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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申請表格上市申請表格上市申請表格上市申請表格    

FFFF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    

公司資料報表公司資料報表公司資料報表公司資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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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報表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資料報表全部或

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     : : : :    China LotSynergy Holdings Limited 華彩控股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證券代號證券代號證券代號((((普通股普通股普通股普通股))))    ::::    8161    

 

本資料報表列載若干有關上述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所」)創業板上市的公

司(「該公司」)的資料。該等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

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旨在向公眾提供有關該公司的資料。該

等資料將會在互聯網的創業板網頁展示。本資料報表不應視作有關該公司及／或其證

券的完整資料概要。 

 

本報表的資料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更新。     

 

A.       A.       A.       A.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註冊成立地點 : 百慕達 

 

在創業板首次上市日期  :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保薦人名稱  : 不適用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婷 黃勝藍 

陳城 陳明輝 

吳京偉 崔書明 

廖元煌  

  

  

非執行董事  

孔祥達  

董事姓名 : 

(請列明董事的身份─執行、非執行或

獨立非執行) 

Paulus Johannes Cornelis 

Aloysius KARS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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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婷 (附註 1) 1,517,023,747 股 (20.49%) 

 

陳城 (附註 1) 

 

1,517,023,747 股 (20.49%) 

主要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 : 

第 1.01 條)的姓名／名稱及其各自於

該公司的普通股及其他證券的權益 

Burbank John H. (附註 2) 
 

1,109,238,800 股 (14.99%) 

 

附註：  
 

1. 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分別直接持有 259,974,373 股及 389,286,426 股股份。劉婷女士是陳城

先生的配偶。147,162,496 股由 Hang Sing Overseas Limited 持有，Orient Strength Limited 持

有 Hang Sing 51%權益，而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則全資擁有 Orient Strength。137,735,546

股由 Strong Purpose Corporation 持有，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全資擁有 Strong Purpose。

580,93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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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權益。1,932,312 股由 Burwill Holdings Limited 持有，劉婷女

士及陳城先生為其控股股東。由 Hang Sing Overseas Limited 持有之 23,093,192 股屬淡倉。 

 

2. Passport Management, LLC 為若干基金的投資經理，而其中一基金為 Passport Global Master 

Fund SPC Ltd for and on behalf of portfolio A - global strategy及 Passport Special Opportunities 

Master Fund, LP。Passport Capital, LLC 為 Passport Management, LLC 之單一管理股東，與

及 Burbank John H.為 Passport Capital, LLC 之單一管理股東。 

 

 

在本交易所創業板或主板上市而與 : 不適用 

該公司屬同一集團的公司的名稱  

 

財政年度結算日期 : 十二月三十一日 

 

註冊地址 :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2, Bermuda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 香港灣仔港灣道 1 號會議展覽廣場辦公大樓

3308室 

 

網址(如適用) : www.chinalotsynergy.com 

 

股份過戶登記處 : Butterfield Fulcrum Group (Bermuda) Limited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核數師 : 國衛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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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China LotSynergy Holdings Limited （華彩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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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C.    普通股普通股普通股普通股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 7,402,164,000 

 

已發行普通股面值 : 港幣 0.0025 元 

 

每手買賣單位(股份數目) :  4,000 股 

 

其他證券交易所(該普通股份亦於 : 不適用  

其上市)的名稱  
 
D.D.D.D.    權證權證權證權證    
 
證券代號 : 不適用 
 
每手買賣單位 : 不適用 
 
屆滿日 : 不適用 
 
行使價 : 不適用 
 
換股比率 
(倘權證以換股權的幣值計算則不適用)  : 不適用 
 
尚未行使的權證數目 : 不適用 
 
因尚未行使的權證獲行使而須予發行 : 不適用 
的股份數目  
    
E.E.E.E.                            其他證券其他證券其他證券其他證券    
任何已發行的其他證券的詳情。    
 

1. 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購股權項下股份數目： 372,400,000 股 

 

2. 本金額 550,000,000 港元之二零一五年到期無擔保零息可換股票據，可按最初兌換

價每股 0.955 港元（可予調整）兌換本公司股份。 

 

 

如有任何已發行的債務證券獲擔保，請填寫擔保人的名稱。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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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聲明責任聲明責任聲明責任聲明    

 

公司於本聲明日期的在任董事(「董事」)謹表示共同及個別對資料報表所載資料(「該

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

該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乃屬真確、完整、及並無誤導，亦概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

該等資料有失實或誤導成份。 

 

董事亦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於之前刊發的表格內所載的任何詳情不再準確後於

合理而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提交經修訂的資料報表。 

 

董事確認本交易所對該等資料概無任何責任，並承諾彌償本交易所因為或由於該等資

料而承擔的一切責任或蒙受的一切損失。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劉婷 陳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吳京偉 廖元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孔祥達 Paulus Johannes Cornelis  

Aloysius KARSKE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黃勝藍 陳明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崔書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