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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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55）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布

財務業績
御泰中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其附屬公
司及合營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
業績，連同二零零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營業額 3 1,173,000 412,661

銷售╱所提供服務之成本  (606,641) (166,649)

其他收入  6,085 5,561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3 (19,301) 23,029

壞賬（撇銷）╱收回淨額  (194) 2,208

呆壞賬減值（撥備）╱撥回撥備淨額  (44,995) 16,840

出售附屬公司部分權益之收益  – 63,998

銷售及分銷費用  (35,961) (32,132)

行政開支  (128,535) (103,000)
   

經營溢利  343,458 222,516

融資成本  (1,243) (2,506)
   

除稅前溢利 5 342,215 220,010

稅項 6 (51,414) (26,369)
   

年度溢利  290,801 19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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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67,641 136,688

少數股東權益  23,160 56,953
   

  290,801 193,641
   

每股盈利 8

－基本  3.68仙 2.19仙
   

－攤薄  3.66仙 2.1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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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6,968 89,445

土地使用權之預付租約付款  36,878 4,910

投資物業  962 49,034

商譽  1,479,022 595,357

無形資產  116,882 95,638

購入租賃土地使用權之訂金  3,129 –

法定按金  632 2,178

遞延稅項資產  1,535 2,111

投資訂金 9 126,000 168,62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902,008 1,007,293
   

流動資產
存貨  79,675 51,615

應收貿易賬款 10 708,905 492,243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01,556 332,311

通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9,311 30,072

應退利得稅  2,705 2,698

現金及銀行結餘  244,043 689,342
   

流動資產總值  1,446,195 1,598,281
   

總資產  3,348,203 2,605,574
   

股東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73,962 71,380

儲備  2,904,321 2,242,586
   

  2,978,283 2,313,966

少數股東權益  82,272 127,437
   

權益總額  3,060,555 2,44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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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1,807 12,675

遞延稅項負債  47,476 17,408
   

非流動負債總值  59,283 30,08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153,880 104,04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55,019 21,498

銀行貸款  2,351 1,381

當期稅項負債  17,115 7,161
   

流動負債總值  228,365 134,088
   

總負債  287,648 164,171
   

股東權益及負債總額  3,348,203 2,605,574
   

流動資產淨值  1,217,830 1,464,1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119,838 2,471,486
   



5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編製本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個
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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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若干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該等準則於本集團之
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金融資產之重新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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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權安排
 －詮釋第1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的限制、
 －詮釋第14號  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之相互關係

採納上述新增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
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須對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直至本財務報表刊發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公布以下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尚未生效及於本財務報表內並無提早採納之若干修訂、新準則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2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所引致之責任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投資於附屬公司、合營或聯營公司之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成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之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4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酬謝客戶忠誠計劃5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之協議2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之對沖6

 －詮釋第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3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自客戶轉讓資產7

 －詮釋第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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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
除外，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後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對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之轉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影響本集團對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
之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會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之權
益變動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將禁止於權益變動表內呈列收入及開支項
目（「非擁有人權益變動」），要求「非擁有人權益變動」與擁有人權益變動分開呈列。所有非擁
有人權益變動將須表現報表內列示，惟公司可選擇是否呈列一個表現報表（全面收益表）或兩
個報表（綜合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本公司董事（「董事」）預期，採納其他新增及經修訂準
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將不會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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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指佣金收入及手續費收入、利息收入及提供彩票機及相關服務收入。

本集團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營業額
佣金收入及手續費收入 5,515 20,812

來自以下各項之利息收入：
 －銀行 145 1,570

 －孖展客戶 5,433 7,388

 －應收貸款 11,393 9,481

提供彩票機及相關服務收入 1,150,514 373,410
  

 1,173,000 412,661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出售通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虧損淨額 (4,002) (151)

通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虧損）╱收益 (14,973) 1,673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 21,967

匯兌虧損  (326) (460)
  

