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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8161）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
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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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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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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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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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並
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3.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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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

業績（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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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未經審核之比較數字載
列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29,185  16,750  53,968  90,838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3 (12,882 ) (14,712 ) (36,771 ) (44,272 )        

毛利  16,303  2,038  17,197  46,566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4 4,312  (16,041 ) 25,285  3,968
一般及行政費用  (42,809 ) (29,084 ) (90,226 ) (72,848 )
財務成本 5 (6,606 ) (6,310 ) (19,817 ) (18,928 )
購股權費用  (4,377 ) (6,059 ) (10,820 ) (19,451 )        

經營虧損 6 (33,177 ) (55,456 ) (78,381 ) (60,693 )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虧損  (3,675 ) (3,300 ) (8,272 ) (8,538 )        

除所得稅前虧損  (36,852 ) (58,756 ) (86,653 )  (69,231 )
所得稅 7 (1,896 ) 1,032  (4,713 ) 430        

期內虧損  (38,748 ) (57,724 ) (91,366 ) (68,801 )        

歸屬：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38,370 ) (54,330 ) (81,420 ) (77,272 )
少數股東權益  (378 ) (3,394 ) (9,946 ) 8,471        

  (38,748 ) (57,724 ) (91,366 ) (68,801 )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之每股虧損
 －基本－港仙  8 (0.52 )  (0.73 ) (1.10 ) (1.04 )        

 －攤薄  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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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和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的綜合業績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
則及其詮釋）、香港公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
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十八章之適用披露要求而編製。

編製本業績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跟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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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準則、修訂及詮釋。採
納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2.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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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期內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提供彩票終端設備之收入 21,573  13,943  39,033  84,419
 銷售設備之收入 7,430  2,807  13,918  5,975
 提供顧問服務之收入 182  －  1,017  444       

 29,185  16,750  53,968  9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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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彩票終端設備之折舊 6,818  8,236  20,427  24,645
營業稅 1,097  392  2,011  3,470
存貨成本確認為費用 4,340  1,206  6,705  2,500
出售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  －  3,205  －
其他銷售及服務成本 627  4,878  4,423  13,657       

 12,882  14,712  36,771  44,272       

4.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 2,536  (19,420 ) 17,803  (12,356 )
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的
 股息收入 344  －  1,070  －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288  3,139  5,140  11,462
租金收入 144  240  528  720
其他應收款之減值撥備收回 －  －  744  4,142       

 4,312  (16,041 ) 25,285  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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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換股票據之應計利息開支 6,606  6,310  19,817  18,928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開支乃採用實際利率法按實際利率每年4.7%計算。

6. 經營虧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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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90  11,823  36,865  33,183
無形資產攤銷 1,632  1,632  4,896  4,896
租賃土地攤銷 －  467  －  467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054  723  2,965  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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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企業所得稅 2,146  (923 ) 5,524  2,122
以前年度不足╱（超額）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75  (2,224 )
遞延所得稅 (250 ) (109 ) (886 ) (328 )       

 1,896  (1,032 ) 4,713  (430 )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
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八年：無及無）。

中國溢利之稅項已根據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區域之現行稅率計算。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期內虧損（港幣千元)  (38,370 ) (54,330 ) (81,420 ) (77,272 )       

股數：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402,164,000  7,402,164,000  7,402,164,000  7,459,943,139       

由於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及購股權之行使將減少每股虧損，故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
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假設可換股票據及購股權於有關
期間獲兌換及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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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本

