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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XCAPITAL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御泰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55）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

財務業績

御泰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二零零
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2 173,882,886 41,937,858
其他收入 2 5,503,491 1,225,288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2 15,412,970 (6,473,277)
收回壞賬淨額 3,013,777 –
呆壞賬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2,181,806 –
所耗原材料 (56,005,491) –
上市證券交易成本 (12,544,094) (3,009,600)
佣金開支 (3,056,885) (5,042,656)
折舊及攤銷開支 (6,309,089) (1,846,390)
呆壞賬減值虧損 – (18,140,997)
僱員成本 4 (24,617,127) (19,004,618)
其他經營開支 (38,568,737) (30,758,447)

經營溢利／（虧損） 58,893,507 (41,112,839)
融資成本 5 (17,260,214) (12,838,986)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41,633,293 (53,951,825)
稅項 7 (11,001,740) 3,252,051

本年度溢利／（虧損） 30,631,553 (50,699,77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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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170,190 (50,699,774)
少數股東權益 19,461,363 –

30,631,553 (50,699,774)

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 0.26仙 (1.69)仙

－攤薄 0.25仙 –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3,138,567 3,451,685
土地使用權之預付訂金 5,981,522 –
商譽 384,095,385 –
無形資產 11,944,892 –
購入租賃土地使用權及樓宇之訂金 23,499,671 –
法定存款 2,132,400 3,820,042
遞延稅項資產 3,715,054 7,609,481

非流動資產總值 474,507,491 14,881,208

流動資產
存貨 53,568,664 –
應收貿易賬款 9 323,101,470 291,018,286
其他應收款項 40,000,000 –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 66,683,505 2,264,088
通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20,287,536 13,382,291
應退利得稅 3,181,370 790,000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 164,867,477 27,181,323

流動資產總值 671,690,022 334,635,988

總資產 1,146,197,513 349,51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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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59,170,000 30,000,000
儲備 752,261,799 84,572,317

811,431,799 114,572,317
少數股東權益 118,611,742 –

股東權益總額 930,043,541 114,572,31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41,308,809 24,563,205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6,333,813 4,802,237
流動稅項負債 3,693,120 –
銀行貸款 125,667,366 205,579,437

流動負債總值 197,003,108 234,944,879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776,705 –
遞延稅項負債 6,374,159 –

19,150,864 –

總負債 216,153,972 234,944,879

股東權益及負債總額 1,146,197,513 349,517,196

流動資產淨值 474,686,914 99,691,10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49,194,405 114,572,317

附註：

1. 編製基準

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本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
成本規定編製，並就金融資產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重估而作出修訂，按公允價值入賬。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須採用若干主要會計估計，管理層也須在應用本集
團的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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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新／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採用以下與業務相關的修訂和詮釋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精算損益、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 境外業務的投資淨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因應二零零五年公司（修訂）

條例而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選擇以公允價值入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詮釋第4號

本集團已評估採用該等修訂及詮釋後之影響，認為無論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
期間之業績及權益，均無重大影響。

尚未生效之準則、詮釋及現有準則之修訂

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本集團之營運及財務報表有關及本集團須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執行之若干新準則、詮釋及現有準則之修訂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財務報表呈列：資本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中的
－詮釋第7號 財務報告」應用重列法（自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

起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詮釋第8號 （自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新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 （自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中期呈報及減值（自二零零六年
－詮釋第10號 十一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部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上述準則、修訂及詮釋，並未能確定會否令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財務
報表呈列出現重大改變。

2.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營業額指佣金收入及手續費收入、利息收入、買賣上市證券收入、資產管理及顧問費收入、
提供彩票機及相關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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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佣金收入及資產管理收入 7,827,048 13,979,609
來自以下各項之利息收入：
－金融服務銀行 709,067 266,623
－孖展客戶 10,223,338 14,270,764
－應收貸款 10,942,978 13,070,662

買賣上市證券收入 29,137,230 350,200
提供彩票機及相關服務收入 115,043,225 –

173,882,886 41,937,858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791,743 224,019
政府補貼 261,318 –
雜項收入 2,450,430 1,001,269

