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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8161）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
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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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發行人的
資料；China LotSynergy Holdings Limited（華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願就
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
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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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財務報表

China LotSynergy Holdings Limited （華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
或「董事」）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未經審核之比較數字
載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171,689 154,787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3 (44,633) (28,664)  

毛利 127,056 126,123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4,696 2,162
一般及行政費用 (37,956) (42,840)
購股權費用 (2,917) (426)  

經營溢利 5 90,879 85,019

財務成本 6 (4,641) (4,762)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虧損 (1,203) (718)  

除所得稅前溢利 85,035 79,539
所得稅 7 (16,177) (16,039)  

期內溢利 68,858 63,500  

溢利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23,524 22,677
非控股權益 45,334 40,823  

68,858 63,5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之每股盈利
－基本 8 0.32港仙 0.31港仙  

－攤薄 8 0.31港仙 0.3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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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68,858 63,500

其他全面（支出）╱收入﹕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 (1,299) (1,877)

貨幣匯兌差額 5,284 12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3,985 (1,74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72,843 61,752  

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25,416 20,929

非控股權益 47,427 40,82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72,843 6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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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和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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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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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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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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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主營業務涵蓋視頻彩票、電腦票與基諾型彩票，以及新媒體彩票等各個領域。本集
團期內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提供彩票終端設備及彩票銷售渠道之收入 171,166 153,794

銷售設備之收入 489 929

提供顧問服務之收入 34 64  

171,689 15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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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彩票終端設備之折舊 15,229 6,872

營業稅 9,041 8,379

存貨成本確認為費用 183 343

維修及保養 447 1,079

佣金 11,194 8,031

手續費 5,568 399

其他銷售及服務成本 2,971 3,561  

44,633 28,664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或然代價之公平值調整 – 1,206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4,696 956  

4,696 2,162  

5. 經營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
員工成本（不包括購股權費用） 21,494 22,291

無形資產攤銷 1,632 1,632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943 2,028

外匯差額淨額 (5,953)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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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4,641 2,997

可換股票據推算利息開支 – 1,765  

4,641 4,762  

7.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17,194 16,546

遞延稅
－產生及回撥暫時性差異 (1,017) (507)  

16,177 16,039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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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無）。

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千元） 23,524 22,677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7,452,584,666 7,411,964,000  

每股基本盈利 0.32港仙 0.3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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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續）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因假設已轉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而調整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千元） 23,524 22,677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7,452,584,666 7,411,964,00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55,142,356 –

－或然代價股份 8,888,154 70,972,666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516,615,176 7,482,936,666  

每股攤薄盈利 0.31港仙 0.30港仙  

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時並未假設可換股票據
獲兌換及購股權獲行使，由於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及購股權之行使將增加每股盈利。

9. 股本

未經審核
法定普通股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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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7,452,584,666 1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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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儲備及保留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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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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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結餘 739,973 – 15,158 51,755 40,512 11,351 7,728 196,344 1,062,821
二零一二年建議末期股息 – – – – – – – (13,415) (13,415)
期內溢利 – – – – – – – 23,524 23,524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 – – 2,234 – – – 2,234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 – – 683 – – – 683
－ 已歸屬購股權到期 – – – – (294) – – 294 –

有關租賃土地及樓宇折舊之
重估儲備轉撥 – – – – – (60) – 60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
虧損 – – – – – – (1,299) – (1,299)

貨幣匯兌差額
－海外附屬公司 – – – 2,572 – – – – 2,572
－海外共同控制公司 – – – 619 – – – – 619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結餘 739,973 – 15,158 54,946 43,135 11,291 6,429 206,807 1,077,739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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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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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 735,484 11,670 15,158 51,591 46,460 11,653 5,462 109,896 987,374
期內溢利 – – – – – – – 22,677 22,677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 – – 424 – – – 424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 – – 2 – – – 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
虧損 – – – – – – (1,877) – (1,877)

貨幣匯兌差額
－海外共同控制公司 – – – 129 – – – – 129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結餘 735,484 11,670 15,158 51,720 46,886 11,653 3,585 132,573 1,008,729         

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擬就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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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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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穩健務實的技術積累、專業有效的市場運營和公司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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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了可持續發展的綜合
實力。

