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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滙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七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92,015 54,375

銷售及服務成本  (77,118) (45,595)

毛利  14,897 8,780

其他經營收入  885 4,239

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費用  (8,711) (7,765)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1,146) (36,795)

研究及開發支出  (1,333) (1,599)

呆賬減值虧損 4 (177) (266)

行政費用  (52,187) (28,113)

經營虧損 5 (47,772) (61,519)

財務費用  (4,829) (1,326)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935) 305

除稅前虧損  (53,536) (62,540)

所得稅開支 6 － (387)

期內虧損  (53,536) (62,927)

下列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53,536) (62,927)

 少數股東權益  － －

  (53,536) (62,927)

每股虧損（港仙） 7

 －基本  (1.38) (2.02)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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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12,912 122,577
投資物業  4,850 4,850
無形資產 13 90,566 90,52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就購買非流動資產支付之訂金  13,422 15,292
投資預付款 14 64,787 61,002
就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支付之訂金  7,800 7,800

  294,337 302,041

流動資產
存貨  3,287 25
應收賬項及預繳款項 9 63,618 46,944
墊款予顧問公司  55,537 52,083
銀行及現金結餘  36,557 69,402

  158,999 168,454

減：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0 73,064 78,531
應付董事款項  698 1,411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 60
借貸 20 6,988 －
融資租賃承擔 11 249 242
衍生金融工具 21 8,512 7,577
可贖回具投票權優先股 22 15,039 13,978
即期稅項負債  2,999 3,332

  107,549 105,131

流動資產淨值  51,450 63,32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45,787 365,364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11 379 506
借貸 20 23,387 －
可換股貸款 19 73,181 72,174
遞延稅項負債  13,407 13,407

  110,354 86,087

資產淨值  235,433 279,27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38,659 38,659
儲備  196,774 240,618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及總權益  235,433 279,277



滙彩控股有限公司3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54,604) (40,87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243) (7,38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9,881 92,920

現金及現金等值淨（減少）╱增加 (32,966) 44,663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121 31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69,402 12,039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6,557 56,733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結餘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36,557 5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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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認股 購股權 可換股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權證儲備 儲備 貸款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股東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38,659 526,753 88,643 － 75,501 1,299 11,041 (462,619) 279,277 － 279,277

匯兌差額及直接於權益
 確認之收入淨額 － － － － － － 8,546 － 8,546 － 8,546
本期間虧損 － － － － － － － (53,536) (53,536) － (53,536)

           
本期間確認收入及
 開支總額 － － － － － － 8,546 (53,536) (44,990) － (44,990)
確認以股份支付
 之款項 － － － － 1,146 － － － 1,146 － 1,146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38,659 526,753 88,643 － 76,647 1,299 19,587 (516,155) 235,433 － 235,433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認股 購股權 可換股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權證儲備 儲備 貸款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股東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30,383 366,164 88,643 － 17,360 － 1,636 (290,168) 214,018 － 214,018

匯兌差額及直接於權益
 確認之收入淨額 － － － － － － 564 － 564 － 564
本期間虧損 － － － － － － － (62,927) (62,927) － (62,927)

本期間確認收入及
 開支總額 － － － － － － 564 (62,927) (62,363) － (62,363)

發行非上市認股權證 － － － 5,661 － － － － 5,661 － 5,661
確認可換股貸款之
 權益部分 － － － － － 1,200 － － 1,200 － 1,200
因轉換可換股貸款而
 發行股份 1,750 19,492 － － － (764) － － 20,478 － 20,478
行使購股權發行股份 1,490 15,918 － － (5,000) － － － 12,408 － 12,408
行使認股權證發行股份 2,000 43,780 － (3,780)  － － － 42,000 － 42,000
確認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 － － － 36,795 － － － 36,795 －  36,795

 5,240 79,190 － 1,881 31,795 436 － － 118,542 － 118,542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35,623 445,354 88,643 1,881 49,155 436 2,200 (353,095) 270,197 － 27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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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
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
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及本年度迄今為止之經呈報資產與負債、收入及支
出之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差別。

