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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華彩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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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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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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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89,899 99,062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3 (42,875) (52,533)  

毛利 47,024 46,529
其他收入 4 2,233 6,837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5 (2,167) 24,815
一般及行政費用 (95,251) (94,670)
購股權費用 (11,503) (8,958)  

經營虧損 6 (59,664) (25,447)
財務成本 7 (14,196) (17,616)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1,169) (2,276)  

除所得稅前虧損 (75,029) (45,339)
所得稅開支 8 (4,831) (15,815)  

期內虧損 (79,860) (61,154)  

虧損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79,709) (60,667)
非控股權益 (151) (487)  

(79,860) (61,15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之每股虧損
– 基本 9 (0.88)港仙 (0.71)港仙  

– 攤薄 9 (0.88)港仙 (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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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虧損 (79,860) (61,154)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貨幣匯兌差額 (10,358) –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90,218) (61,154)  

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85,970) (60,667)
非控股權益 (4,248) (487)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90,218) (61,154)  



3 華彩控股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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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221 329,839
無形資產 463,496 466,573
於一家聯營公司投資 4,797 4,797
於一家合營企業投資 5,120 6,63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792 7,316
遞延所得稅資產 5,298 5,298  

790,724 820,457  

流動資產
存貨 14,834 19,091
應收帳項 10 108,708 96,52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 
應收帳款 629,063 557,213
現金及銀行結餘 98,838 193,478  

851,443 866,304  

資產總額 1,642,167 1,686,761  

流動負債
應付帳項 11 1,548 5,34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帳款 57,431 39,546
應付一家合營企業款項 6,879 6,634
應付稅項 6,828 7,752
銀行借貸 137,399 163,699
可換股債券 12 174,800 276,630  

384,885 499,609  

流動資產淨額 466,558 366,69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57,282 1,18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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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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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27 48,070  

47,027 48,070  

資產淨額 1,210,255 1,139,08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24,399 21,388
儲備 14 1,456,331 1,307,874
累計虧損 (614,824) (538,777)  

865,906 790,485

非控股權益 344,349 348,597  

權益總額 1,210,255 1,13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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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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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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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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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結餘 21,388 1,352,856 (439,661) 338,337 1,272,920

全面支出

期內虧損 – – (60,667) (487) (61,154)     

其他全面（支出）╱收入：

貨幣匯兌差額 – (269) – 269 –     

其他全面（支出）╱收入總額 – (269) – 269 –     

全面支出總額 – (269) (60,667) (218) (6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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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29 – – 4,529
–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4,429 – – 4,429
– 已歸屬購股權到期 – (2,600) 2,600 – –

可換股債券權益部分已確認之 
遞延稅項回撥 – 9,957 – – 9,957

贖回可換股債券 – (43,740) (1,363) – (45,103)
確認可換股債券權益部分 – 2,961 – – 2,961     

與擁有人（以其作為擁有人身份） 
之交易總額 – (24,585) 1,358 – (23,227)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21,388 1,328,002 (498,970) 338,119 1,18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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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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15,342) (26,111)
營運資金變動 (65,450) (50,714)
已付所得稅 (5,755) (15,529)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6,547) (92,354)
投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3,471 433,351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5,684 (425,63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77,392) (84,635)
匯率變動影響 (1,257) –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7,487 250,001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8,838 16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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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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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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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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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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採納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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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新媒體彩票等各個領

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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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提供彩票終端設備及系統之收入 67,524 59,234

銷售設備之收入 22,152 39,394

提供顧問服務之收入 223 434  

89,899 9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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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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設備及遊

戲產品相關的技術與運營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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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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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85,697 95,801

柬埔寨 4,202 3,261  

89,899 9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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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彩票終端設備之折舊 18,473 13,765

營業稅 886 736

存貨成本確認為費用 15,701 26,539

維修及保養 633 557

其他 7,182 10,936  

42,875 5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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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存款及其他利息收入 2,233 6,837  

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 (2,524) (507)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虧損 (79) –

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 12,576

初始確認可換股債券之虧損 – (48,450)

可換股債券之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平值收益 – 42,400

贖回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 19,88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 14

外匯收益╱（虧損） 436 (1,100)  

(2,167) 24,815  

6. 經營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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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55 64,533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5,381 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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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1,971 1,922

