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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滙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有關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405,132 318,103
銷售及服務成本 (153,692) (107,219)

毛利 251,440 210,884
其他收入 1,014 1,100
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費用 (80,136) (60,991)
行政費用 (110,911) (75,585)
呆賬減值虧損 (67) (557)
財務費用 (4,298) (6,240)
無形資產攤銷 (8,352) (6,069)
提前贖回承兌票據之虧損 – (9,297)

除稅前溢利 48,690 53,245
所得稅開支 6 (3,315) (21,500)

本期間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45,375 31,745
已終止業務
本期間已終止業務溢利 7 – 21,093

本期間溢利 4 45,375 5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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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0,160 47,357
非控股權益 5,215 5,481

45,375 52,838

每股盈利（港仙） 8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基本 12.27 16.70

－攤薄 10.71 13.80

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12.27 9.20

－攤薄 10.71 8.10

簡明綜合收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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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45,375 52,838

其他全面收入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淨收益

外匯換算差額 117 16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45,492 52,854

下列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0,277 47,376
非控股權益 5,215 5,478

45,492 5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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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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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91,544 152,146
無形資產 10 802,928 153,745

994,472 305,891

流動資產
存貨 13,994 4,810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繳款項 11 113,133 106,076
銀行及現金結餘 128,959 196,169

256,086 307,055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2 77,285 84,327
應付董事款項 18 3,695 6,364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內到期 13 112 108
即期稅項負債 17,530 13,406

98,622 104,205

流動資產淨值 157,464 202,85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51,936 50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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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後到期 13 247 304
可換股貸款－一年後到期 14 56,338 86,933
承兌票據 15 118,059 –
遞延稅項負債 12,000 12,800

186,644 100,037

資產淨值 965,292 408,70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915 284,144
儲備 938,702 104,1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39,617 388,244
非控股權益 25,675 20,460

總權益 965,292 408,70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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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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52,861 87,546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16,533) (11,342)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3,645) (60,109)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增加淨額 (67,317) 16,095
外匯變動影響 107 19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96,169 126,186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28,959 142,300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結餘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128,959 1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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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購股權
儲備

可換股
貸款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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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284,144 581,629 88,643 3,787 6,235 21,257 (597,451) 388,244 20,460 408,704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17 40,160 40,277 5,215 45,492
確認可換股貸款之權益部分 31,000 982 – – (886) – – 31,096 – 31,096
股本重組 (314,829) (316,040) 30,969 – – – 599,900 – – –
發行新股份 600 479,400 – – – – – 480,000 – 480,00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915 745,971 119,612 3,787 5,349 21,374 42,609 939,617 25,675 965,292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購股權

儲備

可換股

貸款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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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284,144 581,629 88,643 57,841 6,235 22,423 (778,203) 262,712 3,751 266,463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9 47,357 47,376 5,478 52,854
購股權失效時購股權儲備轉移 – – – (26,923) – – 26,923 – – –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1,252) – (1,252) 101 (1,151)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284,144 581,629 88,643 30,918 6,235 21,190 (703,923) 308,836 9,330 31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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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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集團在編製其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經審核財務報表時所用者一致。

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編製

及呈列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方式並無重大影響。因此，

毋須作出過往期間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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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

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修訂）

投資實體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呈列－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性 

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2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2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產品及服務劃分其業務單位，並有以下兩個須呈報之

經營分部：

生科藥物 － 研究、開發及銷售生科藥物產品（分類為本集團已終止

業務，並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出

售）

博彩 － 提供管理服務、開發、提供及銷售電子博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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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管理層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策分開監督其業務單位之經營業績。

分部表現乃按經營溢利或虧損進行評估，而當中若干方面（如下表所述）之

計量方式有別於綜合財務報表之經營溢利或虧損。集團融資（包括財務費

用）乃按集團基準管理，不會分配予經營分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博彩 其他 小計 生科藥物 總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405,132 318,103 – – 405,132 318,103 – 20,385 405,132 338,488

分部業績 63,375 82,693 (10,387) (13,911) 52,988 68,782 – 185 52,988 68,96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

收益 – 20,908
財務費用 (4,298) (6,240)
提前贖回承兌票據之

虧損 – (9,297)

除稅前溢利 48,690 74,338
所得稅開支 (3,315) (21,500)

本期間溢利 45,375 52,838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55,056 8,281 1,479 621 56,535 8,902 – – 56,535 8,902

折舊 16,746 13,828 361 149 17,107 13,977 – 57 17,107 1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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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期間溢利
本期間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附註5） 13,004 8,303
－其他員工