 (19,301) 2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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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業務分部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分為以下三個主要營業分部：

i) 彩票業務
ii) 金融服務
iii) 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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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及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
產及負債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彩票業務 金融服務 貸款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150,514 11,093 11,393 1,173,000
    

分部業績 424,407 (42,396) (31,330) 350,681
未分類開支淨額    (8,466)
    

除稅前溢利    342,215
稅項    (51,414)
    

本年度溢利    290,801
    

資產
 分部資產 2,815,434 42,661 208,730 3,066,825
 未分類資產    281,378
    

總資產    3,348,203
    

負債
 分部負債 251,158 24,310 45 275,513
 未分類負債    12,135
    

總負債    28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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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及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
產及負債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彩票業務 金融服務 貸款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營業額 373,410 29,770 9,481 412,661
    

分部業績 243,380 795 11,864 256,039

未分類開支淨額    (36,029)
    

除稅前溢利    220,010

稅項    (26,369)
    

本年度溢利    193,641
    

資產
 分部資產 1,692,892 104,264 316,092 2,113,248

 未分類資產    492,326
    

總資產    2,605,574
    

負債
 分部負債 109,661 52,175 – 161,836

 未分類負債    2,335
    

總負債    16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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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部

本集團業務分部於兩個主要地區營業。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分部業績
  及除稅前
  溢利╱
 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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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86 (82,192) 533,712 36,500 530
中國 1,150,514 424,407 2,814,491 251,148 71,163
     

 1,173,000 342,215 3,348,203 287,648 71,693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分部業績
  及除稅前
  溢利╱
 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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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經重列）

香港 39,251 (23,352) 913,787 54,501 163

中國 373,410 243,362 1,691,787 109,670 104,472
     

 412,661 220,010 2,605,574 164,171 104,635
     



11

5. 除稅前溢利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於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核數師酬金 1,500 1,730

佣金費用 2,078 9,978

研究及開發成本 900 3,92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160 –

折舊及攤銷費用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855 17,054

 土地使用權預付租約付款 758 178

 無形資產 1,430 2,009

辦公室物業及倉庫之經營租約租金 11,174 6,571

員工成本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52,820 41,119

 花紅 1,316 –

 強積金供款 292 234

 中國退休保險供款 1,824 736

 僱員購股權福利 1,768 19,057

6.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於財務報表內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
備（二零零七年：17.5%）。

本集團彩票業務其中一家於中國之合營公司北京戈德利邦科技有限公司，合資格獲得申請稅
務寬免及優惠，由二零零三至二零零五年起獲得三年稅項豁免，及由二零零六年開始其後三
年按適用稅率減半繳稅。此合營公司於年內之適用所得稅稅率為7.5%（二零零七年：7.5%）。

由於本集團彩票業務之其餘附屬公司之免稅期及優惠期（如有）已屆滿，因此該等公司於本年
度之適用所得稅稅率為介乎15%至25%（二零零七年：15%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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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內扣除之稅項包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276

 －中國所得稅 22,299 14,91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425) –
  

 21,874 15,193

遞延稅項：
有關產生及撥回暫時差異之遞延稅項 29,448 11,176

稅率變動應佔 92 –
  

稅項支出 51,414 26,369
  

7.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67,641 136,688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7,282,833 6,231,200
  

每股基本盈利 3.68仙 2.19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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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是按年度溢利除以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已
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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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本年度溢利，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千港元） 267,641 136,688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千股） 7,282,833 6,2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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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股） 39,022 82,671
  

 7,321,855 6,313,871
  

每股攤薄盈利 3.66仙 2.17仙
  

9. 投資訂金
投資訂金指增加於附屬公司權益之已付金額，並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10.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孖展客戶賬項淨額 3,091 9,342

應收其他客戶賬項淨額 675 1,510

應收經紀賬項 945 17,378

應收結算所賬項 2,152 –

應收貸款淨額 196,370 283,219

應收貸款利息淨額 8,008 12,211

應收貿易賬款－彩票業務 497,664 168,583
  

 708,905 49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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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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上市的客戶證券作為抵押，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市值約12,895,000