可換股債券利息開支 12,225 15,694  

14,196 17,616  

8.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5,741 11,499

遞延稅

– 產生及回撥暫時性差異 (910) 4,316  

4,831 15,815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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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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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6,174,736股（二零一七年：8,555,307,333股）計算。

計算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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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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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帳項

應收帳項帳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30,445 20,406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10,434 8,652

超過一年 67,829 67,464  

108,708 96,522  

11. 應付帳項

應付帳項帳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651 3,653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263 1,015

超過一年 634 680  

1,548 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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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換股債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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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800 173,385

新選擇權2債券 – 100,841  

174,800 274,226

衍生工具部分:

新選擇權1債券 – 2,404  

174,800 276,630  

新選擇權1債券負債部分及衍生工具部分於期內的變動載列如下:

負債部分 衍生工具部分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173,385 2,404 175,789

利息開支 8,246 – 8,246

已付利息 (6,524) – (6,524)

公平值變動 843 (2,404) (1,561)

贖回 (1,150) – (1,15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174,800 – 174,800   

新選擇權2債券負債部分於期內的變動載列如下: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100,841

利息開支 3,979

已付利息 (2,740)

贖回 (102,08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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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未經審核 

每股面值港幣0.0025元之 

法定普通股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16,000,000,000 40,000  

未經審核 

每股面值港幣0.0025元之已 

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8,555,307,333 21,388

已行使購股權 170,000,000 425

發行配股 1,034,500,000 2,586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9,759,807,333 2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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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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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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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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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結餘 1,295,307 33,783 15,158 (41,615) (76,068) 115,904 10,387 1,352,856

購股權計劃：

– 僱員服務價值 – – – – – 4,529 – 4,529
–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 – – – 4,429 – 4,429
– 已歸屬購股權到期 – – – – – (2,600) – (2,600)

可換股債券權益部分已確認之 

遞延稅項回撥 – 9,957 – – – – – 9,957

贖回可換股債券 – (43,740) – – – – – (43,740)

確認可換股債券權益部分 – 2,961 – – – – – 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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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69) – – (269)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1,295,307 2,961 15,158 (41,615) (76,337) 122,262 10,266 1,32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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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經營租約承擔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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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11,762 13,574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7,841 18,098

五年後 23,967 24,312  

53,570 55,984  

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擬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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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設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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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等相關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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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彩票市場

據財政部公佈的彩票銷售數據，受世界杯影響，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中國彩

票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績單，總銷量達到人民幣2,452.0億元，比去年同期
上漲19.6%。其中，福利彩票總銷量為人民幣1,105.9億元，同比上漲4.2%；
體育彩票總銷量為人民幣1,346.0億元，同比上漲36.1%。其中樂透數字型
彩票是彩票收入主要來源，銷量同比上漲6.8%，市場佔比高達55.9%；競
猜型彩票銷量同比上漲80.2%，市場佔比29.8%；視頻型彩票銷量同比增
長1.3%，市場佔比9.5%；紙質即開型彩票銷量同比下跌10.6%，市場佔比
4.7%；基諾型彩票銷量同比下跌33.3%，市場佔比0.1%。值得一提的是，
體彩歷史上首次在上半年銷量突破人民幣1,000億元，同時也是首次福彩、
體彩上半年銷量雙雙破人民幣1,000億元。受世界杯帶來的銷量「爆炸式」增
長，競猜型彩票六月份銷量佔總銷量50.3%，也是近年來首次單月銷量超
越樂透型彩票。2018年世界杯期間彩票銷量成績喜人，這注定會成為中國
彩票事業在前進道路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將被彩民津津樂道的傳誦，將被

專業人士鞭辟入裡的分析。而高速與高質並存，各票種、地區齊頭並進，

才是我國彩票事業取得更大突破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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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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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中福在線╱VLT」共銷售人民幣233.6億元，實現銷量增長，佔比全國彩票
總銷量的近10%，成為拉動全國福彩增長的動力之一。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東莞天意電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意公司」）自二零零