(2) 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在其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經審核財務報表內所用之編製基準及以下附加之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並於本期間首次採納
之修訂及詮釋貫徹一致：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 服務特許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對界定利益資產之限制、最低
   資金規定及其相互作用

此等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概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以下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 財務報表之呈列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1

 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 借貸成本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 歸屬條件及撤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 業務合併 － 應用收購法的綜合修訂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 經營分部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 客戶忠誠計劃 3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財政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財政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財政期間生效

本集團已著手評估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指出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會否對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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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按業務及地區分類呈列分類資料。本集團決定採用業務分部作為主要呈報方式，地區
分部作次要呈報方式。

(a) 主要呈報方式—業務分類
本集團可分為兩大業務分類：

生科藥物 － 研究、開發及銷售生化藥物產品

遊戲 － 開發、提供、買賣及管理電子遊戲系統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生科藥物 遊戲 其他 合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67,576 47,457 24,439 6,918 391 － 92,406 54,375

分類業績 (6,527) (6,005) (23,519) (7,710) 286 (109) (29,760) (13,824)

未分配經營收入       494 3,699

未分配企業開支       (18,506) (51,394)

經營虧損       (47,772) (61,519)

財務費用       (4,829) (1,326)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935) 305

除稅前虧損       (53,536) (62,540)

(b) 次要呈報方式—地區分類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 資產總值 資本開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及香港 67,897 47,457 308,158 339,123 255 111

澳門 24,509 6,918 145,179 33,820 3,802 9,182

 92,406 54,375 453,337 372,943 4,057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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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呆賬減值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間聯營公司所欠金額之減值虧損 177 266

(5)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經扣除：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
－董事之酬金（附註17） 4,695 8,692

－其他員工 

 －薪金及津貼 15,468 6,749

 －僱員購股權福利（股權結算）（附註18） 614 3,70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80 108

 16,362 10,557

 

顧問費用
 －購股權福利（股權結算） － 28,023

 －其他 2,658 1,749

 2,658 29,772

折舊 14,871 6,52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74 －
租賃房屋之經營租賃租金（附註） 2,794 1,775

附註：該項金額包括提供予一位董事為數582,000港元（二零零七年：582,000港元）之住房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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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乃指：

香港以外之利得稅
 －當期 － 23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153

 － 387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應課稅溢利，因此財務報表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或中國企業所得稅作
出撥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遞延稅項所作之撥備並無變動。由於潛在遞延稅項資
產之可回收性未能確定，故並無就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按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53,536) (62,927)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3,865,897,919 3,122,231,622

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所有潛在普通股具有反攤薄作用， 因此
並無呈列該兩個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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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期內，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添置達4,100,000港元，其中包括2,800,000港元之遊戲設備。

(9) 應收賬項及預繳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30日內 22,040 20,162

31日至60日 11,435 10,591

61日至90日 3,871 3,711

91日至180日 4,138 1,612

181日至365日 406 1,163

365日以上 296 212

 42,186 37,451

其他應收賬項及預繳款項 21,432 9,493

 63,618 46,944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90日至180日之信貸期。有關信貸政策與中國藥品行業之慣例一
致。

(10)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30日內 11,152 16,059

31日至60日 6,013 10,493

61日至90日 5,037 1,542

91日至180日 9,409 3,928

180日以上 247 855

 31,858 32,877

應付增值稅 7,743 8,252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33,463 37,402

 73,064 7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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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融資租賃承擔

 最低租賃付款 最低租賃付款現值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79 279 249 242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95 535 379 506

 674 814 628 748

減：未來融資費用 (46) (66) 不適用 不適用

租賃承擔現值 628 748 628 748

減：於十二個月內到期
   之款項（列入流動負債）   (249) (242)

十二個月後到期之款項   379 506

本集團之融資租賃承擔乃由出租人就租賃融資之抵押作擔保。

(12)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法定：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3,865,897,919 38,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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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無形資產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形資產並無重大變動。無形資產價值之增加乃指匯
率變動影響所產生之匯兌調整。

