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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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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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
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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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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57,163 45,284
採購及服務成本  (52,540) (39,609)
其他收入  4,932 6,433
僱員福利成本  (32,054) (56,729)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66) (1,176)
減值損失：
 －物業、機器及設備  – (1,348)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 (70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99)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4 3,731 –
攤佔合營企業之虧損  (6) (3)
其他開支  (15,015) (15,168)
融資成本 6 – (3,084)
   

除稅前虧損  (34,055) (66,200)
稅項 7 (449) (349)
   

本年度虧損 8 (34,504) (66,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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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6) 6,152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攤佔一間合營企業之匯兌差額  (29) (28)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35,969) (60,425)
   

下列人士應佔本年度（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5,934) (65,403)
 非控股權益  1,430 (1,146)
   

  (34,504) (66,549)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8,121) (59,260)
 非控股權益  2,152 (1,165)
   

  (35,969) (60,425)
   

每股虧損 10
 －基本  (1.14)港仙 (2.25)港仙
   

 －攤薄  (1.14)港仙 (2.2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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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43 578
無形資產  – –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245 280
結構化票據  50,025 –
   

  50,613 858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37,783 25,164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322,698 200,55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5,689 299,190
   

  476,170 524,91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90,678 79,875
應付有關連公司款項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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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6 151
應付稅項  21,168 21,240
   

  118,236 104,778
   

流動資產淨額  357,934 420,133
   

  408,547 420,99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31,456 31,455
儲備  368,295 384,4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99,751 415,890
非控股權益  8,796 5,101
   

  408,547 42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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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以股份   
   支付之  外匯 累計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其他儲備 儲備 虧損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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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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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其他全面
 收益（開支） – – – – 6,143 – 6,143 (19) 6,124

本年度虧損 – – – – – (65,403) (65,403) (1,146) (66,549)
         

本年度全面收益（開支）
 總額 – – – – 6,143 (65,403) (59,260) (1,165) (60,425)
         

支付股息予非控股權益 – – – – – – – (3,040) (3,040)

確認按權益結算以股份
 支付的支出 – – 46,383 – – – 46,383 – 46,383

因購股權被沒收而轉撥
 以股份支付之儲備 – – (69) – – 69 – – –

因公開發售而發行新股份 7,252 645,450 – – – – 652,702 – 652,702

因行使購股權而發行普通股 122 5,321 (1,864) – – – 3,579 – 3,579

發行新股份之應佔交易成本 – (16,776) – – – – (16,776) – (16,776)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31,455 1,540,437 63,007 (4,922) 3,811 (1,217,898) 415,890 5,101 420,991
         

本年度其他全面
 （開支）收益 – – – – (2,187) – (2,187) 722 (1,465)
本年度（虧損）溢利 – – – – – (35,934) (35,934) 1,430 (34,504)
         

本年度全面（開支）收益
 總額 – – – – (2,187) (35,934) (38,121) 2,152 (35,969)
         

以股份溢價抵銷累計虧損
 （附註ii） – (1,212,603) – – – 1,212,603 – – –
確認按權益結算以股份
 支付的支出 – – 22,439 – – – 22,439 – 22,439
因購股權被註銷而轉撥
 以股份支付之儲備 – – (274) – – 274 – – –
收購附屬公司之
 額外權益（附註iii） – – – (487) – – (487) 487 –
因行使購股權而發行普通股 1 44 (15) – – – 30 – 3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 – 154 1,164 (1,318) – 1,056 1,056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31,456 327,878 85,157 (5,255) 2,788 (42,273) 399,751 8,796 408,547
         



5

附註：

(i) 其他儲備代表非控股權益的調整與權益交易所產生已付代價之間的差額。

(ii)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及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規定，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一五年三
月十九日通過決議案，透過削減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之進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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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本集團完成收購Trade Express Services Inc.（「Trade Express」）之額外20%

股權。於此項收購前，本集團透過Trade Express及另一間附屬公司間接持有北京電信達信息
技術有限公司（「北京電信達」）之51%股權。本集團於Trade Express之持股量由二零一四年之
80%增加至二零一五年之100%。此項收購令到本集團於北京電信達之持股量由二零一四年之
51%增加至二零一五年之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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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自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七日起在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為Melco LottVentures Holdings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之私人公司），而最終控股公司為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新濠」，其於香港註冊成立，股份
於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董事考慮到本公司附屬公司營運所在的主要經濟環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故
認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由於本公司在香港上市，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
（「港元」）呈列，以便股東參考。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於中國經營彩票業務。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

於本年度應用上述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
狀況及╱或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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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之會計處理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措施3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釐清可接納之折舊及攤銷方法3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3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資產出售或出繳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首份年度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表生效
3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將釐定之日期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董事預計，日後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之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本公司董事預計，日後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可能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中的匯報金
額及披露造成重大影響。然而，須待本集團進行詳盡檢討後，方可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

號之影響提供合理估計。

董事預期，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
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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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以下為年內本集團之收益之分析：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買賣彩票終端機及部件 51,572 40,814

提供分銷彩票產品之服務及解決方案 5,591 4,470
  

 57,163 45,284
  

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日，本集團訂立協議，以人民幣1,500,000元之代價出售其於山東省開
創紀元電子商務信息有限公司（「山東開創紀元」，其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從事
向山東省福利彩票發行中心提供增值電訊服務）之65%股本權益，由此產生收益約3,731,000港
元。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完成。

5.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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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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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資料