三年起至今已為「中福在線╱VLT」提供終端機服務十五年，在生產、研發
領域持續投入，具有獨一無二的經驗、能力和資質。天意公司生產研發的

終端機是唯一的通過財政部、公安部、民政部三部委的認定的「中福在線

╱VLT」終端機。十五年間，天意公司歷經三代機型的更替和升級，累計為
「中福在線╱VLT」供應終端機70,000多台。截止二零一八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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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福在線╱VLT」銷售專廳，支撐著「中福在線╱VLT」票種的全部銷售。

天意公司的「中福在線╱VLT」供應合同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到期。
根據供應合同雙方約定，天意公司擁有支撐「中福在線╱VLT」運營銷售的
約41,500台終端機的所有權。為支持「中福在線╱VLT」的持續健康發展，本
集團決定繼續為「中福在線╱VLT」終端機處於良好運營狀態做好工作，以
保障「中福在線╱VLT」票種的正常發行。近四年以來，憑藉著天意公司第三
代終端機過硬的產品品質，「中福在線╱VLT」在沒有新增終端機的情況下，
銷量仍然持續走高，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成績單。天意公司也以優異的技

術實力和綜合服務能力贏得了市場的認可和肯定。

根據本集團向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以下簡稱「中福彩中心」）及北京

中彩在線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彩在線公司」）發出的具有法律約

束力的文件確認，並經國內多位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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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報酬。該案件歷經兩次公開開庭審理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二零

一八年八月十日下發了判決書（以下簡稱「判決書」）。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判決書中認定，天意公司關於中彩在線公司支付其

合作報酬及部分利息的訴訟請求與事實相符，於法有據，應予支持，並判

決中彩在線公司於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天意公司支付在二零一五年六

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合作報酬人民幣1,360,211,853元及按
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計算之相應利息。

中彩在線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後仍在繼續使用天意公司提供的

投注終端機運營「中福在線╱VLT」，依循判決書所認定事實的證據效力及
判決結果的既定效力，本集團有權在判決書生效後，要求中彩在線公司就

繼續使用「中福在線╱VLT」終端機的行為按照判決書的判定標準支付合作
報酬。當然，也不排除雙方和解，洽商新的合作方案。

目前，中福彩中心正在積極調整業務的佈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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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在線╱VLT」
作為中國福利彩票的明星彩種，將再次高速增長。本集團會積極配合中福

彩中心和省級銷售機構的工作，為「中福在線╱VLT」提供更加優質的產品
和服務，為「中福在線╱V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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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票業務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在福彩電腦票領域，本集團服務的福彩第一大省 — 廣
東省，福彩電腦票銷量達人民幣約70.2億元，持續位居全國福彩省級市場
首位；本集團服務的重慶市福彩電腦票銷量達人民幣10.0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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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全資子公司
北京貝英斯數碼技術有限公司於今年六月份再度中標廣東福彩，將持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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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電腦福利彩票信息系統提供為期三年的技術服務；本集團為上海福

彩開發新一代彩票信息管理系統已經於今年六月份正式通過驗收，新系統

將為上海市福彩實現標準化管理提供更豐富有效的技術手段。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是本集團體彩電腦票終端機業務成熟的一年，本集團陸

續中標廣西、湖南、貴州、江蘇等省的體彩終端機採購項目，業務版圖成

功拓展到十八個省。下半年，本集團將憑藉獨特的技術優勢和產品優勢，

爭取更多省份的業務，同時，本集團將繼續保持與國內外終端生產廠家的

合作，提供彩票終端機、打印機及閱讀器等拳頭產品。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與柬埔寨高棉彩池福利彩票公司合作的電腦票

穩步增長，並且該系統通過升級成功實現了跨平台終端服務，可以同時接

入標準終端機和手持終端機，技術升級將為柬埔寨彩民提供更加便捷的購

彩服務。本集團為柬埔寨體育彩票開發部署的電腦彩票系統運行穩定，銷

售呈逐漸上升趨勢。依托柬埔寨的成功經驗，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正

積極整合內外部資源，發展求變，積極開拓更多的海外市場。

新型彩票業務（新零售和彩票智能化）

上半年，本集團繼續與彩票機構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對新環境下的新產

品、新模式展開積極探索，重點關注彩票新零售和彩票智能化，通過產品

與渠道創新開闢彩票發展的新思路。

當前，龐大的彩票市場規模和穩步的發展趨勢，加之全國新零售市場的廣

闊性，彩票新零售模式正在實現新的突破，步入黃金周期。面對新機遇和

新商機，本集團已提早佈局，率先形成了彩票新零售的整體解決方案，通

過新產品、新模式和新運營，降低購彩門檻、提升購彩便利性與體驗，實現

線上線下無縫互聯，吸引更為廣泛的高端消費群體，開拓彩票增量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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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積極開展跨界合作，與國內大型連鎖商業、服務業、金融業、零售業

