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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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濠環彩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98）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
中期業績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
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
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
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之投資者。

由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
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
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
在提供有關新濠環彩有限公司的資料；新濠環彩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
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新濠環彩有限公司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備，沒有誤導
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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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新濠環彩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
業績如下：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業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提供彩票相關技術、系統及解決方案。
本集團亦為中國的獨家體育彩票營運商中國國家體育總局體育彩票管理中心分銷
功能齊備的優質彩票銷售終端機及部件。分銷業務是本集團的主要收益來源，佔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收益約79%（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93%）。

本集團亦於重慶市為快開型遊戲「時時彩」提供遊戲升級技術及系統維護服務，並
已通過管理零售店網絡而於中國建立了業務版圖。

我們相信，由於中國當局的監管框架不斷改變，中國彩票市場將仍然充滿挑戰，但
這些挑戰無疑將為本集團帶來新機遇，並需要我們發揮本身的競爭優勢把握前路
上可能出現的任何機遇。

本集團繼續推進於格魯吉亞共和國推出一個高端娛樂場項目的計劃。儘管敲定該
娛樂場物業租約條款所需之時間較原先預期為長，有關工作已進入最後階段。訂
立娛樂場物業租約是視作出售本集團於此項目之特殊目的公司的權益（如本公司於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所公佈）的交易完成之先決條件之一，因此該項視作出售
尚未完成。就在西班牙巴塞羅那附近籌建一個頂級綜合度假村項目而言，預期第
二階段公眾招標將於短期內開始。我們的規劃工作正繼續進行。

上述籌備中的國際項目及目前的中國市場機遇能夠善用我們在博彩及娛樂行業之
企業經驗，推動業務多元化發展及支持我們致力提升長遠股東價值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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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繼續從事彩票業務為單一營運分類。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本集團之總收益為24,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22,500,000港元），增加約7%，而收益乃來自以下各項：

(1) 彩票終端機及部件之銷售

體育彩票彩票終端機及部件之銷售收益為19,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20,900,000港元），減少約8%。鑑於彩票終端機及部
件之需求未及預期，本集團持續採取低價策略以保持市場佔有率。

(2) 提供分銷彩票產品的服務及解決方案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提供分銷彩票產品的服務及解決方案
之收益為5,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1,700,000

港元），增加約200%。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虧損為19,300,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20,800,000港元）。虧損主要基於以下原因：

(i) 收益微升，特別是提供分銷彩票產品的服務及解決方案；

(ii)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匯兌虧損淨額甚低（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虧損7,000,000港元）；

(iii) 本集團之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3,100,000港
元減少100%至二零一五年同期至零。該減少乃因為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四年六
月悉數結清應付其直接控股公司之款項；及

(iv) 僱員福利成本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增至18,900,000港
元，而二零一四年同期為8,700,000港元。該增加主要因為於二零一四年八月
授出購股權產生的非現金開支。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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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繼續審慎管理資產負債水平及保持其審慎的理財政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之短期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為444,2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99,700,000港元），當中的79%（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1%）以港元（「港元」）計值，其餘結餘以人民幣（「人民幣」）及美元（「美元」）計值。
減少主要因為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購買由中銀國際金融產品有限公司發行
本金額為50,000,000港元的24個月可提早贖回遞增票據。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364,400,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420,100,000港元）。減少是因為於期內購入分類
為非流動資產之24個月可提早贖回遞增票據。股東應佔本公司權益減至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415,2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21,000,000港元）。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任何銀行借款，並一般以
內部資源撥付營運開支。

