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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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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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份代號：1371）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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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未經審核之比
較數字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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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96,646 522,460

提供設備及服務成本 3 (106,355) (136,608)  

（毛虧）╱毛利 (9,709) 385,852

其他收入 4 6,224 16,757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5 8,591 (20,727)

一般及行政費用 (130,662) (282,561)

購股權費用 (9,861) (22,008)  

經營（虧損）╱溢利 6 (135,417) 77,313

財務成本 7 (29,313) (32,702)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1,436) (2,687)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66,166) 41,924

所得稅開支 8 (3,182) (54,785)  

期內虧損 (169,348) (12,861)  

（虧損）╱溢利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127,825) (148,072)

非控股權益 (41,523) 135,211  

(169,348) (12,86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之每股虧損
－基本－港仙 9 (1.49) (1.75)  

－攤薄－港仙 9 (1.49)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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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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虧損 (169,348) (12,861)

其他全面支出：
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 (188)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 (188)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169,348) (13,049)  

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127,811) (148,247)

非控股權益 (41,537) 135,198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169,348) (1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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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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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717 668,968
無形資產 463,057 448,336
於一家聯營公司投資 4,764 4,764
於合營企業投資 31,097 32,53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7,142 10,0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8,402 8,402  

1,124,179 1,173,004  

流動資產
存貨 32,032 58,516
應收帳項 10 113,579 88,63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583,283 371,134
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 448,941 677,466
現金及銀行結餘 664,195 792,637  

1,842,030 1,988,385  

資產總額 2,966,209 3,161,389  

流動負債
應付帳項及票據 11 5,734 16,48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帳款 68,015 60,278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6,754 6,766
應付所得稅 5,744 1,105
銀行借貸 533,274 583,038  

619,521 667,676  

流動資產淨額 1,222,509 1,320,70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46,688 2,49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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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609,074 602,156
遞延所得稅負債 77,158 74,189  

686,232 676,345  

資產淨額 1,660,456 1,817,36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 21,388 21,330
儲備 13 1,446,753 1,433,762
累計虧損 (269,660) (143,334)  

1,198,481 1,311,758

非控股權益 461,975 505,610  

權益總額 1,660,456 1,817,368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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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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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結餘 21,330 1,433,762 (143,334) 505,610 1,817,368

全面支出
期內虧損 – – (127,825) (41,523) (169,348)     

其他全面（支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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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 (14) –     

其他全面（支出）╱收入總額 – (107) 121 (14) –     

全面支出總額 – (107) (127,704) (41,537) (169,348)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5,433 – – 5,433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4,429 – – 4,429

－行使購股權 58 4,614 – – 4,672

－已歸屬購股權失效 – (1,378) 1,378 – –     

本公司擁有人之貢獻總額及
向本公司擁有人分配之總額，
直接於權益中確認 58 13,098 1,378 – 14,534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 – – – (2,098) (2,098)     

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直接於權益中確認 58 13,098 1,378 (2,098) 12,43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21,388 1,446,753 (269,660) 461,975 1,66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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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部份 

股本 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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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結餘 21,131 1,365,162 375,396 444,076 2,205,765

全面（支出）╱收入
期內（虧損）╱溢利 – – (148,072) 135,211 (12,861)     

其他全面（支出）╱收入：
有關租賃土地及樓宇折舊之
重估儲備轉撥 – (121) 121 – –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
重新分類調整 – (8,006) – – (8,006)

貨幣匯兌差額 – (175) – (13) (188)     

其他全面（支出）╱收入總額 – (8,302) 121 (13) (8,194)     

全面（支出）╱收入總額 – (8,302) (147,951) 135,198 (21,055)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5,433 – – 5,433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16,575 – – 16,575

－行使購股權 186 33,754 – – 33,940

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 – – (21,317) – (21,317)     

本公司擁有人之貢獻總額及
向本公司擁有人分配之總額，
直接於權益中確認 186 55,762 (21,317) – 34,631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21,317 1,412,622 206,128 579,274 2,21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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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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93,888) 307,665

營運資金變動 (213,642) 80,386

收回╱（已付）所得稅 1,457 (70,264)  

經營活動（所用）╱產生現金淨額 (306,073) 317,787

投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473,518 117,772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7,215) (319,96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10,230 115,59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7,116 407,24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7,346 522,83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定期存款） 664,195 831,072

減：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已抵押定期存款 – (264,339)

已抵押銀行存款 (36,849) (43,894)  