－薪金及其他福利 29,083 24,36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49 213

員工成本總額 42,436 32,885

顧問費用

－其他 3,117 894

核數師酬金 396 472
無形資產攤銷 8,352 6,069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25,980 7,75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107 13,94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0 25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 67 15
租賃物業之已付經營租賃租金 4,651 3,178

已終止業務
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福利 – 17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 42

員工成本總額 – 221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 19,26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57
租賃物業之已付經營租賃租金 –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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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董事酬金
於本期間，董事之酬金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袍金 180 180

薪金及其他福利 12,060 7,23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4 13

住房福利 750 880

13,004 8,303

董事之酬金乃由薪酬委員會參考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6) 所得稅開支
期內所得稅開支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之撥備：

所得稅 4,115 8,500

遞延稅項 (800) 13,000

3,315 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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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續）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在香港或中國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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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所得補充稅撥備

4,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8,500,000港元）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地澳門

之現行稅率按應課稅溢利計算。

遞延稅項乃採用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以負債法就暫時差額

之全額計算。遞延稅項負債12,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3,000,000港元）來

自資產及負債之稅基及彼等於綜合財務報表中之賬面金額間之暫時差額。

並無就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原因為該等潛在遞延稅項資產之可收

回性並不確定。

(7) 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本集團以名義代價1美元出售於LifeTec Pharmaceutical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出售集團」）之所有權益。出售詳情請參閱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二日之公佈。出售出售集團所得之收益20,900,000

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確認。由出售集團獨立經營之

生科藥物業務分部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分類為已終止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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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終止業務（續）
已終止業務業績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收入 20,385
銷售及服務成本 (19,266)

毛利 1,119
其他收入 133
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成本 (286)
行政費用 (781)

本期間已終止業務溢利 185
出售出售集團之收益 20,908

本期間已終止業務溢利 21,093

下列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1,088
非控股權益 5

21,093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7.50
－攤薄 5.70

已終止業務應佔現金流量如下：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95)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2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59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淨額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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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並已作出調整，以反映於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生效之股份合併：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40,160 26,269

已終止業務 – 21,088

40,160 47,357

可換股債券利息 3,762 3,932

扣除可換股債券利息前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溢利 43,922 51,289

下列應佔：

持續經營業務 43,922 30,201

已終止業務 – 21,088

43,922 5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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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續）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7,266,025 284,144,478

可換股票據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影響 82,740,501 88,750,00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10,006,526 372,894,478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款項為56,500,000港元，其中包括博彩設

施23,900,000港元及租賃物業裝修29,800,000港元。

(10) 無形資產
於本期間，添置無形資產之款項為657,500,000港元。有關該收購之詳情請參

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之通函。



17
滙彩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 

(11)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繳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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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02 63,181

31至60日 5,130 1,714

61至90日 10,743 480

90日以上 782 –

67,057 65,375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繳款項 46,076 40,701

113,133 106,076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博彩夥伴及應收貿易賬項之信貸期分別為30日及90至180

日。信貸政策與澳門之博彩業慣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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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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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8 –

31至60日 931 –

61至90日 1,142 –

91至365日 627 –

11,058 –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66,227 84,327

77,285 8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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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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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32 132 112 108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132 132 120 116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132 197 127 188

396 461 359 412
減：未來融資費用 (37) (49) – –

租賃承擔現值 359 412 359 412

減：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之 
款項（列入流動負債） (112) (108)

一年後到期償還之款項 247 304

所有融資租賃承擔均以港元計值。

本集團之融資租賃承擔以出租人於租賃資產之押記作為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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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換股貸款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本公司與三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認購協議。根據

第一份認購協議、第二份認購協議及第三份認購協議，本公司同意發行而

獨立第三方同意認購本公司本金總額分別為116,000,000港元、85,500,000美

元（或約662,625,000港元）及1,000,000美元（或約7,75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

權證。有關人士有權於債權證之發行日期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間任何時候將債權證之全部或部分本金額轉換為本公司之新普通股，轉換

價相當於(i)緊接轉換日前六十個交易日內任何三個連續交易日之股份平均

收市價及(ii)股份當時之面值（以較高者為準）。倘有關債權證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未獲轉換，則該等債權證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按面值贖回。該等債權證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第五個營業日或

之前每季支付年息8%，直至其償還日期為止。

該等認購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

准。第一份認購協議及第三份認購協議項下擬進行之認購分別於二零一零

年四月十四日及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日完成。

就第二份認購協議而言，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一日已收到部分款

項共88,700,000港元，並與認購方訂立補充協議，以延長完成日期至二零一

零年十月二十一日。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認購方進一步訂

立另一份補充協議，以延長完成日期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二份補充協議之完成日期），本公司收到

總額207,500,000港元之認購款項。認購款項455,125,000港元仍未支付，且將

不會根據該協議再發行更多可換股票據予認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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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換股貸款（續）
上述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