5,503,491 1,225,288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通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計量的
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收益／（虧損） 15,412,970 (6,536,403)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收益 – 63,126

15,412,970 (6,473,277)

194,799,347 36,689,869

3. 分部資料

業務分部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分為以下四個主要營業分部，分別為：

i) 金融服務

ii) 貸款

iii) 投資買賣及控股

iv) 彩票業務

根據本集團之內部金融及營業活動，主要分部呈報乃按業務分部劃分，次要分部呈報則按
地區分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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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負債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分部業績如下 :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投資買賣

金融服務 貸款 及控股 彩票業務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8,107 10,943 29,790 115,043 173,883

分部業績 1,065 (9,738) 21,097 39,676 52,100

未分類開支淨額 (10,467)

除稅前溢利 41,633
稅項 (11,001)

本年度溢利 30,632

資產
分部資產 50,900 248,420 164,635 679,451 1,143,406
未分類資產 2,791

資產總值 1,146,197

負債
分部負債 30,530 418 – 181,260 212,208
未分類負債 3,945

負債總值 21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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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負債及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分部業績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投資買賣

金融服務 貸款 及控股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8,250 13,071 617 41,938

分部業績 (17,965) (16,171) (9,273) (43,409)
未分類開支淨額 (10,543)

除稅前虧損 (53,952)
稅項 3,252

本年度虧損 (50,700)

資產
分部資產 79,373 250,050 18,402 347,825
未分類資產 1,692

資產總值 349,517

負債
分部負債 45,893 177,427 9,427 232,747
未分類負債 2,197

負債總值 234,944

(ii)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投資買賣

金融服務 貸款 及控股 彩票業務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資料
折舊與攤銷 1,473 – 7 4,829 6,309
呆壞賬減值虧損 430 13,688 – – 14,118
呆壞賬減值
虧損撥回 6,300 10,000 – – 16,300

收回壞賬淨額 3,013 – – – 3,013
資本開支 122 – – 384,297 38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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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投資買賣

金融服務 貸款 及控股 未分類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資料
折舊與攤銷 1,839 – – 7 1,846
呆壞賬減值虧損 5,741 12,400 – – 18,141
資本開支 788 – – – 788

地區分部

本集團於兩個主要地區經營業務分部。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分部業績
及除稅

營業額 前溢利 資產總值 負債總值 資本開支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58,839 1,957 466,746 34,893 –
中國 115,043 39,676 679,451 181,260 384,419

173,882 41,633 1,146,197 216,153 384,419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分部業績及

營業額 除稅前虧損 資產總值 負債總值 資本開支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1,938 (53,952) 349,517 234,944 788
中國 – – – – –

41,938 (53,952) 349,517 234,944 788

4. 僱員成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20,551,389 17,534,922
花紅 202,344 118,786
強積金供款 224,894 345,195
僱員購股權福利 3,638,500 1,005,715

24,617,127 19,00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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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16,372,812 12,548,780
無既定還款期之應付客戶款項利息 887,402 290,206

17,260,214 12,838,986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於呈列前
已扣除以下各項：

核數師酬金－本年度 1,750,000 338,000
－過往年度少計撥備 71,500 30,000

以下項目的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5,974,511 1,846,390
－預付土地使用權租金 22,853 –
－無形資產 311,725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96,027
辦公室物業及倉庫之經營租賃租金 4,311,635 4,165,840
研發成本 2,968,342 –

7. 稅項

由於年內本集團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此財務報表並無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零五年：
無）。海外溢利之稅項則依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按照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之現行稅
率計算。

本集團其中一家在中國從事彩票業務的附屬公司北京戈德利邦科技有限公司，合資格申請
稅務寬免及優惠，於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五年間免稅三年，並由二零零六年起之隨後三年
按適用稅率減半繳稅。該附屬公司於本年度之適用所得稅率為7.5厘。本集團餘下從事彩票
業務的附屬公司於本年度之適用所得稅率為15厘，此乃由於彼等之稅務寬免及優惠期限已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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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內扣除／（進賬）之稅項包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當期稅項：
－香港 – –
－中國 3,726,701 –