中國彩票市場

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中國公益彩票市場繼續穩定增長，總銷量達人民幣690.6億
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4.6%。其中，福利彩票總銷量為人民幣402.7億元，同比增長
14.1%，體育彩票總銷量為人民幣 287.9億元，同比增長15.3%。除即開型彩票外，
其他彩種均錄得兩位數增長，排名前三位的彩種依次為福彩視頻彩票「中福在
線╱VLT」（增長38.0%）、體彩電腦票（增長 23.4%）、體彩競猜型彩票（增長 16.2%）。

業務回顧與展望

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本集團各業務板塊業務發展正常，符合預期。視頻彩票業
務方面，本集團大規模生產的「中福在線╱VLT」三代機持續發往各省並陸續上線
銷售，「中福在線╱VLT」銷量增速繼續獨領風騷，銷量再創新高。電腦票業務方
面，除繼續為廣東福彩提供優質的產品服務，本集團正在為服務重慶福彩做積極
準備；今年第一季度本集團已正式成為中體彩終端機入圍供應商，體彩終端機銷
售工作從佈局階段進入開拓階段。同時，本集團繼續全面拓展包括電話彩票業務
和新型彩票業務在內的新媒體彩票業務，推進與金融機構、電信運營商和彩票機
構的深入合作，並為下一階段的發展做好人才和技術等的全面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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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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中福在
線╱VLT」視頻彩票銷量達人民幣66.43億元，同比增長38%，遠高於全國彩票第一季
度整體14.6%的增幅，單機日均銷量超過人民幣3,500元，比去年同期增長約23.3%。
「中福在線╱VLT」在全國各類型彩票品種中增長最快，體現出該彩種強勁的生命
力和發展勢頭。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浙江省「中福在線╱VLT」總銷量達到人民
幣8.68億元，位列各省之首，排名第二至五名的省份依次為山東（約人民幣 6.53億
元）、江蘇（約人民幣5.49億元）、廣東（約人民幣5.41億元）、湖北（約人民幣4.30億
元）。安徽、浙江、山東、湖北、湖南、廣西、福建、甘肅八省的「中福在線╱VLT」銷
量已占該省福彩總體銷量的20%以上。貴州、海南、四川、雲南、甘肅、內蒙古、
黑龍江、青海八省的「中福在線╱VLT」銷量同比增長超過50%。「中福在線╱VLT」
已成為各省福彩銷量快速增長的主力彩種。

截止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在中福彩中心的要求下，本集團已累計向各省發
放「中福在線╱VLT」三代機近21,000台。同時，根據中福彩中心部署，在不影響正
常銷售的前提下，本集團積極配合中福彩中心和省級福彩中心進行終端機系統註
冊、調試、升級等工作。預計於今年第二季度，本集團將完成27,000台三代機的發
放，屆時「中福在線╱VLT」一代機將全部被更換，所有銷售廳將運營三代機。

「中福在線╱VLT」銷量持續增長的同時帶動其貢獻的公益金上升，惠及大批社會
保障、社會福利和社會公益項目，使越來越多的困難群體得到資助。二零一三年
第一季度，全國各省福彩機構開展了眾多「中福在線╱VLT」相關的公益活動，包
括山東淄博中福在線「噓寒問暖送真情走訪慰問困難戶」、江蘇南通中福在線節省
發行費用以發放助學金、瀋陽福彩開展「公益福彩真情扶助」愛心活動、山東濟寧
福彩中福在線青年義工隊開展春風行動、重慶福彩開展「福彩助學 •愛心直通車－
資助貧困家庭大學生在中福在線實習基地勤工儉學公益活動」等。這些公益活動
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進一步踐行了福彩宗旨，弘揚了「公益、慈善、健康、
快樂、創新」的福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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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票與基諾型彩票業務

電腦票業務

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中國福利彩票電腦票銷量達人民幣 295億元，其中本集團
所服務的福彩第一大省廣東省的福彩電腦票銷量為人民幣2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
長1.8%。為了協助廣東福彩銷量進一步增長以保持在全國的領先地位，本集團在
自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度陸續為該省廣州、東莞、佛山等經濟發達地區增加電腦票
銷售終端機的基礎上，於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本集團又繼續投放了近 200台銷
售終端機。預計今年廣東福彩可繼續保持兩位數以上的銷量增長。

本集團繼續開拓新的業務，本集團附屬公司廣州三環永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廣州三環」）正在為向重慶市福彩中心提供2,700餘台銷售終端機的生產、儲運、
上線、部署及技術服務等工作做積極準備和磋商，預計今年年中實現上線銷售並
開始取得提點收入。此外，廣州三環還向深圳市福利彩票中心提供終端機維護服
務。二零一三年，福彩部分省份電腦票系統和終端機合作將陸續到期，本集團將
憑藉在終端機系統方面的產品特色優勢及垂直整合優勢，力爭獲得新的合約，為
更多的省份提供優質的服務。