聯手開闢彩票銷售新模式。在新模式下，利用線下實體渠道優勢，通過人

工智能技術實現便利購彩及兌獎，這種精簡化的新購彩方式更符合80–90
後消費群體的使用習慣。

在彩票智能化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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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和大數據等創新科技全面應用於彩票零售渠道的運營、管

理和營銷等環節。

本集團不斷開拓新的產品線，陸續研發出智慧彩店系統、彩票智能支付系

統、彩票智能營銷平台、智贏彩票大數據服務系統等服務於彩票機構和銷

售站點的智能硬件和應用管理系統，為彩票機構和零售渠道提供全面解決

方案，以達到實現渠道增容和優化重構的目的。

針對新零售渠道的特性和新型潛在消費群體的需求，本集團研發出多款新

型智能售彩設備。區別於傳統彩票銷售終端，智能化彩票售彩設備無需配

備專門的銷售人員操作，用戶可以自行完成購彩，同時，設備具有外觀新

穎時尚、體積小、成本低、易操作、易維護、通用性好等優勢，支持銷售多

類型彩票品種，適應各種商業場所的銷售場景。相關設備已通過彩票機構

的檢測標準，可快速在城市中進行大規模部署。

七月，本集團成功與內蒙古自治區體育彩票管理中心（以下簡稱「內蒙古體

彩」）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根據協議，本集團將利用在線上和線下渠道

的彩票運營推廣經驗和大數據積累的優勢，以及自主研發的新型智能售彩

設備，積極協助內蒙古體彩開拓彩票新銷售渠道，優化購彩者的購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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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購彩群體。同時，將利用服務優勢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資源，協助

內蒙古體彩進一步試點彩票銷售的新型化發展，觸發及挖掘購彩者的購彩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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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在自主技術和產品方面，本集團覆蓋視頻彩票終端機、電腦票終端機、電腦

票核心交易系統、電腦票管理系統、電腦票遊戲開發設計、紙質即開票全

業務鏈管理系統、互聯網票銷售管理系統、互聯網彩票大數據分析系統，

以及互聯網彩票的遊戲開發設計等等。在運營方面，本集團擁有從視頻彩

票、電腦票到互聯網彩票獨有的全方位的運營服務能力。

今年上半年，尤其是世界杯期間，國內彩票的超高速增長，充分表明中國彩

票仍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市場迫切期待通過互聯網、通過發展新渠道、

渠道重構的變革以及發展新遊戲、新玩法注入新的活力。

作為一家彩票專業公司，本集團十餘年來對彩票行業的投入和擔當，積累

了良好的政府資源、技術資源和用戶資源。在國家內外政策的指引下，本

集團發展求變，立足中國、積極拓展東南亞以及其他海外彩票市場。

財務表現回顧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本集團共錄得營業收入約港幣0.899億元（二零一七
年上半年度：約港幣0.991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9.3%。於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0.797億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
約港幣0.60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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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公司的「中福在線╱VLT」供應合同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到期。
根據供應合同雙方約定，天意公司擁有支撐「中福在線╱VLT」運營銷售的
約41,500台終端機的所有權。為支持「中福在線╱VLT」的持續健康發展，本
集團決定繼續為「中福在線╱VLT」終端機處於良好運營狀態做好工作，以
保障「中福在線╱VLT」票種的正常發行。近四年以來，憑藉著天意公司第三
代終端機過硬的產品品質，「中福在線╱VLT」在沒有新增終端機的情況下，
銷量仍然持續走高，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成績單。天意公司也以優異的技

術實力和綜合服務能力贏得了市場的認可和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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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國內多位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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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報酬。該案件歷經兩次公開開庭審理後，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下發了

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判決書中認定，天意公司關於中彩在線公司

支付其合作報酬及部分利息的訴訟請求與事實相符，於法有據，應予支持，

並判決中彩在線公司於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天意公司支付在二零一五

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合作報酬人民幣1,360,211,853元
及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計算之相應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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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在線╱V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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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款。本