遞延稅項：
有關產生及撥回暫時差異之遞延稅項 7,275,039 (3,252,051)

稅項扣除／（進賬） 11,001,740 (3,252,051)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 (虧損 )之稅項與理論上之數額（以適用於被綜合公司溢利／ (虧損 )之
本地稅率計算）相差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41,633,293 (53,951,825)

按本地所得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計算 7,285,826 (9,441,570)
毋須課稅之收入之稅項影響 (1,614,384) (70,208)
不可就稅項理由扣減之開支之稅項影響 5,026,045 3,061,956
未確認之稅務虧損之稅項影響 3,635,284 2,004,385
未確認暫時差異之稅項影響 (1,018,566) 1,193,386
於其他司法權區經營之附屬公司之不同稅率影響 (2,312,465) –

稅項扣除／（進賬） 11,001,740 (3,252,051)

8.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是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
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11,170,190 (50,699,774)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4,381,072,877 3,000,000,000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0.26仙 (1.69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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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是按本年度溢利及按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為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及假設於年內因假定行使所有未行使購股權而無償
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零六年
港元

本年度溢利，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11,170,190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381,072,877

假設於年內因假定行使所有未行使購股權
而無償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1,922,733

4,512,995,610

每股攤薄盈利 0.25仙

由於年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二零零五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有反攤薄效用，因此並
未呈列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應收孖展客戶款項淨額 3,610,414 43,745,417
應收其他客戶款項淨額 9,926,168 4,464,569
應收經紀款項 5,431,401 386,916
應收結算所款項 1,357,580 805,322
應收貸款淨額 214,713,230 234,097,149
應收貸款利息淨額 6,709,217 7,518,913
應收賬款淨額 81,353,460 –

323,101,470 291,018,286

本集團按有關實體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列值之應收賬款中，包括下列外幣：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印尼盾 – 3,892,335
馬幣 18,952 3,461
新加坡元 1,336 2,957
人民幣 81,678,8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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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孖展客戶的賬款於要求時償還，利率按現有市場利率計算，由在聯交所上市的客戶證
券作為抵押，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市值約 136,73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94,305,000港元）。董事認為鑑於證券孖展融資的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不會增加價值，因此
沒有披露應收孖展客戶的賬款賬齡分析。

其他應收客戶和經紀賬款，及應收結算所的款項的結算條款為交易日後一至兩天。這些結
餘的賬齡為30天內。

上述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客戶款項包括應收若干董事之聯繫人士之貸款
零港元（二零零五年：約8,788,000港元）。應收聯繫人士之款項所適用之交易條款與其他應
收客戶款項相若。

上述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貸款包括應收若干董事之聯繫人士之貸款零港
元（二零零五年：約2,640,000港元）。應收聯繫人士之款項所適用之交易條款與其他應收貸
款相若。

董事認為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貸款及應收貿易賬款的餘下到期日及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三個月或以下 179,657,561 124,089,838
一年或以下但三個月以上 116,409,129 110,007,311

296,066,690 234,097,149

10. 現金及銀行結餘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有抵押銀行存款 123,286,616 – – –
銀行現金
－一般賬戶 22,555,270 4,995,095 819,579 3,953
－獨立賬戶 17,633,045 22,160,817 – –

手頭現金 1,392,546 25,411 – –

164,867,477 27,181,323 819,579 3,953

銀行存款123,286,616港元連同一切相關累計利息，已就本集團所獲銀行信貸，按固定押記
形式抵押予一家銀行。銀行存款按當時市場年利率計息，期限為十個月。

於結算日後，有抵押銀行存款已於償還已抵押貸款後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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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應付孖展客戶款項 7,303,213 6,056,484
應付其他客戶款項 17,117,097 18,506,721
應付貿易賬款 16,888,499 –

41,308,809 24,563,205

本集團按有關實體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列值之應付貿易賬款中，包括下列外幣：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印尼盾 – 3,892,335
馬幣 – 59,095
新加坡元 – 2,807
人民幣 16,956,053 –