日之通函，以及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一日、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二

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一日、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一日、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

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之公佈。

發行可換股債權證所得款項淨額已按負債部分及權益部分分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部分

於期初╱年初 86,933 86,165

利息費用 3,762 7,872

已付利息 (3,261) (7,104)

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31,096) –

於期末╱年終 56,338 86,933

權益部分

於期初╱年初 6,235 6,235

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886) –

於期末╱年終 5,349 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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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換股貸款（續）
可換股貸款之負債部分之到期日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 –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56,338 86,933

56,338 86,933

就第一份認購協議、第二份認購協議及第三份認購協議而言，可換股債權證

於本期間之利息費用乃自可換股貸款發行日起按適用於負債部分之實際利

率9.16%、9.55%及11.92%（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9.17%、

8.64%及11.92%）計算。

董事估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負債部分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5) 承兌票據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本集團向本公司執行董事陳捷先生發行本金額

為200,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作為收購美國博彩終端系統之若干專利及

專利申請之部份代價。承兌票據為無抵押，不計息及自發行日期起計四年後

到期，惟本公司可酌情於到期前償還全部或部份承兌票據。提前贖回承兌票

據將須按以下折讓率折讓未行使承兌票據本金額：第一年為4%，第二年為

3%，第三年為2%及第四年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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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兌票據（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初╱年初 – 68,336

於發行日期 117,535 –

利息費用 524 2,591

於本期間╱年度提前贖回 – (70,927)

於期末╱年終 118,059 –

承兌票據之到期情況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 –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118,059 –

118,059 –

承兌票據乃採用實際利率法以實際利率每年14.21%（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年12.29%）按攤銷成本計量。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贖回本金額83,722,000港

元之部份承兌票據。提前贖回之虧損為折讓償還金額與於贖回日各自賬面

值之差額，為數70,92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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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每股
面值0.1

港元
股份數目

每股
面值0.001

港元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10,000,000 – 1,000,000

股本重組（附註） (10,000,000) 1,000,000,000 –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 1,00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2,841,445 – 284,144

可換股貸款轉換時發行股份 310,000 – 31,000

股本重組（附註） (3,151,445) 315,145 (314,829)

發行新股份 – 600,000 60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 915,145 915

附註： 根據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進行股
本重組（「股本重組」），其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生效，且當中涉及(i)每十股每
股面值0.100港元之股份合併為一股面值1.000港元之合併股份；(ii)股本削減，註銷
已繳足股款股本中每股合併股份0.999港元，將每股合併股份之面值由1.000港元削
減至0.001港元；(iii)股份溢價削減；及(iv)將股本削減及股份溢價削減產生之進賬款
項約630,800,000港元轉撥至本公司特別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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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已訂立合約但尚未於綜合財務報表

撥備之資本開支：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6,685 18,780

6,685 18,780

(18) 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綜合財務報表其他地方已披露之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與其

關連人士於期內進行下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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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顧問費 
（附註a及b） – – – – – 258
已付薪金及 
其他福利 
（附註b及e） – – – – 1,802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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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連人士交易（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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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及d） – – 6,113 9,689 – –

應付款項 
（附註c） 3,695 6,364 – – – – 

附註：

(a) 該關連人士為本公司董事單世勇先生之子。

(b) 該等交易乃按有關訂約方事前議定之款額收取費用。

(c) 該等金額為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

(d) 期內已就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作出減值約6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5,000港元）。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已全數減值。

(e) 該關連人士為董事陳捷先生之配偶。

(19)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日，本公司與Silver Coast Holdings Limited訂立認購協

議，據此，本公司同意按發行價每份認股權證0.03港元向Silver Coast Holdings 

Limited發行45,500,000份非上市認股權證。每份認股權證附有按1.30港元認

購一股認股權證股份之權利。交易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八

月十一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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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

一二年：無）。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繼續取得理想業績。由於澳門博彩業表現強

勁，故本集團收入增長令人鼓舞，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318,103,000港元增長約27.4%至二零一三年同期之405,132,000港元。本集團溢
利則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52,838,000港元減少約14.1%
至二零一三年同期之45,375,000港元，此乃由於去年將出售醫藥業務之收益
21,093,000港元入賬。本集團錄得EBITDA約73,23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
12.27港仙，較去年同期之16.70港仙下跌約26.5%。

美國市場之娛樂場數目、對電子博彩機之需求以至博彩業市場之規模均勝澳

門。為了進軍美國市場，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完成收購美國博彩終端系

統之若干專利及專利申請，同時完成本集團之股本重組。董事相信，有關交

易將有助本集團成功開拓美國市場，擴大本集團收入基礎，成為本集團未來

發展潛力來源。

澳門是中國唯一一個允許娛樂博彩之城市。本集團相信，到訪澳門之旅客數

目將持續上升，加上彭博報導美國主要博彩設備供應商總收益重拾升軌，預

計博彩業將不斷壯大。基於上述因素，本集團對博彩業前景保持信心，可望

取得可觀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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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融資租賃以及可換股貸款及承兌票據