港元（二零零七年：66,274,000港元）。董事認為鑑於證券孖展融資及經紀的業務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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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項的結算條款為交易日後一至兩天或於需要時償
還。這些結餘的賬齡為30天內。

董事認為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本集團一般授予應收貿易賬款90至120天
之信貸期。

應收貸款、應收貸款利息淨額及應收貿易賬款－彩票業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收貸款及 應收貿易
 應收貸款 賬款－
 利息淨額 彩票業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或以下 99,454 470,865 570,319
一年或以下但三個月以上 101,221 18,556 119,777
一年以上 3,703 8,243 11,946
   

 204,378 497,664 702,042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收貸款及 應收貿易
 應收貸款 賬款－
 利息淨額 彩票業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或以下 234,461 144,444 378,905

一年或以下但三個月以上 60,969 24,139 85,108
   

 295,430 168,583 46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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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孖展客戶賬項 5,341 4,365

應付其他客戶賬項 15,174 44,879

應付貿易賬項－彩票業務 133,365 54,804
  

 153,880 104,048
  

應付孖展客戶款項及應付其他客戶款項乃按要求時償付，並以現行市場利率計息。

由於董事認為就孖展證券融資業務及經紀的業務性質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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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貿易賬款預期於年內支付或按要求償還。

董事認為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應付貿易賬款－彩票業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或以下 130,690 42,509

一年或以下但三個月以上 2,675 12,295
  

 133,365 54,804
  



16

12. 比較數字
由於採納新增╱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呈列銷售所得款項及銷售持有作買賣之投資之有
關銷售成本，以便以更適當方式反映銷售金融資產之性質，比較資料經已重列，以取得一致
呈列方式，有關詳情載列如下。

於去年，持有作買賣投資之銷售所得款項乃於綜合收益表內呈列於營業額範疇內，而有關銷
售成本乃於收益表內呈列。

於本年度，本集團改變營業額及銷售成本之呈列方式，因董事認為，按淨額基準呈列年內出
售之持有作買賣投資之收益╱虧損更適當，務求提供更多有關本集團營運之相關資料及符合
市場慣例。

此呈列方式之變動之影響經已回溯入賬，而比較數字已經重列。受影響之特別賬項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減少 10,193 21,991

買賣上市證券成本減少 14,195 22,142
  

出售通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虧損淨額 4,002 151
  

此外，就此等財務報表而言，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表呈列方式已改
變，以按功能編排開支分類。

上述變動並無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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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彩票業務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之彩票業務主要包括系統與遊戲開發業務（「系統與遊戲開
發業務」）及配送與市場業務（「配送與市場業務」）。

彩票業務於年內之營業額大幅增加208%至1,150,514,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373,410,000港元），佔總營業額之98%。該部份之除稅前溢利顯著增長74%至
424,407,000港元（二零零七年：243,380,000港元）。

中國彩票市場

中國彩票市場有兩類彩票，即中國福利彩票及中國體育彩票。

於二零零八年，中國彩票之總銷售額為人民幣1,060億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1,000

億元），按年增長6%。年內，撇除中福在線╱基諾之銷售額（該等業務於二零零八
年初受到中國政府新政策進行調整，銷量下降），中國彩票市場之總銷售額錄得按
年20%之增長。

中國福利彩票之總銷售額約為人民幣604億元，佔中國彩票總銷售額之57%。福彩
電腦票佔84%（人民幣510億元）、福彩即開票佔13%（人民幣80億元）及中福在線╱
基諾佔3%（人民幣20億元）。於二零零八年，中國體育彩票之總銷售額約為人民幣
456億元，佔中國彩票總銷售額之43%。體彩電腦票佔77%（人民幣353億元），而體
彩即開票佔23%（人民幣103億元）。本集團之彩票業務涵蓋福利及體育彩票，惟不
含中福在線╱基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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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與遊戲開發業務