應付孖展客戶款項及應付其他客戶款項隨時按要求償還，按當時市場利率計息。由於董事
認為就孖展證券融資業務及經紀業務性質而言，賬齡分析意義不大，因此並無披露應付孖
展客戶款項及應付其他客戶款項之賬齡分析資料。

董事認為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三個月或以下 9,624,928 –
一年或以下但三個月以上 7,263,571 –

16,888,499 –

12.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二零零六年是集團發展迅猛的一年，業務成功地從金融及經紀業務拓展至中國發展
中的彩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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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中期，集團成功收購深圳市思樂數據技術有限公司（「思樂數據」）的
45.81%權益。思樂數據主要從事開發及生產中國福利彩票專利彩票機、相關運作軟件
系統及網絡。於二零零六年底，集團亦完成收購北京戈德利邦科技有限公司（「戈德
利邦」）70%權益，以及深圳市金帆軟件技術有限公司（「金帆軟件」）58%權益。戈德
利邦是中國大型的即開票系統供應商之一；而金帆軟件是其中一家獲得國家體育總
局體育彩票管理中心認可資格開發及生產體育彩票機之公司。

透過不斷收購以及擴展新省份的合約，集團現已在中國彩票市場中擁有相當規模，其
業務遍佈中國多個省市，覆蓋逾9億人口。我們相信彩票產品是中國中低收入人士的
消費產品的一部分。隨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持續增長，加上個人收入增加，「財富效
應」亦由中國沿海地區趨向至內陸省份，中國彩票市場將會繼續增長，這有助擴大本
集團在中國的優勢。我們相信，集團將繼續受惠於這個持續增長的勢頭。

福利彩票

集團透過其附屬公司－思樂數據參與福利彩票之電腦彩票（「福利電腦彩票」）業務，
主要為中國福利彩票提供彩票運作系統、彩票機、維護及開發福利電腦彩票玩法。於
二零零六年，電腦彩票的銷售刷新紀錄，錄得約人民幣440億元，佔中國福利彩票收益
約90%。在已確立的電腦彩票業務基礎上，我們相信未來數年隨著國民收入增加，福
利電腦彩票市場將步入一個穩定、持久的增長時期。

於二零零六年，我們的福利電腦彩票業務已覆蓋中國13個省份（於財政年度完結後更
多省份相繼加入，其中約有50%的省份收入是以若干百分比作為分成），目前，集團在
中國提供超過40,000台彩票機，約佔50%市場份額，成為中國最大型福利電腦彩票系
統供應商。

此外，集團在開發福利電腦彩票遊戲領域，亦取得重大突破，當中國監管機構完成測
試和審查後，我們的高頻2D遊戲將於二零零七年第三季正式推出，集團於提供遊戲
的收入是以若干百分比作為分成。

集團亦透過附屬公司戈德利邦積極參與中國福利彩票之即開型彩票（俗稱「刮刮樂」）
業務（「即開票業務」）。憑藉戈德利邦所批准之獨有專利技術，集團為福利彩票之即
開票業務提供玩法設計、系統軟件及硬件、驗證及防偽技術，以及物流追蹤系統。戈德
利邦是中國福利彩票中即開票業務的唯一系統供應商，而集團的即開票業務已分佈
中國14個省份，我們並計劃加入更多中國省份，以圖擴大集團即開票業務之覆蓋範圍。
集團於即開票業務的收入是以若干百分比作為分成。

過往，即開票業務市場經歷興衰，然而，防偽措施經過改良，有效的制度及分銷支援引
入下，即開票業務於二零零五年重新投入市場；再加入二維條碼防偽技術及物流追蹤
系統，這逐漸恢復中國普羅大眾對即開票業務的信心及增加其普及程度，而其銷售亦
迅速回復至以往水平。於二零零五年，即開票業務銷售總額約人民幣1億元，而銷售額
在二零零六年已升超過人民幣5億元。即開票業務於二零零六年的增幅，實在令我們
感到十分鼓舞（一年增長躍升約500%），我們於二零零七年將致力進一步開發中國即
開票業務，我們相信往後仍會有持續的增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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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彩票