之負債部分分別為359,000港元、56,338,000港元及118,059,000港元，其中分
別有112,000港元、零港元及零港元須於十二個月內支付。本集團流動負債由
104,205,000港元減少至98,622,000港元，減幅約為5.4%。本集團之負債總額從
204,242,000港元增加至285,266,000港元，增幅約為39.7%。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手頭現金及可動用財務資源足以應付本集團持續

經營之資金所需。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界定為未償還計息借貸總

額減銀行及現金結餘對總資產（不包括銀行及現金結餘）之比率）約為4.1%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澳門為營業基地，收支項目以澳門幣計算。另一方面，香港總

辦事處及於中國之附屬公司開支分別以港元及人民幣計算，並以於澳門之業

務籌集之資金撥付。由於人民幣兌港元以及澳門幣兌港元之匯率穩定，故董

事認為並不需要特別針對貨幣波動進行對沖。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融資租賃之承擔抵押之資產包括賬面淨

值約39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8,000港元）之汽車。

組織及員工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員工354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32名）。大部分員工為於澳門之營運員工及市場推廣行政人員。本集團
正積極在澳門、香港及中國物色人才，以配合業務之迅速增長。

員工、行政人員及董事聘用條款符合一般商業慣例。本公司向經挑選之高級

行政人員授予購股權，並已納入彼等之聘用條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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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

(I) 股份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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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及債券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之權益及短
倉（包括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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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益及短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董事
公司╱相聯
法團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權益
（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者

除外）(1)

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

於相關股份
之權益 (1)

於股份╱
相關股份
之總權益 (1)

權益概約
總額百分比

陳捷先生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個人權益 124,160 – 628,820,880 68.71%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公司權益

628,696,720 (2) –

單世勇先生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公司權益

26,097,580 (3) – 26,097,580 2.85%

附註：

(1) 上文所述於股份之所有權益面值為每股0.001港元，均屬長倉。

(2) 該等股份由執行董事陳捷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August Profit Investments Limited持
有。

(3) 該等股份由執行董事單世勇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Best Top Offshore Limited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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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並無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
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短倉。

(II) 購股權
下表披露根據舊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五日採納並

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四日屆滿）及現有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於二零零

七年七月三十日採納）授出之本公司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之變動：

舊購股權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根據舊購股權計劃授出

之購股權尚未行使。

現有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數目
授出

購股權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經調整）

期初
尚未行使
（經調整） 期內授出 期內失效

期末
尚未行使
（經調整）

類別：
僱員 二零一一年

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六年
一月二十八日

1.00港元 3,300,000 – – 3,300,000

類別：
顧問 二零一一年

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一六年
一月二十八日

1.00港元 3,300,000 – – 3,300,000

總計 6,600,000 – – 6,600,000

於期末可行使 6,600,000

加權平均行使價 
（港元）

1.00 – – 1.00

附註： 於根據現有購股權計劃授出之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時將予發行之股份數目已由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股本重組完成日期）起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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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權益
登記冊所示及據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

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
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在任何情況

下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權益
（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者

除外）(1)

權益
概約百分比

August Profit Investments 
Limited(2)

公司權益 628,696,720 68.70%

附註：

(1) 上文所述於股份之所有權益面值為每股0.001港元，均屬長倉。

(2) August Profit Investments Limited由執行董事陳捷先生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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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人士

或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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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之條文向本公司披露，及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36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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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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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呈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內企
業管治守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事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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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2.1條
陳捷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董事會認為，董事總經理與行政總裁

之角色相同。雖然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以區
分，不應由同一人擔任，但董事會認為，現行架構為本集團提供強大而貫徹

之領導，並使業務得以有效率而具效益地策劃及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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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獲委任，並須膺選連任。
現時，概無獨立非執行董事以特定任期獲委任。然而，所有董事（包括獨立非

執行董事）均須按照本公司之細則條文規定，至少每三年一次於本公司之股

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且彼等之任期將於屆滿重選時作出檢討。

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此項守則條文，董事會、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任何其

他委員會之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由獲股東正式委任

為代表之何雪雯女士擔任大會主席，而非由陳捷先生或審核委員會、薪酬委

員會、提名委員會或任何其他委員會之主席擔任。陳捷先生及審核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之主席因須參與本公司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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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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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秘書
何雪雯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報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捷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單世
勇先生及胡力明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以達先生、李宗揚先生
及關顯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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