627,346 52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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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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
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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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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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
和其投資公司之控制結論。

本集團已採納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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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料及營業額

本集團之收入及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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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的技術及運營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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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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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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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88 494,324

銷售設備之收入 39,030 27,928

提供顧問服務之收入 428 208  

96,646 52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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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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彩票終端設備之折舊 66,175 58,089

營業稅 101 26,306

存貨成本確認為費用 33,013 24,159

維修及保養 3,133 7,156

佣金及手續費 544 15,121

其他 3,389 5,777  

106,355 136,608  

4.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存款及其他之利息收入 6,224 16,757  

5.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公平值入帳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12,691 (29,209)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重新分類調整 – 8,00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 (2,858)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1) 84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虧損 (185) –

外匯（虧損）╱收益 (1,056) 392  

8,591 (2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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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虧損）╱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虧損）╱溢利已扣除：
員工成本（不包括購股權費用） 74,725 89,015

無形資產攤銷 – 3,264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6,035 6,046

商譽減值 – 95,319  

7.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6,146 9,535

可換股債券利息開支 23,167 23,167  

29,313 32,702  

8.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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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5 72,266

遞延稅
－產生及撥回暫時性差異 (3,213) (17,481)  

3,182 54,785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
稅作出撥備（二零一五年：無）。

中國之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業務區域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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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除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港幣千元） (127,825) (148,072)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8,540,161,729 8,472,017,278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1.49) (1.75)  

(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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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港幣千元） (127,825) (148,072)  

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540,161,729 8,472,017,278  

每股攤薄虧損－港仙 (1.49) (1.75)  

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
假設可換股債券獲兌換及購股權獲行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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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42,745 14,771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5,398 73,050

超過一年 65,436 811  

113,579 88,632  

11. 應付帳項及票據

應付帳項及票據帳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4,947 15,465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649 886

超過一年 138 138  

5,734 16,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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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未經審核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股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8,531,807,333 21,330

行使購股權（附註 (i)） 23,500,000 58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8,555,307,333 21,388  

附註：

(i)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購股權持有人以透過支付認購款項約港幣4,672,000

元（其中約港幣58,000元已列入股本，而餘下約港幣4,614,000已列入股份溢價帳）行使購
股權，認購合共23,5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025元之股份。

13. 儲備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溢價 可換股債券 資本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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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結餘 1,287,179 39,925 15,158 (20,925) 101,797 10,628 1,433,762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 – – 5,433 – 5,433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 – – 4,429 – 4,429

－行使購股權 8,128 – – – (3,514) – 4,614

－已歸屬購股權失效 – – – – (1,378) – (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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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4 – – 1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1,295,307 39,925 15,158 (20,911) 106,767 10,507 1,44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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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儲備（續）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溢價 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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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結餘 1,248,179 39,925 15,158 28,744 14,281 10,869 8,006 1,365,162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 – – 5,433 – – 5,433

－其他參與者服務價值 – – – – 16,575 – – 16,575

－行使購股權 33,754 – – – – – – 33,754

有關租賃土地及樓宇折舊之
重估儲備轉撥 – – – – – (121) – (121)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
重新分類調整 – – – – – – (8,006) (8,006)

貨幣匯兌差額
－海外附屬公司 – – – (175) – – – (175)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1,281,933 39,925 15,158 28,569 36,289 10,748 – 1,412,622        

14. 經營租約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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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18,531 17,753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9,707 25,940

五年後 29,961 31,929  

78,199 7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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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擬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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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中國彩票市場繼續增長，總銷
量為人民幣1,943億元，比去年同期上漲3.5%。其中，福利彩票總銷量為人民幣1,023