透過附屬公司金帆軟件，集團是7家獲得認可資格向中國體育彩票提供電腦彩票遊戲
（「褔利體育彩票」）設備的公司之一。於二零零六年底，集團成功取得為兩個中國省
份提供褔利體育彩票的合約，隨後，更於二零零七年加入多一個省份。展望二零零七
年將會有更多省份就褔利體育彩票系統進行招標，集團會繼續努力，進一步參與褔利
體育彩票市場。由於收購金帆軟件之事項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底方始完成，因此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並未包括金帆軟件之業績。

年內彩票業務之業績令人鼓舞。彩票業務於收購事項完成後之營業額約為115,043,000
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66%。年內此分部之溢利約為39,676,000港元。

貸款業務

貸款業務之利息收入微跌16%至10,94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3,071,000港元）。集團
於審批貸款方面將繼續採取審慎的信貸監管措施。

投資買賣及控股業務

於回顧年度，資本市場上有多項大型活動及活躍的首次公開招股活動，營業額增至
29,790,000港元，分部溢利為21,097,000港元，其中包括證券之未變現溢利15,412,000
港元，集團對於此項業務分部的收入前景感到樂觀。

金融服務

縱然聯交所的證券成交量激增，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由二零零五年的183億港元增至二
零零六年的339億港元，集團之經紀業務及資產管理業務之表現同時受加息及經營成
本上漲之壓力影響，與及面對包括因零售銀行相繼推出證券買賣服務產生之業內激
烈競爭。集團之金融服務營業額下降35%至18,107,000港元，佔集團總營業額10%。

展望未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資料顯示，二零零六年的彩票銷售總額為人民幣819億元，
福利彩票的銷售額為人民幣490億元，較二零零五年增加20%；另一方面，體育彩票於
二零零六年的銷售額亦由人民幣21億元增加至人民幣323億元。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
研究中心的資料顯示，預測二零零七年的中國彩票銷售總額將達至人民幣1,000億元。
集團對中國彩票市場來年之前景非常樂觀；再加上中國政府決心打擊非法賭博，集團
認為中國彩票市場實在有著龐大的發展空間。集團將繼續物色適合的投資機會，以加
強集團的收入基礎及盈利能力。

年結日後，於二零零七年三月，集團簽訂兩項協議，以進一步增持思樂數據共18.94%
權益，收購總代價為235,250,000港元，若收購完成後，其股權將增加至約65%。上述交
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刊發之公佈。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集團在中國福利彩票之市場份額進一步擴大至多個省市。思樂數
據獲得為西藏自治區福利彩票發行中心之福利電腦彩票提供彩票銷售管理系統應用
軟件及彩票投注機。與此同時，金帆軟件亦與遼寧省體育彩票發行中心簽訂合約，提
供體育彩票銷售終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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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於年內一直積極物色合適之投資機會，藉以壯大集團的收入基礎和盈利能力。集
團將繼續集中中國彩票相關業務，並投放更多資源，從而為彩票市場提供更完備及優
質之服務，以圖強化集團業務之組合及為股東帶來長遠的穩定回報。

財務回顧

業績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173,88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41,938,000港元）之營業額，較去年上升315%，主因是本集團之中國彩票業務營業額
達115,043,000港元（反映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完成收購事項後對營業額產生之部分年
度影響），而部分原因則為投資買賣及控股業務之增長。上市證券買賣之營業額於截
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至29,13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617,000港
元）。

年內股東應佔溢利為11,17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虧損50,700,000港元）。每股盈利
為0.26仙（二零零五年：每股虧損1.69仙），每股全面攤薄盈利為0.25仙（二零零五年：
無）。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融資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權益總額為930,044,000港元，去年年底
則為114,572,000港元。權益錄得增加淨額，主要是由於本公司年內完成集資活動所致。
集資活動所得款項主要用作收購中國彩票業務之資金，以及強化本集團之營運資金基
礎。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現金儲備約164,86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27,181,000港元），包括存放於指定銀行獨立賬戶之客戶資金約17,633,000港元（二零
零五年：22,161,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比率為14.89%（二零零五年：179%）。負債比率
為將銀行貸款總額除以股東資金總額。本集團以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之流動
資金比率為341%（二零零五年：142%）。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未償還之銀行貸款138,444,000港元（二零零
五年：205,579,000港元）。銀行貸款以港元及人民幣為單位，並以現行商業貸款利率
計息。本集團之銀行存款123,304,000港元及屬於客戶之上市投資，已用作抵押用於撥
付本集團營運所需之該等銀行貸款。預期上述所有貸款將以內部資金償還。於結算日
後，本集團已償還有抵押貸款122,509,000港元。