本集團之系統與遊戲開發業務涵蓋電腦票及即開票，為福利彩票及體育彩票提供
有關服務。

福彩電腦票業務

本集團之福彩電腦票業務主要透過本集團持有84.75%權益之附屬公司深圳市思樂
數據技術有限公司（「思樂」）進行。思樂為中國福彩電腦票市場之領先設備供應商，
為中國16個省份提供服務。思樂之福彩電腦票業務繼續穩定增長。於二零零八年上
半年之雪災及大地震後，福彩電腦票市場逐步穩定復甦起來。年內，福彩電腦票錄
得較二零零七年約10%之穩健增長。本集團已成功在中國市場維持逾50%之市場佔
有率。

福彩即開票業務

本集團之福彩即開票業務主要透過本集團持有50%權益之北京戈德利邦科技有限
公司（「戈德利邦」）（其為中國福彩即開票認證及系統實行之獨家系統及設備供應
商）進行。戈德利邦乃本集團與世界領先即開票系統及認證公司Scientific Games 

Corporation之合營企業，雙方各佔百分之五十權益。截至回顧年度止，本集團之福
彩即開票網絡已覆蓋全中國大陸（二零零七年：22個省份）。

於二零零八年，中國福彩即開票銷售額按年增長166%。鑑於福彩即開票廣受歡迎
及發展潛力龐大，預計中國福彩即開票之銷售額將繼續取得強勁增長。本集團採
用2D條碼防偽技術及其專利安全及認證系統，積極參與提供系統、遊戲及認證之
即開票業務。

憑藉本集團於中國福利彩票市場之領先地位（特別是其獨家即開票認證業務），本
集團自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起已成功進軍中國福彩即開票印刷業務。

透過與石家庄市膠印廠訂定為期15年之合作合約，本集團與其建立印刷業務。本集
團之印刷設施位於河北省省會石家庄。石家庄市膠印廠為中國第一家印刷福利彩
票的廠家，並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推出彩票以來一直為中國福利彩票之印製定點
廠，為三家獲認可印刷福彩即開票廠家之一。透過與該企業合作印製賑災彩票，為
四川省汶川縣地震後重建籌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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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現有印刷廠之產能約為每年10億張標準彩票，而本集團將透過引入更多先進
印刷設備到中國，提升及加強該廠之產能。提升印刷設備後，該廠之產能預計將增
加至每年大約40億張彩票。預計於二零零九年完成有關提升計劃。

體彩電腦票業務

本集團之體彩電腦票業務為開發及生產電腦彩票機及提供相關顧問服務予中國之
省體育彩票中心。截至二零零八年底為止，本集團已向中國14個省份製造及銷售體
彩電腦票機及提供服務。

配送及市場業務

建立專業及富有成效之配送渠道對中國彩票市場之持續發展及增長，尤為重要，
而協助於中國發展系統性配送渠道乃本集團一直致力達成之其中一個主要目標。

本集團之配送及市場業務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開始，期後本集團一直專注建立配
送彩票之合作模式，而非直銷模式。根據合作模式，本集團專注於與已有多元化及
廣泛認可零售網絡之企業及機構合作。本集團於中國之彩票配送渠道夥伴包括中
國郵政、中石油、中石化、華潤、其他主要連鎖式超市及便利店等，對此，我們深
感自豪。此等合作模式有助發揮專業彩票管理及經驗，並充分融合其地處中國優
越位置、人流量高、經營成本低之廣泛配送網絡之優勢。據此，本集團預計該等配
送渠道有助提高彩票產品銷售額，特別是隨機性質購買的即開票。