(14) 投資付款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付款並無重大變動。投資付款價值之增加乃指匯
率變動影響所產生之匯兌調整。

(15) 資本及其他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如下：
 購入開發中藥物之實益權利 5,684 5,351

 購入附屬公司 5,928 5,000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13,883 11,086

 25,495 21,437

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研發開支 16,397 1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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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財務報表中披露之該等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外，期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進行以下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 聯營公司 關連人士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顧問費用（附註a） － － － － 244 319

薪金及津貼（附註d） － － － － 600 450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款項（附註b及c） － － 9,175 8,998 － －

應付款項（附註b） 698 1,411 － － － 60

附註：

(a) 該關連人士為董事單世勇先生之子。

(b) 該金額為無抵押， 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 亦無作出或獲得任何擔保。

(c) 期內就授予聯營公司之貸款作出減值177,000港元（二零零七年：266,000港元）。應
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已全數減值。

(d) 關連方乃董事陳捷先生之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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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董事酬金
期內，董事之酬金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袍金 180 180

薪金及津貼
 －董事 3,983 3,440

僱員購股權福利（股權結算）（附註18） 532 5,072

 4,695 8,692

董事之酬金乃由薪酬委員會經參考個人之表現及市場趨勢而釐定。

(18) 以股權支付之款項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本公司向一名董事授出8,500,000份購股權（估計公平值為157,000

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於董事酬金中確認購股權福利總額
157,000港元。

本公司董事認為，由於該董事所提供服務之未來經濟利益不能予以確定，整筆為數157,000

港元之款項已計入購股權儲備，並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收益表
中扣除。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乃根據集團所估計將最終獲得之服務，於彼等之
歸屬期內以直線法確認分別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八日、二零零七年八月六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一
月八日授予若干職員及一名董事之購股權之公平值分別為489,000港元、375,000港元及
125,000港元並計入未經審核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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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以股權支付之款項（續）
於期內向一名董事授出購股權公平值乃以柏力克－舒爾斯估值模式計算。該模式之主要輸入
參數如下：

 購股權授出日期
 二零零八年
 五月五日

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 0.098港元
購股權行使價 0.190港元
根據股價歷史波幅釐定之預期波幅 96.94%
根據歷史股息釐定之預期年度股息率 –
預期購股權年期 1年
於授出日期所示估計預期年期相若之
　香港外匯基金債券息率 1.20%

預期波幅乃透過計算本公司之前250日之股價之歷史波幅而釐定。模式所使用之預計年期已
根據管理層之最佳估計及就不可轉讓性、行使限制及行為考慮因素等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就接納所授出購股權而收取之總代價為1港元（二
零零七年：32港元）。

(19) 可換股貸款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之認購協議，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七日發行本金
額76,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之持有者被予權利可由可換股
票據之發行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任何時候以轉股價每股0.20港元將全部或
按1,000,000港元之倍數之本金轉換為本公司之新普通股。倘可換股票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仍未轉換，其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面額贖回。可換股票據之年息
為7%，須直至其償還日前為止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第五個營業日或之前每季度
支付利息。可換股票據之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之公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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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可換股貸款（續）
可換股票據發行之所得款項淨額在負債部分及權益部分之間的分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部分
於期初╱發行日 72,174 70,901

利息支出 3,372 1,273

已付利息 (2,365) －

於期末╱年終 73,181 72,174

權益部分
於期初及期未╱發行日及年終 1,299 1,299

可換股票據本期間╱年度之利息支出乃自貸款發出起對負債部分採用實際利率9.30%而計
算。

董事估計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負債部分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20) 借貸
借貸之償還條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借貸 30,375

借貸須按以下償還：
一年內 6,988
第二年 9,101
第三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4,286

 30,375
減：於十二個月內到期償還之款項
   （列入流動負債） (6,988)

十二個月後到期償還之款項 2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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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借貸（續）
由獨立第三方之借貸乃無抵押、按年息率15%計息且須分41期於每月第二個營業日或之前
償還，直至清償為止。