 未經審核
 法定普通股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港幣0.0025元之普通股） 16,000,000,000  40,000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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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面值港幣0.0025元之普通股） 7,656,760,000  19,142
購回股份（每股面值港幣0.0025元之普通股）（附註） (254,596,000 ) (637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港幣0.0025元之普通股） 7,402,164,000  18,505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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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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儲備及累計虧損╱保留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以股份
   可換股      支付    可供出售
 股份溢價  票據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補償儲備  重估儲備  之投資  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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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結餘 1,546,166  20,080  15,158  31,257  36,145  11,974  (12,860 ) (795,177 ) 852,743
期內虧損 －  －  －  －  －  －  －  (81,420 ) (81,420 )
海外附屬公司╱共同控制
 公司之貨幣匯兌差額 －  －  －  264  －  －  －  －  26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平值溢利 －  －  －  －  －  －  9,728  －  9,728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  －  －  10,584  －  －  －  10,584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  －  －  236  －  －  －  236
註銷一家附屬公司 －  －  －  (209 ) －  －  －  －  (209 )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結餘 1,546,166  20,080  15,158  31,312  46,965  11,974  (3,132 ) (876,597 ) 791,926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以股份
   可換股      支付
 股份溢價  票據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補償儲備  重估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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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結餘 1,674,115  20,080  15,158  17,808  25,934  －  132,823  1,885,918
期內虧損 －  －  －  －  －  －  (77,272 ) (77,272 )
海外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公司之
 貨幣匯兌差額 －  －  －  13,972  －  －  －  13,972
由土地及樓宇轉為
 投資物業 －  －  －  －  －  14,340  －  14,340
購回股份 (127,982 ) －  －  －  －  －  －  (127,982 )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  －  －  15,578  －  －  15,578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  －  －  3,873  －  －  3,873
 －已歸屬購股權註銷 －  －  －  －  (278 ) －  278  －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結餘 1,546,133  20,080  15,158  31,780  45,107  14,340  55,829  1,72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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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擬就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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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T╱視頻彩票業務

本集團是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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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視頻彩票票種經過歷時約一年半的
運營調整，四款新遊戲已獲得政府監管部門的審批，並已於二零零九年七月重新恢復
銷售。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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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高爾夫」、「連環奪寶」兩款遊戲已在天津、遼寧、浙江、山東、湖北、
廣東、甘肅等七個省份內試點銷售。目前試點銷售情況良好，待得到政府進一步相關
核准後，將在全國逐步推廣。

快開型彩票業務（開樂彩╱Keno）

本集團和GTECH Corporation（「GTECH」）的合資公司集太華彩有限公司為中國福利彩票
快開型彩票「開樂彩」提供全國統一的系統和終端設備，開樂彩於二零零八年年底獲得
國家批准允許在公眾場所鋪機銷售。二零零九年中，開樂彩已在湖南、山東、遼寧、
甘肅、四川、河北、山西、吉林八個省份連線銷售，隨著各銷售省份和終端機的增
加，開樂彩的銷量將穩步提升。二零零九年八月，開樂彩新的附加玩法獲得財政部等
相關部門的批准，目前中福彩中心已組織相關省份銷售的培訓工作，預計於今年第四
季度在八個省份的現有開樂彩遊戲基礎上增加附加遊戲，以刺激銷量增長。本集團將
積極配合發行機構對系統、終端設備的運營管理要求，以及持續擴大開樂彩遊戲品種
等積極的技術開發支持與市場營運措施。該票種憑藉在國際彩票業的成功經驗，必將
為中國彩票業及本集團帶來長期穩定的經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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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彩票業務

本集團是廣東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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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技術掃描器及閱讀器等產品。二零零九年前三季度，廣東省福利彩票（包括電腦彩
票和其他票種）銷售額達到約60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約31%，遠高於福利彩
票前三季度23%的總體增幅，保持著全國福利彩票第一大省的地位。本集團成功於第
二季度與廣東省福利彩票發行中心簽訂了一萬餘台投注機投入及服務項目的五年期限
的合同書，目前本集團附屬公司正在積極進行設備的生產和整合測試，預計第四季度
新終端設備將投入市場。另外，廣州市三環永新科技有限公司於第三季度向深圳市福
利彩票發行中心提供了新的電腦彩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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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亞國家獲取新的相關訂單。

其他業務

本集團附屬公司北京華彩贏通科技有限公司（「華彩贏通」）於二零零九年九月與天津市
福利彩票發行中心簽訂了天津福利彩票手機╱電話銷售項目合作協議，獲天津市福利
彩票發行中心授權，於天津市通過手機╱固話方式，代理銷售天津市福利彩票。

同時，華彩贏通於二零零九年九月與重慶市福利彩票發行中心也簽訂了協議，獲授權
為重慶福彩搭建積分兌換平台，使積分擁有者通過積分兌換平台兌換重慶福利彩票。
這是本集團率先在中國彩票銷售模式的創新與突破。

本集團之戰略夥伴International Game Technology（「IGT」）繼在中國成立國際彩票企業
在中國的第一個研發中心後，與本集團對雙方的中國合資公司聚彩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作進一步注資，以聯合發展中國彩票業務，此注資計劃已於10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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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Electronic Game Card, Inc. （「EGC」）於10月已簽署合作協議，在中國內地合作
開展電子遊戲卡的推廣和銷售業務。