儘管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九月才開始配送及市場業務，惟截至二零零八年止，本集
團已成功設立逾18,000個銷售點，遠超出原先所定之設立15,000個銷售點之目標。
此外，自本集團開始配送及市場業務後，本集團已簽訂中國18個省份之合作服務協
議。據此，本集團於銷售點數量及滲透中國各種主要既有配送渠道方面，均取得卓
越成效。運作不足一年，我們便已取得如此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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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本集團以配送體彩即開票為開始。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計劃擴大配送彩票
產品之種類，並將首先於本集團之銷售點配送福彩即開票。隨後，本集團擬配送更
多不同種類之彩票產品，例如福彩電腦票。我們計劃建立更多配送渠道，並計劃於
二零零九年底增設逾40,000個銷售點。

本集團彩票業務之展望

我們相信彩票銷售為籌集資金以援助數目日益增加的需要幫助人士的一種有效途
徑。儘管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全球爆發金融海嘯，惟二零零八年第三及第四季度及
二零零九年第一季度中國彩票總銷售額均顯現大幅及持續增長趨勢，這再次證明
中國彩票業不受經濟環境因素所影響之特質。

作為該行業之主要領先企業，本集團相信中國福利及體育彩票均將繼續為有利於
中國人民之公益事業，作出重大貢獻。本集團亦將透過審慎及致力貫徹執行其既
定策略，不斷努力推動有關公益事業。

系統與遊戲開發業務

展望未來，我們預計福彩電腦票將繼續維持穩健增長。同時，我們相信即開票將繼
續成為中國彩票銷售強勢增長之動力源頭。即開票面值提高，以及推出以中國主
要大事為主題的即開票及專用於公益之彩票將繼續為中國即開票銷售額增長之另
一個主要動力來源。該等主要大事將包括例如中國建國60週年紀念及二零一零年
上海世界博覽會。

本集團與Scientific Games Corporation之策略夥伴關係，對把Scientific Games 

Corporation之專業知識及技術，引進不斷蓬勃發展之中國即開票市場，尤為重要。

進軍中國福利彩票印刷業務是為本集團發展成為中國領先全面彩票服務供應商之
一個里程碑。福彩即開票印刷業務對本集團現有之兩個業務分部，即系統與遊戲
開發業務及配送及與市場業務，有莫大協同效應，因為本集團自行開發新遊戲銷
售額增加，以至本集團之龐大配送渠道網絡，均可從中受惠。本集團相信印刷業務
部分將是其中國彩票市場整體策略中極為重要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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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及市場業務

配送及市場業務仍然是本集團專注重點之一。本集團於配送及市場業務之策略為
專注於渠道銷售發展，我們相信渠道銷售日後將成為業務增長之主要範疇。該等
策略之成功關鍵取決於要與中國領先之配送渠道機構，發展緊密聯繫及良好夥伴
關係。預計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在配送與市場業務方面將會取得卓越成績，並能
吸引更多渠道夥伴和我們合作，進一步鞏固本集團之領先地位。

配送網絡對本集團系統與遊戲開發業務有巨大協同效應，原因為本集團可受惠於
其開發之新遊戲銷售額日益增加，而其遊戲與系統開發能力也可作為本集團贏取
渠道夥伴之主要競爭優勢，再者，本集團更可開發新遊戲以切合該等渠道之特色。

本集團將以內部資源撥資，拓展配送及市場業務。鑑於本集團業務產生之穩健持
續經營現金流量及幾近全無負債之財務狀況，本集團擁有充裕營運資金以完成增
設銷售點計劃。

金融業務

於二零零八年，由於全球金融海嘯對整體經濟環境產生不利影響，全球證券市場
均告下滑。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受金融海嘯之侵蝕，對經濟放緩之擔心日趨強
烈。全球及本地市場遭受日益惡化經濟展望及投資氣氛之嚴重影響。於二零零八
年底，主要股票市場較二零零七年底水平下跌31.3%至66%不等。於香港，恒生指
數下跌48.3%，為自一九七四年以來最大之跌幅。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平均每日成
交額為431億港元，較二零零八年一月之1,195億港元減少63.9%。由於經濟及投資
環境不利，本集團金融服務於本年度之營業額減少63%至11,093,000港元（二零零七
年：29,770,000港元）及錄得分部虧損42,396,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經重列）：溢利
795,000港元）。