集團正等待中彩公司按照判決書之判決支付有關報酬。本集團將適時把判

決書所認定之餘下合作報酬確認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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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本公司就銀行提供合共約港幣約1.483億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1.649億元）額度之物業分期貸款提供無上限之公司擔保，
就銀行提供的一項約港幣1,700萬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700萬元）額度之物業分期貸款提供上限為約港幣1,700萬元（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700萬元）之公司擔保，以及就一項500萬美元（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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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0萬美元）之投資信用額度和2,500萬美元（於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00萬美元）之流動透支額度提供無上限之
公司擔保。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貸款約為港幣1.374億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637億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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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億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587億元）；(ii) 銀
行存款零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50萬元）；及(iii) 一項由
本公司一位主要股東簽署的無上限之個人擔保作抵押。

根據本公司與配售代理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三日訂立之配售協議，本公司

已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舉

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本公司董事之一般授權，按每股港幣0.116
元的價格配發及發行合共1,034,500,000股本公司新普通股予不少於六名獨
立個人投資者。董事認為，配售可擴大本公司之股東基礎及加強其財務狀

況，因而符合本集團及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三日（即

訂立配售協議之日期）本公司股份收市價為每股港幣0.142元。每股配售股
份之淨發行價（經扣除配售佣金及其他相關開支後）約為港幣0.115元。扣除
配售佣金及其他相關費用後，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港幣1.19億元。
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當中約港幣8,940萬元擬用於現有可換股債券贖回
時付款，約港幣1,500萬元擬用於在海外日常業務之發展，餘額擬用作一般
營運資金。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已全數用

於上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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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公司尚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為：(i)本金總額為
港幣1.7595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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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ii)本金總額為港幣1億元的二零一九年到期之8厘可換股債券（「新選擇權
2債券」）。新選擇權1債券於轉換時可按轉換價每股港幣0.24元轉換為本公
司股份。新選擇權2債券於轉換時可按轉換價每股港幣0.92元轉換為本公司
股份。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由於本公司股份配售事項，新選擇權

1債券之換股價根據新選擇權1債券之條款及條件由港幣0.24元調整為港幣
0.23元。

於回顧期內，債券持有人並無將新選擇權1債券及新選擇權2債券轉換為本
公司股份。於期內，本公司收到債券持有人通知，根據新選擇權1債券及新
選擇權2債券之條款及條件，行使合共本金額港幣1.0115億元之認沽期權。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以合共約港幣117萬元於場外贖回及註銷
本金額為港幣115萬元之新選擇權1債券及其未付利息。本公司亦已於二零
一八年五月九日以合共約港幣1.0265億元於場外贖回及註銷本金額為港幣
1億元之新選擇權2債券及其未付利息，其後概無已發行未償還的新選擇權
2債券。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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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000,000股。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權益總額約港幣12.103億元（於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1.391億元）。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
流動資產淨額約港幣4.666億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667
億元），當中約港幣0.988億元為現金及存於銀行及財務機構之存款（於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935億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約

為26.3%（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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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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

現經營之業務受外匯風險影響極低。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帳面淨值約為港幣

1.569億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587億元）已抵押予銀行
以獲得由銀行提供之貸款。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存款

有零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50萬元）已抵押予財務機構以
獲得信用額度。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全職僱員共計286人（二零一七年：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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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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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已授出而尚未行

使以認購本公司股本中每股港幣0.0025元之股份合共495,625,000股之購股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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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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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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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行使由 至

港幣

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
(i) 董事姓名

陳丹娜女士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10,000,000 – – – – 10,00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8 19/01/2019 – 6,000,000 – – – 6,00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9 19/01/2020 – 6,000,000 – – – 6,000,000

吳京偉先生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10,000,000 – – – – 10,00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8 19/01/2019 – 6,000,000 – – – 6,00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9 19/01/2020 – 6,000,000 – – – 6,000,000

李子饋先生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5,000,000 – – – – 5,00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8 19/01/2019 – 3,000,000 – – – 3,00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9 19/01/2020 – 3,000,000 – – – 3,000,000

黃勝藍先生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100,000 – – – – 10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8 19/01/2019 – 50,000 – – – 5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9 19/01/2020 – 50,000 – – – 50,000