展望

根據中國彩票市場最近的政策變更，現已實行的監管制度主要涉及分銷彩票產品
的方式及派彩比率之授權及合規審查。正式批准及營運規定的推行應有助行業的
整體規劃發展，尤其網上渠道。此為本集團帶來機遇，原因為市場環境現時更加支
持決意遵守政府政策和框架的參與者。中國整體彩票市場繼續擴大，預期無紙化
分銷渠道將憑藉能夠有效滲透遼闊地區和接觸未開拓的市場分部的優勢而成為市
場的主要增長動力。本集團的目標是維持並提升本身作為中國的彩票終端機及部
件供應商的地位，同時亦會專注發展無紙化彩票，如通過網上及手機應用程式銷
售彩票。為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計劃發揮現有優勢以及推進我們與省級彩票管
理中心的合作和策略夥伴關係。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繼續致力與彩票當局訂立新服務合約而繼續專注參與中國彩
票市場，從而進一步擴大集團的市場版圖及凝聚更大的網絡影響力，同時善用母
公司在博彩、消閒及娛樂行業之優勢，為本公司股東帶來理想的長線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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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已訂約但未
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重大資本承擔，亦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持有之重要投資、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以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
計劃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間並無持有其他重要投資或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
或出售。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並無批准有關其他重大投資
或資本資產添置之計劃。

資產押記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均並沒有將資產抵
押。

匯率波動風險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有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業務活動主要以港元及人
民幣計值。由於外匯風險之影響不大，因此並無採取對沖或其他措施。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21名全職僱員（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3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僱員福利成本為
18,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8,700,000港元）。本集
團繼續按市場慣例及員工過往表現釐定僱員的薪酬福利。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其
他福利，如強積金供款、醫療保險計劃、購股權計劃以及員工培訓計劃。

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的變動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並無其他重大變動或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一節所披露之資料有其他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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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2,535 11,432 24,076 22,542
購入存貨及服務成本  (11,481) (10,030) (21,927) (19,767)
其他收入  861 665 1,879 935
僱員福利成本  (9,684) (4,585) (18,853) (8,655)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70) (307) (142) (592)
攤佔合營企業之虧損  (3) – (3) –
其他開支  (2,377) (4,409) (4,201) (12,079)
融資成本 5 – (1,305) – (3,084)
     

除稅前虧損  (10,219) (8,539) (19,171) (20,700)
稅項 6 (94) – (168) (121)
     

本期間虧損 8   (10,313)   (8,539) (19,339) (20,821)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不會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為呈列貨幣產生之匯兌差額  (62) 2,114 (19) 6,835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10,375) (6,425) (19,358) (13,986)
     

下列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0,010) (8,466) (18,826) (20,356)
 非控股權益  (303) (73) (513) (465)
     

  (10,313) (8,539) (19,339) (20,821)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058) (6,559) (18,833) (13,649)
 非控股權益  (317) 134 (525) (337)
     

  (10,375) (6,425) (19,358) (13,986)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9 (0.32)港仙 (0.30)港仙 (0.60)港仙 (0.7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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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87 578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254 280
 結構化票據 10 50,000 –
   

  50,741 858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25,036 25,164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305,506 200,55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8,676 299,190
   

  469,218 524,91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80,034 79,875
 應付有關連公司款項  1,255 1,178
 應付一間合營企業之一名股東款項  2,334 2,334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46 151
 應付稅項  21,030 21,240
   

  104,799 104,778
   

流動資產淨值  364,419 420,133
   

  415,160 420,99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31,456 31,455
 儲備  378,994 384,4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10,450 415,890
非控股權益  4,710 5,101
   

  415,160 42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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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以股份
   支付之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特別儲備 其他儲備 外匯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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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24,081 906,442 18,557 – (4,922) (2,332) (1,152,564) (210,738) 9,306 (201,432)
          

換算為呈列貨幣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 6,707 – 6,707 128 6,835
本期間虧損 – – – – – – (20,356) (20,356) (465) (20,821)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6,707 (20,356) (13,649) (337) (13,986)
          

因行使購股權而發行普通股 121 5,627 (2,185) – – – – 3,563 – 3,563
因公開發售而發行新股份 7,252 645,450 – – – – – 652,702 – 652,702
確認按權益結算以股份支付
 的支出 – – 3,224 – – – – 3,224 – 3,224
支付股息予非控股權益 – – – – – – – – (3,040) (3,040)
發行新股份之應佔交易成本 – (16,755) – – – – – (16,755) – (16,755)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1,454 1,540,764 19,596 – (4,922) 4,375 (1,172,920) 418,347 5,929 424,276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1,455 1,540,437 63,007 – (4,922) 3,811 (1,217,898) 415,890 5,101 420,991
          