年內，由於本地股本市場波動，本集團對其投資買賣及控股業務採取審慎策略，且
並無從事買賣高風險衍生金融工具，例如累計股票或貨幣期權合約。

於本年度，貸款業務之利息收入增加20%至11,393,000港元（二零零七年：9,481,000

港元）。本集團已檢討及採取行動重組應收貸款組合，從而作出撥備及撇銷應收
貸款總額45,189,000港元。貸款業務錄得虧損31,33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溢利
11,864,000港元）。本集團將繼續對貸款業務採取審慎融資政策，並採取積極措施
控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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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於處理其投資控股業務時十分審慎，並把金融海嘯對金融
服務之影響降至最低程度。儘管全球各地政府已宣布各種刺激計劃及拯救措施，
經濟將在何時復甦仍未明朗，金融市場很有可能會持續波動。本集團已採取積極
措施，減少金融市場之風險及縮減其金融服務業務之營運，以減低面對疲弱之全
球金融環境之風險及進一步增強本公司之財務狀況。鑑於二零零八年金融業務所
面臨之嚴重挑戰，我們擬出售本集團之非核心業務，這將使得本集團能夠減少其
金融市場風險及將資源集中投放於受當前經濟週期及金融海嘯影響較少之彩票業
務。

前景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彩票業務繼續表現卓越，在區域覆蓋、提供遊戲種類及收入
增長方面均取得重大進展。

我們對二零零九年之業務前景持樂觀態度。除系統與遊戲開發業務及配送與市場
業務外，我們將積極拓展彩票相關領域之新商機，並支持及參與該市場之新項目，
旨在創造新收入來源及提高盈利能力。

當然，毫無疑問，若無業務夥伴以及我們忠誠股東之支持及指導，本集團無法取得
如此佳績。我們相信，派息是貫徹我們一直以提高股東價值為承諾之行動之一。
我們定下目標，擬於二零零九年開始派息，但這須視乎盈利增長前景、資本支出要
求、經營現金流量以及潛在收購機會情況而定。

鑑於強勁市場增長及中國彩票行業迅速復甦特質，我們有信心，集團的業務將繼
續表現卓越，而我們將維持作為中國領先綜合彩票服務供應商之地位。

財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1,173,000,000港元（二零零七
年（經重列）：412,661,000港元）之營業額，較去年上升184%，上升主因是本集團之
中國彩票業務營業額達1,150,514,000港元（二零零七年：373,410,000港元）。

年內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267,641,000港元（二零零七年：136,688,000港元）。每股盈
利為3.68仙（二零零七年：2.19仙），每股全面攤薄盈利為3.66仙（二零零七年：2.17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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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融資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權益總額為3,060,555,000港元，去年
年底則為2,441,403,000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現金儲備約244,043,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689,342,000港元），包括存放於指定銀行獨立賬戶之客戶資金約18,419,000港元（二
零零七年：31,539,000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比率為0.46%（二零零七年：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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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二零零七年：1,192%）。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未償還銀行貸款為14,158,000港元（二零零
七年：14,056,000港元）。銀行貸款以人民幣及港元為單位，並以現行商業貸款利率
計息。本集團之物業及屬於客戶之上市投資已用作抵押該等銀行貸款。預期上述
所有貸款將以內部資金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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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物業（二零零七年為投資物業）市值約
47,727,000港元（二零零七年：49,034,000港元）及屬於客戶所有總市值約2,857,000港
元之上市投資（二零零七年：無）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貸款之擔保。

股本

於本年度，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訂立之有條件股份買賣協議
按每股1.4173港元之價格發行254,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股份。有關交易
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刊發之通函內。

因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本公司於年內發行及配發2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之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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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公司購回15,825,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之資本架構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並無變動。