本集團和戰略夥伴，包括IGT、GTECH及EGC，正努力發展各式符合中國市場的彩票相
關產品，為中國彩票業提供在系統研發、遊戲研發、終端設備設計與製造以及運營維
護等多方面的支持，改進及豐富遊戲品種與內容，引進負責任博彩的技術和管理手
段，從而促進中國彩票市場安全健康的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

本集團積極參與中國公益慈善事業，是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該基金會」）的發起者，
該基金會是全國性公募基金會，於二零零九年一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批准設立
登記。本集團於第三季度內捐助人民幣1,000萬元予該基金會，用於社會救助事業。

展望

二零零九年前三季度，中國彩票市場銷售收入達到約958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
長約23.4%，發展勢頭強勁。本集團繼續看好中國彩票業發展前景。中國作為全球主
要的彩票市場之一，正在不斷地縮短與彩票業發達國家的距離，並迎來高速發展的新
時機。《彩票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554號）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公佈，並已於二零
零九年七月一日起施行，中國彩票業在清楚的法律架構和保障下，將迎來下一波更積
極的發展空間和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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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集團現有業務而言，作為福利彩票「中福在線」視頻彩票的終端設備供應商，本集
團積極配合中福彩中心應對運營調整的各項相關工作，不斷提升集團視頻彩票系統、
終端設備的研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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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憑藉技術優勢積極踏實地投入到主交易系
統的日常營運工作，主交易系統很好地支持了該主力彩種在各省的發行工作。同時，
本集團為福彩「開樂彩」新玩法的開發提供了有力的市場和技術支援，得到了中福彩中
心的肯定；作為廣東省電腦彩票投注終端設備的供應商，本集團將以廣東續約為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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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本集團會在彩票的新技術開發、新渠道開拓方面做積極的探討和嘗試，並希望通
過試點省份的福彩移動信息終端業務為集團在新興市場抓住新的機遇。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中國彩票業務，不斷地通過業務拓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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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為股東帶來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

財務表現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業績自二零零九年七月起「中福在線」推出四款新游戲後得到改
善。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本集團共錄得營業收入約港幣2,919萬元，比去年同期增
加74%，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港幣3,837萬元，比去年同期減少29%。二零零九年
首三季度，本集團共錄得營業收入約港幣5,397萬元（二零零八年首三季度：港幣9,084
萬元），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港幣8,142萬元（二零零八年首三季度：港幣7,727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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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所規定須予設置之登記冊所載，或如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依據上市發行
人董事證券買賣的交易必守標準已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本公司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
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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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佔本公司
 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實益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數  百份比

劉婷 213,155,212(L)  341,407,092(L)  1,629,617,232(L)  2,184,179,536(L)  29.51%(L)
   （附註1）  23,093,192(S)  23,093,192(S)  0.31%(S)
     （附註2及3）  （附註3）

陳城 341,407,092(L)  213,155,212(L)  1,629,617,232(L)  2,184,179,536(L)  29.51%(L)
   （附註4）  23,093,192(S)  23,093,192(S)  0.31%(S)
     （附註2及3）  （附註3）

黃勝藍 4,000,000(L)  －  －  4,000,000(L)  0.05%(L)

附註：

1. 此等股份由陳城先生擁有。陳城先生為劉婷女士之配偶。

2.  45,280,768股由Hang Sing Overseas Limited（「Hang Sing」）持有，Orient Strength Limited
（「Orient Strength」）持有Hang Sing 51%權益，而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則全資擁有Orient 

Strength。42,380,168股由Strong Purpose Corporation（「Strong Purpose」）持有，劉婷
女士及陳城先生全資擁有Strong Purpose。1,541,956,296股由Burwill Holdings Limited
（「Burwill」）持有，Hang Sing、Strong Purpose、劉婷女士、陳城先生及翎耀有限公司
（由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間接全資擁有之公司）分別擁有Burwill 7.27%、6.81%、3.34%、

3.42%及41.48%權益。由Hang Sing持有之23,093,192股屬淡倉。

3. 由於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之權益被視為彼此的權益，故所列數字指相同的股份。

4. 此等股份由劉婷女士擁有。

5. 「L」表示好倉；「S」表示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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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的權益