換算為呈列貨幣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 (7) – (7) (12) (19)
本期間虧損 – – – – – – (18,826) (18,826) (513) (19,339)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 – (7) (18,826) (18,833) (525) (19,358)
          

因行使購股權而發行普通股 1 44 (15) – – – – 30 – 30
確認按權益結算以股份支付
 的支出 – – 13,497 – – – – 13,497 – 13,497
儲備之間轉撥（附註） – (1,212,603) – – – – 1,212,603 – –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 – (134) – – – (134) 134 –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1,456 327,878 76,489 (134) (4,922) 3,804 (24,121) 410,450 4,710 415,160
          

附註：

削減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之進賬內的1,212,603,000港元款項以抵銷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累計虧損1,212,603,000港元（「抵銷累計虧損」）一事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獲董事會批准。抵銷累
計虧損一事已遵守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及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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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動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7,507) 17,374
   

投資活動
敍造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305,506) (199,044)
購買結構化票據 (50,000) –
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52) (34)
贖回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200,557 –
已收利息 1,878 722
   

投資活動動用之現金淨額 (153,123) (198,356)
   

融資活動
有關連公司之墊款 76 –
行使購股權所得款項 30 3,563
發行新股份所得款項 – 652,702
向直接控股公司還款 – (251,576)
發行新股份之應佔交易成本 – (15,157)
支付股息予非控股股東 – (9,835)
   

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106 379,69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增加淨額 (160,524) 198,715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9,190 56,199
匯率變動之影響 10 (140)
   

於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138,676 25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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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呈列及計算
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惟採納
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與其營運有關並且對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全
部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詮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採納該等新
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以及就本期間及以往年度匯報之
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
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3) 收益
以下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及六個月期間之收益之分析：

 截至 截至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彩票業務：
 買賣彩票終端機及部件 10,099 10,584 19,126 20,891

 提供分銷彩票產品之服務
  及解決方案 2,436 848 4,950 1,651
    

 12,535 11,432 24,076 2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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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收益及虧損貢獻全數來自提供分銷彩票產品之服務及解決方案，以及買賣彩票終端
機及部件等彩票業務。行政總裁作為主要營運決策者就整體彩票業務而審閱內部報告之資料
及本集團之綜合財務資料，從而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因此，本集團只有單一營運分類，即
彩票業務。除實體整體而言的披露外，毋須呈列分類分析。

產品及服務之收益載於附註3。

(5) 融資成本
 截至 截至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項目之利息：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 1,305 – 3,084
    

(6) 稅項
 截至 截至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94 – 168 121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段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由於香港附屬公司於兩段期間均錄
得經營虧損，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自二零零
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7)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並無派發或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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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期間虧損
 截至 截至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乃經扣除（計入）
 下列各項後列賬：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70 307 142 592

已向彩票營運商支付之管理費
 （計入其他開支） 362 351 637 643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8) 1,860 3 6,958

銀行利息收入 (860) (663) (1,878) (722)
    

(9)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及六個月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虧損分別約10,010,000港元及18,82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
間及六個月期間：8,466,000港元及20,356,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分別約
3,145,588,239股及3,145,566,901股（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及六個月期間：
分別為2,780,782,709股及2,674,564,534股）計算。

由於假設行使本公司之未行使購股權可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故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之每
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中並不包括本公司之未行使購股權。

(10) 結構化票據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本公司按面值認購由中銀國際金融產品有限公司發行本金額為
50,000,000港元的24個月可提早贖回遞增票據。票據按介乎0.97%至1.45%之利率計息，每季須
支付上一季的利息而到期日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由於備存過剩流動資金可獲得的回報
偏低，認購票據將能夠提升現金回報，同時所增加的風險亦將控制在審慎水平。進一步詳情
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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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30至90日的信貸期。以下為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根據發票日期而呈
列扣除呆賬撥備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30日內 6,287 12,515
 31至90日 5,779 –
  