匯率風險及利率風險波動之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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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利率風險方面，由於本集團借貸及現時利率維持於低水平，故本集團並無任何
重大利率風險。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三日，Huge Top Enterprises Inc.（「Huge Top」，本公司之全資附
屬公司）與廣州市彩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深圳市華和光電信息有限公司、姜立斌
及吳育雄訂立一份股份轉讓協議，據此，Huge Top已同意收購廣州市樂得瑞科技有
限公司（「廣州樂得瑞」）註冊資本之90%權益，代價為人民幣80,600,000元。廣州樂
得瑞之業務為於中國為體育彩票業開發及生產體育彩票機、相關操作軟件系統及
網絡（包括提供相關顧問服務）。收購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
日刊發之通函內。本集團已根據上述股份轉讓協議於二零零八年五月接管廣州樂
得瑞之管理權。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Huge Top與（其中包括）Giga Step Limited（「Giga 

Step」）訂立購股協議，據此，Huge Top已同意收購Jertford Development Ltd

（「Jertfor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及Giga Step應收Jertford之股東貸款。完成時Jertford

將間接持有深圳市金帆軟件技術有限公司（「金帆」）註冊資本26%權益。就收購事項
應付之代價為75,000,000港元，須以現金支付。有關收購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刊發之公布內。該項交易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完成。完成
該項收購後，連同本集團當時於金帆之現有權益計算，本集團間接持有金帆84%之
註冊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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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Multi Glory Limited（「Multi 

Glory」），與（其中包括）Billion Invest Limited（「Billion Invest」）訂立購股協議，據
此，Multi Glory已同意收購Top Manage Group Limited（「Top Manage」）之所有已發
行股本及Billion Invest應收Top Manage之股東貸款。Top Manage間接持有思樂20%

之註冊資本。就收購事項應付之代價為600,000,000港元，其中240,000,000港元以
現金支付，而其餘360,000,000港元則由本公司按每股約1.4173港元之價格向Billion 

Invest或其代名人發行254,000,000股普通股之方式支付。有關收購之詳情載於本公
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刊發之通函內。該項交易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完成。完
成該收購事項後，本集團，連同其當時於思樂之現有權益，間接持有思樂註冊資本
之84.75%權益。

除上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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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公司名稱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所公布，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名稱由
「REXCAPITAL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REXLot Holdings Limited」，並
採納中文名稱「御泰中彩控股有限公司」作為本公司之第二名稱，以取代中文名稱
「御泰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該名字之採納僅作識別用途）（「更改公司名稱」）。有關
更改公司名稱之特別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
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於取得百慕達公司註冊處有關更改公司名稱之批准後，更
改公司名稱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三十日生效。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進行買賣之股
份英文簡稱已由「REX FINANCIAL H」更改為「REXLOT HOLDINGS」，而中文股份
簡稱則由「御泰金融」更改為「御泰中彩控股」，自二零零九年三月九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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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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須根據本公司公司細則之規定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進一步資料載於二零零八年年報內的企業管治報告。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根據股東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授出之一般授
權，本公司以總代價2,548,100港元於聯交所購回本公司合共15,825,000股普通股。
有關股份購回詳情如下：

 每股購回代價
 已購回   總代價
年╱月 普通股總數 最高價格 最低價格 （不計入費用）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八年十月 15,825,000 0.181 0.139 2,548,100
    

所有已購回股份已於年內註銷，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按所註銷股份之面值削減。
進行上述購回旨在提高本公司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因而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
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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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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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之上
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
易的守則。經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年內彼等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
規定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及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
報告事項，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刊發年度業績公布及年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布分別刊登於聯交
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http://finance.thestandard.com.hk/

chi/0555rexlot)。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年報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被寄發予股東及可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於以上網站瀏覽。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陳孝聰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七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共有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陳孝聰先生及巫峻龍先生，以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阮煒豪先生、鄒小岳先生及李家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