億元，同比下跌0.5%；體育彩票總銷量為人民幣920億元，同比上漲8.4%。其中樂
透數字型彩票是彩票收入主要來源，銷量同比下跌0.3%，市場佔比高達62.5%；視
頻型彩票增速放緩，銷量同比增長4.4%，市場佔比達11.4%；競猜型彩票銷量同比
上漲23.4%，市場佔比18.2%；紙質即開型彩票銷量同比下跌3.3%，市場佔比7.8%；
基諾型彩票銷量同比下跌48.8%，市場佔比0.1%。中國彩票市場依然處於樂透數字
型一家獨大，視頻型、競猜型和即開型三足鼎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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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中福在線╱VLT」
共銷售人民幣 221億元，同比增長 4.4%，佔比全國彩票總銷量的 11.4%，成為福彩
樂透數字型、即開型、視頻型、基諾型四大類型彩票中唯一正增長的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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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東莞天意電子有限公司（「天意公司」）十三年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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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台，現時處於良好運
營狀態的第三代終端機41,500餘台，支撐「中福在線╱VLT」票種的全部銷售。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此41,500餘台終端機分佈在全國二十八個省、
市、自治區或直轄市的近1,900個「中福在線╱VLT」銷售專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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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公司擁有支撐「中福在線╱VLT」運營銷售的41,500餘台終端機的
所有權，並享有「中福在線╱VLT」供應合同的優先續約權。合同到期至今，本集
團沒有收到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中福彩中心」）關於供應合同到期後停止
「中福在線╱VLT」銷售的通知。為支持「中福在線╱VLT」的持續健康發展，經本集
團董事局決定，保持本集團提供的「中福在線╱VLT」終端機處於良好運行狀態，
繼續供「中福在線╱VLT」在全國二十八個省正常使用，有效的保障了從合同到期
至今「中福在線╱VLT」票種的正常發行。根據本集團向中福彩中心等發出的具有
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和約定確認，從合同到期至今天意公司提供的服務為有償服
務。合作報酬等相關安排本集團仍在同中福彩中心和相關合作方積極談判協商。
同時，本集團也將保留全部法律權利以維護本集團之合法權益。

天意公司生產的「中福在線╱VLT」終端機完全符合相關法律和規定要求的單一來
源採購的條件。本集團擁有全球最大的專業視頻彩票終端設備的生產能力的企
業之一，在視頻彩票終端機研發和製造領域積累了數項核心技術和專利，天意公
司生產研發的終端機是唯一通過財政部、公安部、民政部三部委認定的「中福在
線╱VLT」終端機。

本集團自二零零三年起至今已為「中福在線╱VLT」提供終端機服務十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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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集團提供的終
端機及服務的基礎上，「中福在線╱VLT」已經成為中國彩票行業的重要票種。本
集團真誠希望繼續為「中福在線╱VLT」提供終端機及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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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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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票業務

在福彩電腦票領域，本集團服務的福彩第一大省——廣東省，福彩電腦票銷量於二
零一六年上半年達人民幣約 66億元，同比增長 6.1%，穩居中國省級市場首位。本
集團負責為廣東省福彩開發新的快開遊戲，預計在下半年上線銷售；本集團服務
的重慶市福彩電腦票銷量達到約人民幣13億元；本集團服務的上海市福彩電腦票
銷量達到約人民幣15億元。另外，本集團正在為上海福彩開發新一代彩票信息管
理系統，為上海市的福彩步入電子化管理提供高效的技術手段。

二零一六年是本集團體彩電腦票終端機業務加速拓展的一年。本集團陸續中標陝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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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個省，體
彩市場龍頭地位更加穩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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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繼續保持與國內外終端生產廠家的合作，提供彩
票終端機及閱讀器等核心部件產品。

在積極發展中國市場的同時，本集團有效的利用自身資源和“一帶一路”的國家政
策相結合，積極開拓和耕耘海外市場。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與柬埔寨高棉
彩池福利彩票公司合作的電腦票項目在柬埔寨正式上線運營，目前上線的是「幸
運5」快開遊戲。該遊戲正呈現出良好的銷售業績。下一步雙方將聯合開展手機及
互聯網彩票銷售業務，為柬埔寨彩民提供更加便捷的購買彩票服務。

新媒體彩票業務

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與多家省級彩票機構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積極配合省級
彩票機構不斷拓展業務，並推出了輔助彩民投注的「電子投注單」等創新型手機客
户端產品。同時，根據省級彩票機構的業務管理和運營要求，對電話銷售彩票業
務的業務管理流程、監控功能進行優化升級，完善拓展數據挖掘、營銷推廣等功
能，從而為彩票機構電話銷售彩票業務的管理和運營工作提供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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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與彩票機構、金融機構以及電信運營商密切合作，在電話
銷售彩票等業務領域持續開展探索和實踐性工作，根據政策調整和市場業務變
化，不斷改造和升級面向省級彩票機構的電話銷售彩票管理系統及相關產品，為
進一步拓展新媒體彩票業務夯實基礎做好準備。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中國彩票市場繼續健康穩步發展，但增長幅度放緩，市場迫
切期待通過發展新渠道和新遊戲注入新的活力。雖然互聯網售彩已叫停一年半左
右，但政策和技術層面已累積到一定程度，新媒體彩票啟動勢在必行。