 12,066 12,515
其他應收款項 9,681 9,955
預付款項及按金 3,289 2,694
  

 25,036 25,164
  

(12)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根據發票日期而呈列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30日內 11,033 10,042
 超過365日 114 115
  

 11,147 10,157
一名項目伙伴墊支之誠意金（附註） 58,350 58,350
其他應付款項 7,889 9,387
應計費用 2,648 1,981
  

 80,034 79,875
  

附註： 有關款項代表根據本集團與項目伙伴伍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伍豐」）於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二十日簽訂之認購協議就認購景富企業有限公司（「景富」）之新股份而已收伍豐
之首筆預付款，組建景富是為了取得博彩牌照並承辦位於一個由Dhabi Group Georgia, 

LCC在格魯吉亞第比利斯全資擁有之項目地盤上的建議娛樂場項目。於本公告日期，
認購事項尚未完成而完成認購事項之先決條件尚未達成。



14

(13) 股本
 法定 已發行及繳足 金額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5,500,000,000 2,408,041,487 24,081

行使購股權 – 12,167,542 121

因公開發售而發行之股份 – 725,224,723 7,252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5,500,000,000 3,145,433,752 31,45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 3,145,545,326 31,455

行使購股權 – 111,574 1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5,500,000,000 3,145,656,900 31,456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因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111,574股股份，
已發行股本因此增加1,000港元。

(14) 有關連人士交易
a. 本集團於期內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之交易如下：

有關連人士的類別 交易性質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間集團公司一名37.5% 銷售彩票終端機 – 574

 非控股股東之聯營公司  （附註1）

一間集團公司之非控股股東  收取開支之收入 – 212

  （附註1）

一間集團公司之非控股股東 已付股息 – 9,835

本公司主要股東之 服務費用開支 1,041 863

 附屬公司  （附註2）

直接控股公司 利息開支 – 3,084

  （附註3）

一間集團公司之49% 購買彩票終端機及部件 20,918 –

 非控股股東之附屬公司  （附註4）

附註1：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有關交易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下
「持續關連交易」之定義。由於有關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而少於1,000,000

港元，因此有關交易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74(1)條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
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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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2： 有關交易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下「持續關連交易」之定義。由於有關交易乃共用
行政管理服務，因此有關交易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96條獲豁免遵守股東批
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

附註3：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有關交易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下
「持續關連交易」之定義。由於有關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而並無就直接控
股公司提供之財務資助授出抵押品，因此有關交易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88

條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

附註4： 向一間集團公司之一名49%非控股股東之附屬公司購買彩票終端機及部件構成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所界定之持續關連交易。有關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之公告。

b. 管理要員薪酬

董事及其他管理要員於期內的薪酬如下：

 截至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2,360 2,256
離職後福利 9 8
以股份支付 11,005 3,062
  

 13,374 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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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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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業務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各董事、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及彼等
各自之緊密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擁有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
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之權益亦並無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履行其對股東肩負之責任。本公司於二零
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成立執行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以維持高水平
之企業管治。上述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已於本公司網址www.melcolot.com「企業管治」
一節內刊登。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規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操守準則（「該守則」）。經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除彭慶聰先生（「彭先生」）外，
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遵守該守則所載
之買賣規定標準。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八日，由彭先生持有之4,000股本公司股份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56(a)(ii)條訂明之禁售期內被出售（「該交易」）。此不合規情況是因彭先生之經紀
為支付經紀之服務費用而出售股份，並非由彭先生主動出售。彭先生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二日得知該交易，而該交易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向聯交所及公
眾披露。彭先生已與聯交所協定，將實行所需措施以確保將來不會發生同類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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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察本公司之財務匯報過程及內部監控。審核
委員會亦檢討核數過程及風險評估之成效。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分別為蔡大維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彭慶聰先生及陳寶儀女士，以及一名非執
行董事徐志賢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之中期報告。

承董事會命
新濠環彩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高振峯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徐志賢先生*（主席）、高振峯先生#、曾源威先生#、
譚志偉先生#、蔡大維先生+、彭慶聰先生+及陳寶儀女士+。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告將由刊登之日起在創業板網址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至少
保存七日及於本公司網址www.melcolot.com內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