董事認為該等借貸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21) 衍生金融工具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贖回具投票權優先股之衍生部分（附註22） 8,512 5,364

非上市認股權證（附註23） － 2,213

 8,512 7,577

(22) 可贖回具投票權優先股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LT Game Limited（「LT 

Game」）向一名獨立第三方（「認購方」）發行9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之可贖回具投票權優先
股（「優先股」），認購價為每股2,222.22美元。認購方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一日支付總認購價
2,000,000美元（相當於15,600,000港元）（「認購價格」）。倘LT Game呈報之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除稅前溢利淨額低於32,000,000港元，優先股使其持有人有權
於LT Game刊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日期至LT Game刊
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日期後屆滿六個月當日（「轉換日
期」）之期間內，隨時按認購價格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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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贖回具投票權優先股（續）
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乃於發行日期使用期權定價模式予以估計，該部分之公平值變動於收
益表確認。剩餘金額指定為負債部分。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衍生部分
於期初╱年初 5,364 2,947

本期間╱年度碓認之公平值虧損 3,148 2,417

於期末╱年終 8,512 5,364

負債部分
於期初╱年初 13,978 12,075

本期間╱年度利息支出 1,061 1,903

於期末╱年終 15,039 13,978

(23) 非上市認股權證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日，本公司訂立一項配售協議並委任結好投資有限公司為配售代理，
按配售價每份認股權證0.02港元發行300,000,000份認股權證。認股權證持有人有權以初步
認購價每股0.21港元以現金認購本公司股份。認股權證所附之認購權可於二零零七年四月
三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二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行使。發行認股權證所籌之款項淨額約為
5,7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已行使200,000,000份認股權證
及相應發行200,000,000股股份。

於本期間，概無認股權證獲持有人行使。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日，100,000,000份認股權證
屆滿。屆滿後，衍生金融工具之結餘合共約2,213,000港元乃取消確認並計入未經審核收益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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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結算日後事項
a) 緊隨結算日後，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樂透（澳門）有限公司（「樂透澳門」）與澳門博彩

股份有限公司（「澳博」訂立有條件協議，據此，澳博同意於澳門金碧娛樂場一樓至五
樓（包括該兩樓）安裝賭博設施，包括桌面賭博（由傳統及電子桌面賭博組成）及電子角
子機，而樂透澳門同意承擔有關銷售及推廣業務，並支付或償付澳博於協議期間內實
際已支付或產生之其他經營開支。協議將待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批准後全部生效及有
效。以上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之公告。

b) 由二零零八年八月七日起，羅永傑先生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以上之詳情載於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之公告。

c) 結算日後，本公司與Global Markets Inc Limited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就配售
115,976,938份認股權證而訂立之配售協議已被取消。

(25)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予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之呈報方式。新分類被認為更合適地呈列本公司之
狀況。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業務回顧及展望

營業額及溢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由54,400,000港元增至92,000,000

港元，與上一期間相比上升約69%。期內，本集團錄得虧損53,500,000港元或每股虧損
1.38港仙，相比上一期間則錄得虧損63,000,000港元或每股虧損2.0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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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主要由於銷售成本及行政費用增加。由於中國醫藥市場競爭劇烈，毛利不可避免地
收窄。儘管如此，本集團期內繼續擴大其生科醫藥銷售。

博彩業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在澳門之博彩業務取得顯著增長。透過其利潤分成持牌夥伴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博」）及銀河娛樂場（「銀河」），本公司於其具競爭力之產品種
類中佔據相當大的市場份額。