近日，國家體育總局印發了《體育彩票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到規劃末，體彩年
銷量超過人民幣 2,500億元，五年累計銷量過萬億元的總體目標，並將“推進產品
培育，拓展新群體，擴大市場規模”列為下階段重要任務，特別指出電話、互聯網
彩票對體育彩票貢獻有較大提升。福彩方面，民政部在“十三 •五”規劃中提出福
彩將開拓跨行業融合新模式，形成電話、互聯網銷售能力。同時，中福彩中心在
新渠道的營銷推廣和技術層面的準備工作已經啟動。在政策和技術的支持下，發
展新渠道、新遊戲、新群體將是彩票機構未來的重要戰略方向。

在新的發展形勢下，本集團與各級彩票機構保持緊密合作，在業務層面，大力推
動相關項目的試點工作及部署。同時，本集團還積極協助彩票機構進行市場調研
和新業務模式的探索，開展新項目合作，通過創新開拓更大市場空間。在技術和
產品層面，本集團加速推進新型彩票的系統建設和新項目的籌備工作，不斷完善
相關技術系統，研發新的遊戲產品，為今後上市銷售做好充分準備。在現有新型
彩票交易系統上，增強系統拓展能力，目前，已初步形成了雲計算大數據處理平
台，可快速處理海量級別的數據查詢與分析，為基於新渠道的產品提供更佳的技
術支持和營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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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技術發展迅猛的背景下，年輕消費人群對於彩票創新的訴求愈發強烈。本
集團將積極推動彩票機構進一步加快改革創新的步伐，迎合新的市場需要，利用
我們獨創理念和先進技術，為廣大用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娛樂購彩體驗。

結語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在自主技術和產品鏈上，本集團覆蓋視頻彩票終端機、電腦
彩票終端機、電腦彩票核心交易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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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彩票銷售管理系統、新媒體彩票大數據分析系統，
以及新媒體彩票的遊戲開發設計等等。在運營上，本集團擁有從視頻彩票、電腦
彩票到新媒體彩票獨特的全方位的運營服務能力。作為一家立足於彩票的專業公
司，本集團秉承技術創新是企業強化領導地位的根本，十餘年來對彩票行業有大
投入和大擔當。同時，本集團也會根據新形勢新常態，積極的調整集團的策略和
實施，為迎接“十三 •五”彩票事業的大發展做好準備，為股東、員工，為社會做出
最大的貢獻。

財務表現回顧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度，本集團共錄得營業收入約港幣0.966億元（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度：約港幣5.225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81.5%。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度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1.278億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度：約港幣1.481億元）。
營業收入減少主要為由於視頻彩票業務於回顧期內沒有收入確認。雖然「中福在
線╱VLT」供應合同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到期，本集團沒有收到中福彩中
心關於供應合同到期後停止「中福在線╱VLT」銷售的通知，因此本集團繼續保持
所提供的「中福在線╱VLT」終端機處於良好運行狀態，在供應合同到期後繼續提
供給「中福在線╱VLT」使用。本集團一直與中福彩中心磋商「中福在線╱VLT」供
應合同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到期後的過渡期安排及跟進有關新供應合同
採購程序之進展。從這些「中福在線╱VLT」終端機產生的收入將根據仍在磋商中
的過渡期安排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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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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本公司就銀行提供合共約港幣約1.537億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
幣1.537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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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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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700萬元）之
公司擔保，就一項美元1,500萬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元2,000萬元）
之投資信用額度提供無上限之公司擔保，以及就一項美元500萬元（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元 500萬元）之投資信用額度和美元 2,500萬元（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元1,500萬元）之流動透支額度提供無上限之公司擔保。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貸款約為港幣5.333億元（於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83億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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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億元（於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658億元）；(ii)由銀行開具之備用信用證總額
為美元3,200萬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元3,200萬元）；(iii)銀行存款
約港幣2.895億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755億元）；及 (iv)金融資
產約港幣 4.34億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351億元）作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本公司已發本金總額為港幣 6.5億元於二零一九年到期之 5%可換
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於轉換時可按每股港幣0.92元之適用轉換價
轉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 0.0025元之繳足普通股股份。可換股債券按年利率五
厘計息，利息須每半年期末支付。於回顧期內，債券持有人並無將可換股債券轉
換為本公司股份及本公司亦無贖回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可換
股債券之本金額為港幣6.5億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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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權益總額約港幣16.605億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18.174億元）。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淨額
約港幣12.225億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3.207億元），當中約港幣
6.642億元為現金及存於銀行及財務機構之存款（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7.926億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約為44%（於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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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相信現經營之
業務受外匯風險影響極低。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帳面淨值約為港幣1.64億
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658億元）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得由銀行提
供之貸款。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有約港幣2.53億元（於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53億元）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得由銀行提供之貸款
及信用額度。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存款及金融資產合共約港
幣4.705億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576億元）已抵押予財務機構以
獲得提供信用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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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全職僱員共計 387人（二零一五年：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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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明白環保
工作對社會及僱員工作環境有重要影響，因此致力提升員工的節能意識。其中包
括在本集團辦公室推行節約用電守則，及安排回收可再做物料。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沒有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日獲本公司股
東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已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同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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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共 878,625,000股之購
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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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及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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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
(i) 董事姓名