陳明輝先生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100,000 – – – – 10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8 19/01/2019 – 50,000 – – – 5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9 19/01/2020 – 50,000 – – – 50,000

崔書明先生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100,000 – – – – 10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8 19/01/2019 – 50,000 – – – 5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9 19/01/2020 – 50,000 – – – 50,000

(ii) 連續合約僱員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79,600,000 – – – – 79,60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8 19/01/2019 – 44,100,000 – – – 44,10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9 19/01/2020 – 44,100,000 – – (5,900,000) 38,200,000

(iii) 其他參與者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75,525,000 – – – – 75,525,000
29/10/2014 0.840 29/10/2015 28/10/2018 46,000,000 – – – – 46,000,000
29/10/2014 0.840 29/10/2017 28/10/2020 11,600,000 – – – – 11,60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8 19/01/2019 – 205,000,000 (170,000,000) – – 35,000,000
19/01/2018 0.172 20/01/2019 19/01/2020 – 25,000,000 – – – 25,000,000
29/01/2018 0.180 30/01/2018 29/01/2019 – 85,000,000 – – – 85,000,000      

總數： 238,025,000 433,500,000 (170,000,000) – (5,900,000) 495,6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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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內授出之購股權：(i)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日前的股份收市價為

每股港幣0.174元；及(ii)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前的股份收市價

為每股港幣0.184元。

3. 於期內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行使之購股權，在緊接行使購股權170,000,000股股

份之行使日期前的每股加權平均收市價為約港幣0.1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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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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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

列該模式所用輸入數據：

授出日期 二零一八年 

一月十九日
二零一八年 

一月十九日
二零一八年 

一月二十九日

行使期限 二零一八年 

一月二十日至 

二零一九年 

一月十九日

二零一九年 

一月二十日至
二零二零年 

一月十九日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十日至
二零一九年 

一月二十九日

無風險利率(%) 0.81 1.11 0.75

預期波幅(%) 62 55 62

購股權之預計年期（年） 0.5 1.5 0.5

股息率(%) 0 0 0

股價（每股港幣元） 0.17 0.17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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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一月十九日
二零一八年 

一月十九日
二零一八年 

一月二十九日

行使期限 二零一八年 

一月二十日至 

二零一九年 

一月十九日

二零一九年 

一月二十日至
二零二零年 

一月十九日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十日至
二零一九年 

一月二十九日

每份股份期權之公平值 0.028 0.045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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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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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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數

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陳丹娜女士 40,000,000(L) – – 40,000,000(L) 0.41%(L)

吳京偉先生 82,200,000(L) – – 82,200,000(L) 0.84%(L)

李子饋先生 28,000,000(L) – – 28,000,000(L) 0.29%(L)

黃勝藍先生 1,100,000(L) – – 1,100,000(L) 0.01%(L)

崔書明先生 2,000,000(L) – – 2,000,000(L) 0.02%(L)

附註：

1. 「 L」表示好倉。

(2)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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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18 中期報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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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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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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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

劉　婷女士 266,974,373(L) 242,486,426(L) 727,213,326(L) 1,236,674,125(L)
（附註1）

12.67%(L)

陳　城先生 242,486,426(L) 266,974,373(L) 727,213,326(L) 1,236,674,125(L)
（附註1）

12.67%(L)

BFAM Partners (Cayman) 
Limited

– – 732,500,000(L) 732,500,000(L)
（附註2）

7.51%(L)

Fuchs Benjamin Aaron – – 732,500,000(L) 732,500,000(L)
（附註2）

7.51%(L)

Tencent Holdings Limited – – 594,034,513(L) 594,034,513(L) 6.09%(L)

Favor King Limited – – 512,492,594(L) 512,492,594(L)
（附註1）

5.2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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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公司權益中，75,052,874股由Hang Sing持有，該公司由劉婷女士全資擁有的公司Orient 

Strength全資擁有。137,735,546股由Strong Purpose持有，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全資擁有

Strong Purpose。512,492,5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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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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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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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除本報告披露之配售股份及贖回可換股債券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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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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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有適用之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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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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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的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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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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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期

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董事局代表 
主席  
陳丹娜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報告發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丹娜女士、吳京偉先生及

李子饋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勝藍先生、陳明輝先生及崔書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