自二零零七年以來，本集團制定策略性三點措施引領集團之業務發展，令集團之業務模
式能夠從集團的電子賭桌和專業博彩賭桌系列帶來穩健之長遠可持續收益增長。首先，
集團加大力度，透過加入新價值元素，例如為集團之滙彩機終端機增添新一代伺服器
博彩遊戲內容及以累計獎金增加對玩家的吸引力，提高已投入服務之現有電子賭桌終端
機所產生之博彩收入總額。透過於本集團之直播百家樂電子終端機推出本集團之多倍博
彩平臺，使玩家一次可玩四種百家樂遊戲，本集團該措施已大見成效。第二，集團透過
直播百家樂、滙彩機和滙彩大獎，不斷向我們的合作夥伴展示更佳的價值創造，使我們
能夠以更為吸引之利潤分成條款與我們的持牌娛樂場夥伴合作。採用該措施後，由於本
集團與本集團之持牌夥伴就本集團利潤分成電子終端機按更有利的利潤分成條款重新磋
商，本集團已取得重大成功。最後，集團透過博彩客戶對我們博彩產品日益增長之需
求，加強與我們的持牌夥伴在不斷增加收益分成的電子賭桌終端機和專業賭桌遊戲的數
目的承諾。

作為引領集團之業務發展並推動長期穩定增長的該策略性三點措施的一部份，本公司在
過去十二個月顯著增加利潤分成電子終端機及賭桌之數量。利潤分成條款下之電子終端
機及角子機之總數目已增加至800台終端機以上，利潤分成賭桌之數目已增至逾100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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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三月，樂透（澳門）有限公司在華都娛樂場推出80部直播百家樂，覆蓋賭
場面積逾4,000平方英呎。此外滙彩大獎百家樂賭桌遊戲系統獲安裝於華都娛樂場的18

張中場百家樂賭桌。於二零零八年八月，LT Game Limited宣佈，滙彩大獎百家樂賭桌
遊戲系統獲安裝在回力娛樂場的71張中場百家樂賭桌。系統的新登場標志著澳門歷史
上累積彩池系統的最新發展。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本公司與澳博共同在新建業商業中心三樓開設「金碧滙彩娛樂
場」。該經營模式的成功有目共睹，賭場已擴大至覆蓋新建業商業中心五層樓，並加
強了本公司與澳博之間的合作。金碧滙彩娛樂場位於澳門的娛樂中心，毗鄰葡京酒店
賭場，正對永利澳門酒店，於二零零八年八月開始五分之三全面經營，博彩面積逾
170,000平方米。其特色為擁有逾40張傳統百家樂、骰寶、輪盤桌及逾600台電子終端
機及角子機，包括世界上第一部累積彩池百家樂賭桌－滙彩大獎。

截至二零零八年年底，滙彩控股將在澳門多間賭場擁有利潤分成終端機及桌面系統（包
括直播百家樂、滙彩機及滙彩大獎），合共分別逾1,000台電子遊戲終端機及170張賭
桌。

隨著金碧滙彩娛樂場全面投入運作，本集團已重新定位為全方位博彩供應商及利潤分成
營運商，從其博彩業務中錄得巨大收入。儘管該行業競爭日趨激烈，本集團相信澳門未
來之經濟增長，特別是其旅遊業，隨著澳門之大部分旅客來自中國內地，中國經濟之持
續增長預期將有利於澳門之經濟，並為本集團提供良好前景及業務環境。憑藉本集團之
經驗及著名品牌，滙彩控股已快速在澳門佔有重要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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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醫藥業務
本集團生科醫藥業務乃透過LifeTec Pharmaceutical Limited（「LifeTec Pharmaceutical」）
經營。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LifeTec Pharmaceutical於本期間錄得營業
額由47,500,000港元增加至67,600,000港元，與上一期間相比上升約42.3%。本期間之
毛利亦較去年同期下降約8.4%。毛利減少是因為市場競爭激烈所致。

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
本集團已採取措施加強內部市場推廣及銷售團隊，以促進與知名藥品分銷商之合作。於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銷售持續增長，預期二零零八年下半年此一勢頭將會持續。

研究及開發

維可靈（Fibrocorin）
Fibrocorin為重組融合蛋白及抗癌及抗纖維化潛在新藥。Fibrocorin為本公司與香港城市
大學之研究隊伍共同研發。Fibrocorin為透過基因工程技術創造蛋白，包含活化成分，
以減輕纖維化及擴大衰變率之人類免疫球蛋白Fc段。此一新重組蛋白具有更加持久及
更深入療效。本公司已就Fibrocorin在美國提交專利申請。