本集團附屬公司廣州洛圖終端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洛圖公司」）持續為國內外
眾多的客戶提供專用的彩票終端機和閱讀器產品。同時，洛圖公司於二零一三年
第一季度正式成為中體彩電腦票終端機入圍供應商，其標準型、經濟型、便攜式
三款終端機型均被納入中體彩中心終端機採購目錄。本集團體彩終端機省級銷售
工作從佈局階段進入開拓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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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諾型彩票業務（開樂彩╱KENO）

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開樂彩╱KENO」銷量因受到省級彩票機構其他返獎率
更高的快開遊戲的影響，同比有所下降，但「開樂彩╱KENO」的單機日均銷量依
然體現其本身較強的生命力。在中福彩中心制定的十二五規劃裡，已經把「開樂
彩╱KENO」與電腦票、「中福在線╱VLT」、即開票並列為中國福利彩票的四大票
種。此外，中福彩中心已將「開樂彩╱KENO」納入全面負責電腦票和快開型彩票
的業務部門市場二部進行統一市場和銷售管理。本集團相信，隨著該票種的返獎
率將獲得提高、並實施兼營模式等措施下，「開樂彩╱KENO」將突破發展瓶頸，得
到全面及高速的發展。

新媒體彩票業務

電話彩票業務：

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本集團進一步加大與金融機構、電信運營商等渠道伙伴的
推廣力度，並在手機客戶端、合作渠道、微信等平台開展了多種推廣活動，彩票
銷量保持良好發展。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電話彩票銷量同比增長260%，環比二
零一二年第四季度仍保持11%的穩定增長。

與金融機構的合作方面，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本集團與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就手
機客戶端內置彩票業務服務簽署合作協議，這是繼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中國銀
行、中國銀聯之後，本集團與金融機構的又一彩票業務深度合作。在拓展新業務的
同時，本集團與招商銀行、交通銀行等現有合作機構的銷售業績持續快速提升。
與電信運營商的合作方面，本集團與三大運營商繼續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與中
國移動的合作愈加緊密，銷量同比增長達30%以上。

展望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本集團將重點挖掘與省級彩票銷售機構、省級電信運
營商的深入合作，並將擴大與金融機構的合作範圍。同時，本集團將更加注重團
隊建設和技術儲備，持續完善新媒體彩票平台，確保業務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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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彩票業務：

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本集團繼續全面推進與彩票相關單位在新型彩票業務的深
入合作，積極協助進行相關系統建設、遊戲研發、管理制度建立等方面的工作。

根據彩票機構相關技術規範和標準，本集團對系統進行了完善和提升。同時，本
集團協助相關單位制定整體營銷宣傳方案，以全方位、立體互動的新媒體推廣方
式開拓新彩民和中高端消費群體。

本集團新型彩票業務的各項準備工作都在按預期按計劃有效推進，本集團相信，
新型彩票必將成為未來市場新的增長點。

結語

分析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全國彩票表現，福彩中福在線、體彩競猜
型彩票等特色彩種繼續表現強勁，而彩票整體增長有所放緩。突破這一發展瓶
頸，其源動力將來自於新彩種和新銷售渠道的創新。這是彩票市場邁向成熟的必
經歷程，也是財政部近幾年銳意發展利用互聯網和電話銷售彩票並逐步落實政策
規範，指引及實施的初衷。二零一三年一月中，財政部修訂頒佈了《彩票發行銷售
管理辦法》（簡稱《辦法》），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這是對《彩票管理條例》
及《實施細則》的有力補充。《辦法》從彩票發行銷售管理、品種管理、設備設施和
技術服務、獎金管理、報告公告與監督檢查等方面均做出了明確規定，並明確除
實體店和電話銷售彩票外，互聯網和自助終端銷售模式也已經獲得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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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業務發展嚴格遵守國家彩票發展的規劃及規範。本集團已連續三年取得
盈利，並已於近期提交轉到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的申請，力爭實現香港第一家彩
票專業公司從創業板提升到主板的突破。作為中國彩票業全方位的參與者，本集
團將深化「專業、務實、創新」的企業發展理念，持續提升自身的技術能力和業務
運營能力，克服困難，抓住機遇，藉此為集團的長遠發展奠定更堅實的基礎，以
更好的成績回饋股東。

