

447,451 292,185

上市證券市值 － 45,394



– 15 –

11. 應付帳項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帳項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30 天 13,641 681

31 – 60 天 － 758

61 – 90 天 － 869

超過 90 天 223 2,339

13,864 4,647

12. 股本

法定普通股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二零零八年及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000,000,000 40,000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7,656,760,000 19,142

購回股份（附註） (254,596,000) (637)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402,164,000 18,505

附註：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在聯交所購回254,596,000股每
股面值港幣0.0025元之股份。所付每股最高及最低價格分別為港幣0.96元及港幣
0.35元。購回股份所付總額約港幣128,586,000元，已自股東權益扣除。所購回股份
已於其後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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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儲備

股份溢價 可換股票據 資本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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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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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結餘 1,674,115 20,080 15,158 17,808 25,934 － － 1,753,095

購回股份 (127,949) － － － － － － (127,949)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 －－ － 13,332 － － 13,332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 －－ － (392) － － (392)

 －已歸屬購股權註銷 － － － － (2,729) － － (2,729)

物業重估盈餘 － － － － － 14,340 － 14,340

重估物業產生之遞延稅項 － － － － － (2,366) － (2,36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 － － － － － － (12,860) (12,860)

貨幣匯兌差額
 －海外附屬公司 － － － 8,896 － － － 8,896

 －海外共同控制公司 － － － 4,553 － － － 4,553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結餘 1,546,166 20,080 15,158 31,257 36,145 11,974 (12,860) 1,647,920

股份溢價 可換股票據 資本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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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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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結餘 1,546,166 20,080 15,158 31,257 36,145 11,974 (12,860) 1,647,920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 － － 8,139 － － 8,139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 － － 2,528 － － 2,528

 －已歸屬購股權註銷 － － － － (116) － － (11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 － － － － － － 15,889 15,889

貨幣匯兌差額
 －海外附屬公司 － － － (210) － － － (210)

 －海外共同控制公司 － － － 270 － － － 270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結餘 1,546,166 20,080 15,158 31,317 46,696 11,974 3,029 1,674,420

股息

董事局不擬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零八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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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業務是為中國公益彩票市場提供彩票系統、遊戲產品、終端設備以
及相關的技術及市場服務。

業務回顧

本集團繼續看好中國公益彩票的發展前景，在克服了二零零九年彩票行業整
頓困難的同時，通過對行業分析、公司定位的系統研究，形成了電腦票與快開
票、視頻彩票、手機彩票和互聯網服務三大業務板塊，技術創新能力得到提高，
項目管理水平不斷加強，在各個業務方向上均取得了進步。電腦票方面，成功
簽署五年新的廣東省福彩投注終端供應和服務合約、快開票種開樂彩正式出
廳銷售；視頻彩票方面，中福在線獲得財政部批准全國恢復銷售；在手機彩票
和互聯網服務方面，獲得多個省份的手機、固話投注合約。本集團與國際彩票
業領先企業的合作也不斷的深入，與美國 IGT、GTECH繼續保持著良好互動的
合作關係，二零零九年，本集團與 IGT完成了向合資公司聚彩科技進一步注資
的投資計劃，用於發展中國彩票業務。

視頻彩票業務

中福在線業務

本集團是中國福利彩票中心（「中福彩中心」）全國統一發行的「中福在線」視頻彩
票（由國家財政部批准上市）獨家設備供應商。經過歷時約一年半的運營調整，
四款新遊戲「趣味高爾夫」、「連環奪寶」、「三江風光」和「好運射擊」已獲得政府
監管部門的審批，並已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上市銷售，該四款遊戲目前運行穩
定，市場反映良好。除了「三江風光」和「好運射擊」兩款遊戲已在全國範圍內取
得新銷售證的銷售廳銷售以外，通過近半年的試點銷售，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趣味高爾夫」、「連環奪寶」兩款遊戲也從原試點七省的一百餘個銷售廳擴
大至廿八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符合銷售條件並經過驗收合格核准換發新銷售
證的銷售廳。各遊戲的返獎獎金提高為65%，同時為了更好地發揮中福在線即
開型彩票在募集賑災公益金方面的作用，本次新推出的四款遊戲從遊戲設計、
畫面表現上都以追求公益、健康、文化等風格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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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票與快開票業務

電腦票業務

本集團是廣東省傳統電腦彩票投注終端設備的獨家供應商，亦為其他公司客
戶提供彩票掃描器及閱讀器等產品。二零零九年廣東省繼續保持著全國福利
彩票第一大省的地位。該項業務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現金流。在本年度，本集
團附屬公司成功簽署了五年新的廣東省福彩投注終端和服務合約。此外，本集
團正在努力開拓新型多功能彩票投注終端機的海外市場，爭取在歐洲、東南亞
國家獲取相關的訂單。

快開型彩票業務

本集團和GTECH的合資公司集太華彩有限公司為中國福利彩票開樂彩快開型
彩票提供系統和終端設備。開樂彩目前已在遼寧、河北、四川、湖南、山西、甘
肅、山東、吉林等八省進入大規模試點發行，新的附加玩法也在二零零九年八
月獲得財政部等相關部門的批准。隨著各銷售省份和終端機的增加，開樂彩的
銷量穩步提升，開樂彩已被國際彩票經驗證明為增量型彩種。本集團將積極配
合發行機構對系統和終端設備的要求，持續擴大開樂彩的遊戲品種等積極的
市場營運措施。管理層相信，該項業務能為集團帶來長期穩定的經營收入。