重組全長人肝再生增強因子（「rhALR」）
rhALR乃革命性複合藥物，用於各種肝病之基因治療。動物試驗已顯示 rhALR的療效。
rhALR特定生產技術之中國專利已於二零零五年末獲批。本集團正在進行試驗室測試並
為在中國進行臨床試驗準備申請文件。rhALR獲成功證實高度有效。其在四氯化碳中毒
小鼠實驗中，通過促進肝細胞增殖及改善肝功能從而減輕急性肝損傷和肝功能衰竭而發
揮著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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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專利藥品
本集團正申請一系列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發出之非專利藥品生產許可證。該等非專利
藥物可利用本集團現有銷售渠道。預期將於二零零九年中獲授予生產許可證。本集團將
持續優化本集團之藥品組合，同時專注於增强於中國的分銷網絡。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借貸及融資租賃分別為30,400,000港元及630,000港元，其中
7,200,000港元須於十二月內償還，23,800,000港元須於兩年至五年內償還。本集團之
流動負債由105,000,000港元增至107,500,000港元，升幅約為2.4%。於結算日，本集
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由63,300,000港元減至51,500,000港元。於結算日，本集團之負債
總額為218,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負債總額佔資產總值之百分比為
48.1%，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相應數字40.6%。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手頭現金足以應付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資金需求。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以澳門及中國為基地。收支項目分別以港元及人民幣結算。期內之出
口銷售微不足道。另一方面，總辦事處開支及借貸以港元結算。由於香港、澳門及中國
之情況相對吻合，加上人民幣與港元之匯率穩定，本集團所面對的匯率風險微不足道。
故董事認為毋需為匯兌波動作出特別對沖。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一輛按融資租賃持有之汽車之賬面值為62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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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及員工
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共有員工387名。大部分員工為位於澳門之市場推廣及促銷行政
人員。本集團正積極在澳門物色人才，以配合迅速增長的業務。

員工、行政人員及董事聘用條款符合一般商業慣例。購股權福利乃授予本公司經挑選高
級行政人員，並已納入彼等之聘用條款內。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

(i) 股份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
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包括按證券及期貨條
例任何該等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短倉）；或須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據此置存之記錄冊中；或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於股份之權益 按股本
   （按股本衍生 衍生工具
 公司╱相聯 身份╱ 工具擁有 於相關股份 於股份╱相關 權益概約
董事姓名 法團名稱 權益性質 之權益除外）(1)  之權益 (1) 股份之總權益 總百分比

陳捷先生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68,774,000 2,500,000 432,988,000 11.20%
  　個人權益
 本公司 控制法團 361,714,000

(2)
 －

  　權益╱企業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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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股份之權益 按股本
   （按股本衍生 衍生工具
 公司╱相聯 身份╱ 工具擁有 於相關股份 於股份╱相關 權益概約
董事姓名 法團名稱 權益性質 之權益除外）(1)  之權益 (1) 股份之總權益 總百分比

單世勇先生 本公司 控制法團 360,758,000
(3)

 － 360,758,000 9.33%
  　權益╱企業
   權益

馬賢明博士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6,722,000 2,900,000 9,622,000 0.25%
  　個人權益

羅永傑先生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 30,000,000 30,000,000 0.78%
  　個人權益

Park Aaron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1,666,000 38,500,000 40,166,000 1.04%
 Changmin先生  　個人權益

附註：

(1) 上文所述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均屬長倉。

 股本衍生工具為實物結算及非上市。

 董事按股本衍生工具於相關股份之權益代表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五日採納
之購股權計劃（「舊購股權計劃」）及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現有購
股權計劃」）而向董事授出之購股權，詳情載於下文 (ii)段中。

(2) 該等股份由陳捷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August Profi t Investments Limited擁有。

(3) 該等股份由單世勇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Best Top Offshore Limited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並無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分）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
券中擁有權益或任何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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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購股權
下表披露根據舊購股權計劃及現有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本公司購股權於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之變動：