財務表現回顧

於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本集團共錄得營業收入約港幣1.717億元（二零一二年第
一季度：約港幣1.548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1%。各省「中福在線╱VLT」單機日
均銷量對比去年同期持續增加，抵銷了於去年第二季度作出的「中福在線╱VLT」
服務費調整的財務影響。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
利約港幣 2,350萬元，去年同期則約為港幣2,2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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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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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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司股份權益

股份數目
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份比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數

劉婷 259,974,373(L) 389,286,426(L) 867,762,948(L)
23,093,192(S)

1,517,023,747(L)
23,093,192(S)

20.36%(L)
0.31%(S)

（附註1)

吳京偉 20,000,000(L) – – 20,000,000(L) 0.27%(L)

李子饋 6,500,000(L) – – 6,500,000(L) 0.0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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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於公司權益中，147,162,496股由Hang Sing Overseas Limited（「Hang Sing」）持有，包括上述
23,093,192股亦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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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35,546股由Strong 

Purpose Corporation（「Strong Purpo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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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 A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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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家族權益之股份由陳城先生擁有。由於陳城先
生為劉婷女士之配偶，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之權益被視為彼此的權益。

2. 「L」表示好倉；「S」表示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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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權益

行使期限 購股權項下之股份數目 約佔
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份比參與者 授出日期

每股
行使價 由 至

於 
1/1/2013
持有

於期內
授出

於期內
行使

於期內
註銷

於期內
失效

於 
31/3/2013

持有
港幣

董事
劉婷 13/11/2012 0.109 13/05/2013 12/05/2015 3,500,000 – – – – 3,500,000 0.047%

13/11/2012 0.109 13/05/2014 12/05/2016 3,500,000 – – – – 3,500,000 0.047%  
7,000,000 0.094%

吳京偉 04/07/2007 0.975 01/01/2012 31/12/2013 800,000 – – – – 800,000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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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0/2009 0.500 01/09/2011 31/08/2014 3,400,000 – – – – 3,400,000 0.046%

02/10/2009 0.500 01/09/2012 31/08/2014 3,400,000 – – – – 3,400,000 0.046%

02/10/2009 0.500 01/09/2013 31/08/2014 3,400,000 – – – – 3,400,000 0.046%

13/05/2011 0.216 13/05/2011 12/05/2013 11,500,000 – – – – 11,500,000 0.155%

13/11/2012 0.109 13/05/2013 12/05/2015 24,000,000 – – – – 24,000,000 0.322%

13/11/2012 0.109 13/05/2014 12/05/2016 24,000,000 – – – – 24,000,000 0.322%  
74,500,000 1.000%

陳丹娜 13/11/2012 0.109 13/05/2013 12/05/2015 20,000,000 – – – – 20,000,000 0.268%

13/11/2012 0.109 13/05/2014 12/05/2016 20,000,000 – – – – 20,000,000 0.268%  
40,000,000 0.537%

李子饋 17/08/2009 0.500 17/02/2010 16/08/2014 5,000,000 – – – – 5,000,000 0.067%

17/08/2009 0.500 17/08/2010 16/08/2014 5,000,000 – – – – 5,000,000 0.067%

13/11/2012 0.109 13/05/2013 12/05/2015 7,500,000 – – – – 7,500,000 0.101%

13/11/2012 0.109 13/05/2014 12/05/2016 7,500,000 – – – – 7,500,000 0.101%  
25,000,000 0.335%

孔祥達 30/06/2006 0.285 16/08/2007 29/06/2016 17,600,000 – – – – 17,600,000 0.237%

30/06/2006 0.285 16/08/2008 29/06/2016 17,600,000 – – – – 17,600,000 0.237%

13/05/2011 0.216 13/05/2011 12/05/2013 2,000,000 – – – – 2,000,000 0.027%

13/11/2012 0.109 13/05/2013 12/05/2015 2,500,000 – – – – 2,500,000 0.034%

13/11/2012 0.109 13/05/2014 12/05/2016 2,500,000 – – – – 2,500,000 0.034%  
42,200,000 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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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期限 購股權項下之股份數目 約佔
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份比參與者 授出日期