手機彩票業務

隨著移動通訊技術、電子支付及手機終端的技術發展，手機已成為廣大用戶獲
得資訊、進行電子商務交易的重要平台，手機彩票日益成為中高端彩民群體的
重要購彩渠道。本集團是獲得手機彩票服務許可的技術和服務提供商。本集團
將高新技術與彩票行業進行了有機結合，完善了移動購彩整體解決方案，從二
零零九年下半年開始，在移動購彩領域不斷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用不到四個月
的時間獲得了四份省級包括天津、重慶、寧夏等的手機及移動終端投注的授
權。

其他彩票業務

本集團和戰略夥伴，包括 IGT及GTECH，正努力開發和完善各類符合中國市場
的彩票相關產品，將有助於提升中國彩票業在系統研發、遊戲研發、終端設備
設計與製造以及運營維護等多方面的能力，改進及豐富遊戲品種與內容，引進
負責任彩票的技術和管理手段，從而促進中國彩票市場安全健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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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中國彩票市場於二零零九年銷售收入達到約1324.7億元人民幣，比二零零八年
同期增長約25%，發展勢頭強勁。二零一零年，中國經濟再度恢復高速增長並無
太大懸念，而中國作為全球主要的彩票市場之一，通過《彩票管理條例》（國務院
令第554號）的施行，中國彩票事業將順利步入有法可依、規範管理的新階段，
必定將迎來下一波高速發展的新時機。

通過二零零九年綜合競爭能力的積累，本集團提升了在系統研發、遊戲研發、
終端設備設計與製造以及運營維護等多方面的實力，具備了改進及豐富遊戲
品種與內容的能力，並擁有了先進的行業管理手段，目前在業務方面已經形成
了電腦票與快開票、視頻彩票、手機彩票和互聯網服務三大業務方向。二零一
零年，各方向的發展都將有很好的預期。

其中，作為福利彩票中福在線視頻彩票的終端設備供應商，本集團將積極配合
中福彩中心開展二零一零年的各項相關工作，同時，不斷提升集團在視頻彩票
系統、終端、遊戲的研發、製造和服務能力；作為中福彩中心的全國統一系統
快開型彩種開樂彩的獨家終端設備和系統的供應商，本集團將憑藉技術優勢
積極踏實地投入到運營、服務支援中，確保每一台終端機的正常運行，同時，
積極配合中福彩中心在全國開拓新的市場；作為廣東省電腦票投注終端設備
的供應商，本集團會借廣東成功簽署五年新合約這個契機，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自身的能力，積極推進該項業務在全國其他省的開拓工作；二零一零年一月，
中國政府加快推進電信網、廣播電視網和互聯網的三網融合的舉措，充分表明
中國對於資訊產業的重視，隨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媒體產業鏈的形成，手機
投注也將獲得更好的發展環境，本集團在該業務方面已經擁有全面的技術和
市場開拓能力，相信在二零一零年將有良好的表現；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在新
技術開發、新渠道開拓方面做積極的探討和嘗試，通過與戰略夥伴的合作，在
新興市場抓住機遇。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中國彩票業務。憑藉集團綜合競爭實力繼續努 力各項業
務拓展，參與彩票業價值鏈的各個環節，為集團提供新的盈利增長點。與此同
時，本集團將物色有盈利潛力的投資商機，包括符合股東利益和有戰略價值的
業務，強化業務組合，壯大收入基礎和盈利能力，為股東帶來長期穩定的投資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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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共錄得營業收入約港幣8,460萬
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減少28%，而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港幣8,160萬元，
二零零八年同期為虧損港幣9.307億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負債比率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銀行授予之庫務額度提供港幣3,000
萬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000萬元）連利息及其他費用之彌償
擔保。該庫務額度為期最長不超過十八個月，額度金額由銀行全權釐定及可不
時修改。該庫務額度及彌償擔保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終止生效。此外，於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一項給予子公司之港幣7,500萬元之物
業分期貸款提供無上限之公司擔保。

集團相信現時之財務資源足夠應付資本及運營需要。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未償還銀行貸款為港幣7,500萬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已用作抵押該等銀行貸款。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權益總額約港幣9.257億元（於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9.868億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
動資產淨額約港幣8.286億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8.655億元），
當中約港幣6.327億元為現金及存於銀行之存款（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7.477億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之負債比率（負債總額除資產總額）約為
52.5%（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5%）。

外匯兌換風險

本集團所有資產、負債及交易均以港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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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市值為港幣1.40億元（於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己抵押予銀行以獲得由銀行提供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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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僱員共計290人（二零零八年：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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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及醫療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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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技術團隊的
建設，繼續為中國彩票市場提供全面而優質的服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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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業務

董事局相信本公司各董事、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
上市規則」））及其個別聯繫人概無直接或間接於對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
重大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黃勝藍先生、陳
明輝先生及崔書明先生。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
務報表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企業管治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
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守則條文第A2.1條、第A4.1條及第
A4.2條之偏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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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席劉婷女士，現兼任行政總裁之職務。雖然守則條文第A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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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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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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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5.67條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必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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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遵
守行為守則。

董事局代表
主席
劉婷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發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婷女士、陳城先生、吳
京偉先生及廖元煌先生；非執行董事孔祥達先生及Paulus Johannes Cornelis Aloysius 
Karske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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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由刊登日期起至少一連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
公司公告」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