孔祥達先生 30/06/2006 0.285 16/08/2008 29/06/2016 17,200,000 – (12,000,000) – (5,200,000) –      

小計： 17,200,000 – (12,000,000) – (5,200,000) –      

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
(i) 董事姓名

吳京偉先生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10,000,000 – – – – 10,000,000

陳丹娜女士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10,000,000 – – – – 10,000,000

李子饋先生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5,000,000 – – – – 5,000,000

孔祥達先生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100,000 – – – – 100,000

黃勝藍先生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100,000 – – – – 100,000

陳明輝先生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100,000 – – – – 100,000

崔書明先生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100,000 – – – – 100,000

(ii) 連續合約僱員 13/11/2012 0.109 13/05/2014 12/05/2016 11,500,000 – (11,500,000) – – –
14/07/2014 0.690 14/07/2017 13/07/2018 85,100,000 – – – – 85,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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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2015 0.600 02/01/2015 01/01/2017 40,000,000 – – – – 40,000,000
10/07/2015 0.400 10/07/2015 09/07/2017 170,000,000 – – – – 170,000,000
29/10/2015 0.460 29/10/2015 28/10/2017 425,000,000 – – – – 425,000,000      

小計： 890,125,000 – (11,500,000) – – 878,625,000      

總數： 907,325,000 – (23,500,000) – (5,200,000) 878,6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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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內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行使之購股權，在緊接行使購股權12,000,000股股份之行
使日期前的每股加權平均收市價為約港幣0.318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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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0,000股股份之行使日期前的每股加權平均收市價為約港
幣0.3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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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所規定須備存之登記冊所載，或須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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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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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對股份持有
保證權益 總數

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份比

劉　婷女士 37,974,373(L) 242,486,426(L) 727,213,326(L) 229,000,000(L) 1,236,674,125(L)

（附註 1）
14.46%(L)

吳京偉先生 82,200,000(L) – – – 82,200,000(L) 0.96%(L)

陳丹娜女士 40,000,000(L) – – – 40,000,000(L) 0.47%(L)

李子饋先生 28,000,000(L) – – – 28,000,000(L) 0.33%(L)

孔祥達先生 6,000,000(L) – – – 6,000,000 (L) 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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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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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 公 司 權 益 中，75,052,874股 由Hang Sing Overseas Limited（「Hang Sing」）持 有。Orient 

Strength Limited（「Orient Strength」）全資擁有Hang S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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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92,5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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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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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內前
段標題為「購股權計劃」部份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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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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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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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司股份權益

股份數目 

股東名稱 實益擁有 家族擁有 投資經理
對股份持有
保證權益 公司權益 總數

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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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14.46%(L)

Tencent Holdings Limited – – – – 594,034,513(L) 594,034,513(L) 6.94%(L)

MIH TC Holdings Limited – – – – 594,034,513(L) 594,034,513(L) 6.94%(L)

Naspers Limited – – – – 594,034,513(L) 594,034,513(L) 6.94%(L)

Favor King Limited – – – – 512,492,594(L) 512,492,594(L) 5.99%(L)

附註：

1. 於公司權益中，75,052,874股由Hang Sing Overseas Limited（「Hang Sing」）持有。Orient Strength 

Limited（「Orient Strength」）全資擁有Hang S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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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92,5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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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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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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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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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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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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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
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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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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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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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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上，由於
孔祥達先生及劉婷女士當時須處理其他重要要務，故分別未有根據守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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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必守標準

本公司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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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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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已遵守行
為守則。

董事局代表
主席
劉婷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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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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