 購股權項下之股份數目 約佔
         於    於  本公司
   每股  行使期限   1/1/2009  於期內  30/9/2009  已發行股本
董事名稱 授出日期  行使價  由  至  持有  授出  持有  百份比
   港幣

劉婷 08/06/2006  0.305  08/06/2007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08/06/2006  0.305  08/06/2008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08/06/2006  0.305  08/06/2009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08/06/2006  0.305  08/06/2010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2,400,000  0.032%

陳城 08/06/2006  0.305  08/06/2007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08/06/2006  0.305  08/06/2008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08/06/2006  0.305  08/06/2009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08/06/2006  0.305  08/06/2010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2,400,000  0.032%

吳京偉 11/01/2007  0.445  01/01/2008  31/12/2011  2,000,000  －  2,000,000  0.027%
 11/01/2007  0.445  01/01/2009  31/12/2011  2,000,000  －  2,000,000  0.027%
 11/01/2007  0.445  01/01/2010  31/12/2011  2,000,000  －  2,000,000  0.027%
 11/01/2007  0.445  01/01/2011  31/12/2011  2,000,000  －  2,000,000  0.027%
 04/07/2007  0.975  01/01/2008  31/12/2013  1,200,000  －  1,200,000  0.016%
 04/07/2007  0.975  01/01/2009  31/12/2013  1,200,000  －  1,200,000  0.016%
 04/07/2007  0.975  01/01/2010  31/12/2013  1,200,000  －  1,200,000  0.016%
 04/07/2007  0.975  01/01/2011  31/12/2013  1,200,000  －  1,200,000  0.016%
 04/07/2007  0.975  01/01/2012  31/12/2013  3,200,000  －  3,200,000  0.043%
 04/07/2007  0.975  01/01/2013  31/12/2013  3,200,000  －  3,200,000  0.043%
 13/11/2007  0.960  01/01/2008  31/12/2011  8,000,000  －  8,000,000  0.108%
 13/11/2007  0.960  01/01/2009  31/12/2011  8,000,000  －  8,000,000  0.108%
 13/11/2007  0.960  01/01/2010  31/12/2011  8,000,000  －  8,000,000  0.108%
 13/11/2007  0.960  01/01/2011  31/12/2011  8,000,000  －  8,000,000  0.108%
 25/08/2008  0.500  25/08/2009  24/08/2013  2,000,000  －  2,000,000  0.027%
 25/08/2008  0.500  25/08/2010  24/08/2013  2,000,000  －  2,000,000  0.027%
 25/08/2008  0.500  25/08/2011  24/08/2013  2,000,000  －  2,000,000  0.027%
 25/08/2008  0.500  25/08/2012  24/08/2013  2,000,000  －  2,000,000  0.027%               
             59,200,000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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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項下之股份數目 約佔
         於    於  本公司
   每股  行使期限   1/1/2009  於期內  30/9/2009  已發行股本
董事名稱 授出日期  行使價  由  至  持有  授出  持有  百份比
   港幣

廖元煌 18/09/2007  0.904  18/09/2008  17/09/2011  3,200,000  －  3,200,000  0.043%
 18/09/2007  0.904  18/09/2009  17/09/2011  3,200,000  －  3,200,000  0.043%
 18/09/2007  0.904  18/09/2010  17/09/2011  5,600,000  －  5,600,000  0.076%
 13/11/2007  0.960  18/09/2008  17/09/2012  8,000,000  －  8,000,000  0.108%
 13/11/2007  0.960  18/09/2009  17/09/2012  8,000,000  －  8,000,000  0.108%
 13/11/2007  0.960  18/09/2010  17/09/2012  8,000,000  －  8,000,000  0.108%
 13/11/2007  0.960  18/09/2011  17/09/2012  8,000,000  －  8,000,000  0.108%
 25/08/2008  0.500  25/08/2009  24/08/2013  2,000,000  －  2,000,000  0.027%
 25/08/2008  0.500  25/08/2010  24/08/2013  2,000,000  －  2,000,000  0.027%
 25/08/2008  0.500  25/08/2011  24/08/2013  2,000,000  －  2,000,000  0.027%
 25/08/2008  0.500  25/08/2012  24/08/2013  2,000,000  －  2,000,000  0.027%               
             52,000,000  0.702%