舊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數目

 授出購股權日期 可予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期初尚未行使 期內已授出 期內已獲行使 期末尚未行使

類別：董事
陳捷先生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0.088港元 2,500,000 － － 2,500,000
 十一月二十七日 十一月二十七日
  至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馬賢明博士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0.088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十一月二十七日 十一月二十七日
  至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馬賢明博士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0.095港元 1,900,000 － － 1,900,000
 十一月三十日 十一月三十日
  至二零一一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羅永傑先生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0.242港元 10,000,000

(1)
 － － 10,000,000

 五月八日 五月八日
  至二零一二年
  五月七日
Park Aaron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0.242港元 10,000,000 － － 10,000,000
　Changmin先生 五月八日 五月八日
  至二零一二年
  五月七日
Park Aaron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0.290港元 20,000,000 – – 20,000,000
　Changmin先生 五月二十五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至二零一二年
  五月二十四日
類別：僱員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0.242港元 17,400,000 – – 17,400,000
 五月八日 五月八日
  至二零一二年
  五月七日
類別：顧問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0.088港元 23,375,000 – – 23,375,000
 十一月二十七日 十一月二十七日
  至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0.086港元 25,000,000 – – 25,000,000
 十一月一日 十一月一日
  至二零零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0.091港元 280,000,000 – – 280,000,000
 七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至二零一一年
  七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0.242港元 243,000,000 – – 243,000,000
 五月八日 五月八日
  至二零一二年
  五月七日

總計    634,175,000 － － 634,1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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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數目

 授出購股權日期 可予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期初尚未行使 期內已授出 期內已獲行使 期末尚未行使
類別：董事
羅永傑先生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0.307港元 10,000,000

(2)
 – – 10,000,000

 八月六日 十二月六日
  至二零零九年
  八月五日
羅永傑先生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0.307港元 10,000,000

(2)
 – – 10,000,000

 八月六日 三月六日
  至二零零九年
  八月五日
Park Aaron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0.190港元 – 8,500,000 – 8,500,000
 Changmin先生 五月五日 五月五日
  至二零零九年
  五月四日
類別：僱員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0.180港元 36,000,000 – – 36,000,000
 十月九日 十月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十月八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0.212港元 2,000,000 – – 2,000,000
 十一月八日 十一月八日
  至二零一二年
  十一月七日
類別：顧問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0.307港元 15,000,000 – – 15,000,000
 八月六日 八月六日
  至二零零九年
  八月五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0.180港元 228,000,000 – – 228,000,000
 十月九日 十月九日
  至二零一二年
  十月八日

總計    301,000,000 8,500,000 － 309,500,000

附註：

(1) 羅永傑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辭任執行董事後，該等購股權之行使期之最後日期
乃修訂為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即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後三個月。

（2） 該等購股權乃於羅永傑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七日不再為本集團之執行董事後隨即失
效。

主要股東於證券之權益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一節中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其他人士或法團告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短
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向本公司披露，又或須記錄於本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記錄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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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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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
呈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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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下列之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本守則條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以區分，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陳捷先生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董事總經理。董事會認為，董事總經理與行政總裁之角
色相同。董事會認為，現行架構為本集團提供強大兼一致的領導，並使業務得以有效率
及有效能地策劃及執行。因此，董事會相信，陳捷先生繼續擔任本公司之董事會主席
兼董事總經理符合本公司股東之最佳利益。然而，本公司將於日後適當時候檢討現有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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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本守則條文，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膺選連任。

現時，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均並無以特定任期委任。然而，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須按
照本公司之細則條文規定最少每三年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及膺選連任一
次，而彼等之委任將於屆滿重選時作出檢討。

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該守則條文，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由本公司之執行董事之一Park Aaron 

Changmin先生代替董事會主席陳捷先生出任主席。陳捷先生因要處理本公司之其他業
務而未克出席二零零八年股東週年大會。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後，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
規定。

承董事會命
滙彩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捷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捷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單世勇先生、馬賢明
博士及Park Aaron Changmin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以達先生、馬式薇女士
及李宗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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