連同本集團可動用之財務資源（包括內部資金及可動用銀行信貸），本集團具備足夠
營運資金應付現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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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123,304,000港元以及屬於客戶及
本集團所有總市值分別約21,871,000港元及零港元（二零零五年：分別為89,042,000港
元及13,348,000港元）之上市投資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貸款之擔保。由
於若干銀行貸款已於結算日後償還，故此，有抵押存款之押記已於結算日後撥回。

股本

年內，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訂立的認購協議，按每股作價0.2港元
發行1,2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新股，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
月十二日刊發之通函內。根據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訂立的認購協議（經於二零零六
年八月二日訂立之補充協議修訂），本公司按每股作價0.35港元發行730,000,000股每
股面值0.01港元的新股。

根據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訂立的購股協議，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七月按每股作
價 0.15港元發行 5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新股，以支付收購Multi Glory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部分代價。有關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十二日刊發之通函內。

根據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訂立的購股協議，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按每
股作價0.37港元發行24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新股，以支付收購Happy Sun
Technologies Lt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部分代價。有關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
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刊發之通函內。

本公司於年內因本公司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及配發247,000,000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的新股。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的股本結構並
無改變。

匯率風險

本集團之所有資產、負債及交易以港元或人民幣計算。在一般業務過程中，外匯風險
極微，故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外匯遠期合約對沖外匯波動。管理層將密切監察外匯波
動，並於有需要時採取適當行動。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本集團與Magic Dynasty Limited訂立購股協議，據此，本
集團同意收購間接持有思樂註冊資本45.436%權益之Multi Glory Limited之全部已
發行股本。就收購事項應付之代價為227,880,000港元，其中152,880,000港元以現金支
付，而75,000,000港元則以按每股0.15港元之價格發行500,000,000股代價股份支付。有
關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二日刊發之通函內。該項交易已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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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本集團與Gain Silver International Limited訂立購股協
議，據此，本集團同意收購將於完成後間接擁有戈德利邦 70%權益之Happy Sun
Technologies Ltd之全部股本。就收購事項應付之代價為 157,040,000港元，其
中 68,240,000港元以現金支付，而 88,800,000港元則以按每股0.37港元之價格發行
240,000,000股代價股份支付。有關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
八日刊發之通函內。該項交易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完成。

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八日，本集團與Grand Langley Limited就以代價29,000,000港元收
購Pentium Win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訂立買賣協議。交易完成後，Pentium Win
Limited將間接擁有金帆軟件註冊資本58%權益。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
零六年八月九日之公佈內。該項交易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完成。

除上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沒有重大收購及
出售附屬公司。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406名僱員。

本集團主要按個別員工之表現及經驗釐定僱員薪酬。除基本酬金外，本集團亦會按本
集團業績表現及個別員工表現向合資格僱員發放不定額花紅及購股權。

本集團將繼續重視員工培訓及全面品質管理，使員工能作好充份準備，面對市場及行
業未來的轉變及挑戰。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概無買賣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期內之任何時間並無或曾無遵守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惟守則條文A.4.1
條除外。守則條文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重選。現時，獨立
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
會上輪值告退。

其他資料載於二零零六年度年報中的企業管治報告內。

董事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規定之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證券交易的
守則。經作出明確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已於年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所需
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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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綜合業績。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對各股東及業務夥伴在過去一年給予本集團不斷的支
持和信任致以衷心謝意。同時，特此致謝管理層及各員工對公司業務的熱誠投入及忠
誠。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陳孝聰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孝聰先生及巫峻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
為阮煒豪先生、鄒小岳先生及李家麟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