每股
行使價 由 至

於 
1/1/2013
持有

於期內
授出

於期內
行使

於期內
註銷

於期內
失效

於 
31/3/2013

持有
港幣

黃勝藍 13/05/2011 0.216 13/05/2011 12/05/2013 2,000,000 – – – – 2,000,000 0.027%

13/11/2012 0.109 13/05/2013 12/05/2015 2,500,000 – – – – 2,500,000 0.034%

13/11/2012 0.109 13/05/2014 12/05/2016 2,500,000 – – – – 2,500,000 0.034%  
7,000,000 0.094%

陳明輝 13/05/2011 0.216 13/05/2011 12/05/2013 2,000,000 – – – – 2,000,000 0.027%

13/11/2012 0.109 13/05/2013 12/05/2015 2,500,000 – – – – 2,500,000 0.034%

13/11/2012 0.109 13/05/2014 12/05/2016 2,500,000 – – – – 2,500,000 0.034%  
7,000,000 0.094%

崔書明 13/05/2011 0.216 13/05/2011 12/05/2013 2,000,000 – – – – 2,000,000 0.027%

13/11/2012 0.109 13/05/2013 12/05/2015 2,500,000 – – – – 2,500,000 0.034%

13/11/2012 0.109 13/05/2014 12/05/2016 2,500,000 – – – – 2,500,000 0.034%  
7,000,000 0.094%

附註： 所有相關股份權益屬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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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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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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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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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司股份權益

股份數目

約佔
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份比

 
股東名稱 實益擁有 家族擁有 投資經理 公司權益 總數

陳城 389,286,426(L) 259,974,373(L) – 867,762,948(L)
23,093,192(S)

1,517,023,747(L)
23,093,192(S)
（附註1)

20.36%(L)
0.31%(S)

Atlantis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

– – – 680,000,000(L) 680,000,000(L)
（附註2)

9.12%(L)

Liu Yang – – – 680,000,000(L) 680,000,000(L)
（附註2)

9.12%(L)

Favor King Limited – – – 582,864,906(L) 582,864,906(L)
（附註1)

7.82%(L)

FIL Limited – – 445,104,000(L) – 445,104,000(L) 5.97%(L)

附註：

1. 於公司權益中，147,162,496股由Hang Sing持有，包括上述23,093,192股亦由Hang Sing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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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35,546股由Strong Purpose持有，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全資擁有Strong Purpose。580,932,594

股由Glory A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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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家族
權益之股份由劉婷女士擁有。由於劉婷女士為陳城先生之配偶，陳城先生及劉婷女士之權
益被視為彼此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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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批股份為Atlantis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及Liu Yang女士持有之同一批權益。Atlant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於當中的680,000,000股中持有權益，Atlantis Fund Management 

(Ireland) Limited及Atlant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ondon) Limited分別於當中的200,000,000股持
有權益。上述三間公司由Liu Yang女士全資擁有的Atlantis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
由Liu Yang女士全資擁有的Riverwood Asset Management (Cayman) Limited於當中的20,000,000股
中持有權益，

3. 「L」表示好倉；「P」表示可供借出。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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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由聯交所創業板轉往主板上市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本公司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9A章所載有關轉板上
市程序，向聯交所提交將本公司股份轉主板上市之申請（「建議轉板」）。董事局相
信，本公司股份於主板上市，將會提升本集團的知名度，並吸引機構投資者及個
人投資者以增加股份的交投量。董事局認為建議轉板上市將對本集團的財務靈活
性、日後增長及業務發展有利。董事局現時無意於建議轉板上市後更改本集團的
業務性質。建議轉板上市將不涉及本公司發行任何新股份。建議轉板上市須待（其
中包括）聯交所批准本公司股份於主板上市及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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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代價股份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之公告內提述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簽訂的
一份股權轉讓協議之條款及條件，本公司有條件按發行價每股代價股份港幣0.45

元，配發及發行合共 43,360,000股代價股份（如賣方未能滿足該股權轉讓協議項下
之二零一一年度及二零一二年度利潤保證，代價股份數可予以調整），作為償付
有關交易之部分代價。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日按該股權轉讓協議項下之
條款，配發及發行首批共13,008,000股本公司股份。第二批代價股份共8,888,154股
（代價股份數目已按上述股權轉讓協議條款予以調整）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獲
配發及發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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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在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存在競爭或可能發生
競爭的現有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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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第
一季度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董事局代表
主席
劉婷

香港，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本公告由刊登日期起至少一連七日可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頁
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chinalotsynergy.com/」內瀏覽。

於本公告發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婷女士、吳京偉先生、陳丹娜女士及李子饋先生；
非執行董事孔祥達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勝藍先生、陳明輝先生及崔書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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