孔祥達 30/06/2006  0.285  16/08/2007  29/06/2016  17,600,000  －  17,600,000  0.238%
 30/06/2006  0.285  16/08/2008  29/06/2016  17,600,000  －  17,600,000  0.238%
 06/04/2009  0.500  12/09/2009  11/09/2012  －  6,000,000  6,000,000  0.081%
 06/04/2009  0.500  12/09/2010  11/09/2012  －  6,000,000  6,000,000  0.081%
 06/04/2009  0.500  12/09/2011  11/09/2012  －  6,000,000  6,000,000  0.081%               
             53,200,000  0.719%

黃勝藍 08/06/2006  0.305  08/06/2007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08/06/2006  0.305  08/06/2008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08/06/2006  0.305  08/06/2009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08/06/2006  0.305  08/06/2010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2,400,000  0.032%

陳明輝 08/06/2006  0.305  08/06/2008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08/06/2006  0.305  08/06/2009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08/06/2006  0.305  08/06/2010  07/06/2011  600,000  －  600,000  0.008%               
             1,800,000  0.024%

附註：

所有相關股份權益屬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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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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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或須如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依據上市發行
人董事證券買賣的交易必守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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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規定須予設置
之登記冊所載，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
中擁有權益及淡倉：

(1) 股份權益

  約佔本公司
 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實益擁有  投資經理  公司權益  總數  百份比

Burwill 1,535,324,296(L)  －  6,632,000(L)  1,541,956,296(L)  20.83%(L)
       （附註1） 
Burbank John H. －  －  1,405,526,800(L)  1,405,526,800 (L)  18.99%(L)
        （附註2）
Passport Capital, LLC －  1,405,526,800 (L)  －  1,405,526,800 (L)  18.99%(L)
        （附註2） 
Passport Management,  －  1,405,526,800 (L)  －  1,405,526,800 (L)  18.99%(L)
 LLC       （附註2）
Passport Global  Master  960,244,800(L)  －  －  960,244,800 (L)  12.97%(L)
 Fund SPC Ltd for and        （附註2）
 on behalf of portfolio 
 A－global strategy
Atlantis Investment  －  923,500,000(L)  －  923,500,000(L)  12.48%(L)
 Management Limited
Ward Ferry Management －  730,322,000(L)  －  730,322,000(L)  9.87%(L)
 (BVI) Limited       （附註3）
Legg Mason Inc －  474,976,000(L)  －  474,976,000 (L)  6.42%(L)
       （附註4） 
JPMorgan Chase & Co. －  452,936,346(L)  －  452,936,346(L)  6.12%(L)
   444,816,000(P)    444,816,000(P)  6.01%(P)
       （附註5） 
Passport Special  448,910,000(L)  －  －  448,910,000(L)  6.06%(L)
 Opportunities        （附註2）
 Master Fund, LP
International Game 373,600,000(L)  －  －  373,600,000(L)  5.05%(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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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1,535,324,296股由Burwill持有，而6,632,000股則由Burwill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Hillot 
Limited持有。此等股份為陳城先生及劉婷女士持有的部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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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料經
Passport Capital, LLC通知。

3. 368,988,000股由WF Asia Fund Limited持有，15,484,000股由Arrow WF Asia Fund持有，
115,120,000股由WF Asian Reconnaissance Fund Limited持有，以及230,730,000股由WF 
Asian Smaller Companies Fund Limited持有。Ward Ferry Management (BVI) Limited為此
等基金或公司的投資經理。

4. 此等股份由LM International Holding LP全資擁有之Legg Mason International Equities 
(Singapore) Pte Limited持有。LM International Holding LP由Legg Ma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I, LLC全資擁有，而Legg Ma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I, LLC則由Legg Mason 
Inc全資擁有。

5. 444,816,000股為可供借出的股份，由JPMorgan Chase & Co.全資擁有之JPMorgan Chase 
Bank, N.A.持有。8,120,346股為好倉股份，由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持有。而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由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全資擁有之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Holdings (UK) Limited全資
擁有。而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則由JPMorgan Chase & Co.全
資擁有之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Holdings Inc全資擁有。

6. 「L」表示好倉；「P」表示可供借出。

(2) 相關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規定須予
備存的登記冊所載，International Game Technology就本公司575,916,228股持有衍
生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
政人員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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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須存置的登記冊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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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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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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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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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第三季度業績已經
審核委員會審閱。

董事局代表
主席
劉婷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發佈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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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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