本集團於中國經營業務，而根據交付貨物及服務之地區劃分之外界客戶收益乃源自中國。

非流動資產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之地區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中國 305 542

 香港（附註） 50,308 316
  

 50,613 858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位於香港之非流動資產包括結構化票據以及若干
物業、機器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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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一名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總銷售額10%以上之情況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51,572 40,240
  

6. 融資成本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之利息 – 3,084
  

7. 稅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627 349

 －上年度超額撥備 (178) –
  

 449 349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個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由於香港附屬公司於兩個年度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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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附屬
公司之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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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之稅項與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所列除稅前虧損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34,055) (66,200)
  

按當地所得稅稅率25%計算之稅項（附註） (8,514) (16,550)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2,184) (1,627)

上年度超額撥備 (178) –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6,444 15,532

未獲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4,898 2,993

動用過往未確認之稅務虧損 (19) –

攤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業績之稅務影響 2 1
  

本年度稅項 449 349
  

附註： 已採用本集團大部分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的當地所得稅率。

8. 本年度虧損
本年度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酬金 21,027 42,489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福利 4,423 4,424

 花紅 526 65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767 680

 以股份支付 5,311 8,483
  

僱員福利成本總額 32,054 56,729
  

核數師酬金 1,190 1,022

銀行利息收入 (3,982) (3,579)

確認為開支之採購成本 48,272 38,372

出售及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 67

已向彩票營運商支付之管理費（計入其他開支） 1,323 1,287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910) 7,038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369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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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兩段報告期間均並無宣派或擬派股息。

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35,934) (65,403)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145,612 2,911,965
  

由於假設行使本公司之未行使購股權可導致每股攤薄虧損減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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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26,455 12,722

減：呆賬撥備 – (207)
  

 26,455 12,515
  

其他應收款項 26,150 26,384

減：呆賬撥備 (15,549) (16,429)
  

 10,601 9,955
  

預付款及按金 727 2,694
  

 37,783 2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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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30至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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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收貿易賬款（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3,514 12,515

31至90日 12,941 –
  

 26,455 12,515
  

本集團在接納新客戶前，會先審視準客戶的信貸質素並訂出每名客戶的信貸限額。客戶信貸
額會每年檢討一次。本集團實行清晰的信貸政策，以評核貿易客戶的信貸質素。本集團亦密
切注視收款情況，將貿易債務人的相關信貸風險降至最低。

本集團並無應收貿易賬款結餘為於報告期間結束時已逾期，本集團並無對此等應收款項作出
減值損失撥備，原因為有關款項仍視為可以收回。

12.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24,600 10,157

一名項目伙伴墊支之誠意金（附註） 56,496 58,350

其他應付款項 5,372 9,387

應計費用 4,210 1,981
  

 90,678 79,875
  

採購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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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協議」）就認購景富企業有限公司（「景富」）之新
股份（「認購事項」）而已從伍豐收取之首筆預付款。組建景富是為了取得博彩牌照並
承辦位於格魯吉亞第比利斯一個由Dhabi Group Georgia, LLC全資擁有之項目地盤上
的建議娛樂場項目（「娛樂場項目」）。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日所公佈，完成此項交易之先決條件（包括有關認
購事項及娛樂場項目）未能被滿足，此項交易因此將不會繼續進行。根據認購協議，
由項目伙伴墊支之誠意金經扣除就娛樂場項目錄得之前期費用及開支之相關部份後
的全部結餘將退還予項目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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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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4,492 10,042

91至180日 – –

181至365日 – –

超過365日 108 115
  

 24,600 10,157
  

13. 本公司股本
 普通股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500,000,000 55,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2,408,041,487 24,081

 行使購股權 12,279,116 122

 因公開發售而發行新股份（附註） 725,224,723 7,252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3,145,545,326 31,455

 行使購股權 111,574 1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145,656,900 31,456
  

附註：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本公司進行公開發售，透過發行725,224,723股本公司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股份而籌集所得款項總額約652,702,000港元，基準為當時每
持有十股現有股份獲發三股發售股份而每股發售股份之認購價為0.90港元（「公開
發售」）。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即釐定公開發售條款之日期）之收
市價為每股1.18港元。每股發售股份之淨價格約為0.88港元。在扣除相關開支後之
635,926,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當中，約251,576,000港元已用於償還直接控股公司之
貸款，而餘額乃計劃用於發展本集團目前之彩票項目及撥付新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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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致各股東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

於二零一五年，面對監管制度轉變以及彩票市場表現乏力的環境，本集團成功克
服年內的種種挑戰。儘管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本集團能夠在不同的策略和營運範
疇取得實質進展，迎接轉變中的趨勢，此將有利於我們的核心彩票營運，並且為本
集團創造顯著的增長潛力。

於回顧之財政年度，本集團之收益增加26.3%至57,2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45,3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減至約35,9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
45.1%。集團之財政實力依然強健。於二零一五年年結時，集團並無債務而現金及
銀行結餘達438,400,000港元。

我們認為，由於監管環境正在演變，中國彩票市場將繼續充滿挑戰，但憑藉集團的
競爭優勢，此挑戰必定可以成為本集團可加以善用的機遇。

秉承母公司的消閒及娛樂企業理念，本集團繼續開拓彩票業務以及中國市場以外
的投資機遇。集團正繼續開拓在西班牙巴塞羅那附近發展一個頂級綜合度假村的
機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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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企業經驗及推動業務多元化，以達成我們致力提升長遠股東價值之目標。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所有持份人致以衷心感謝。本人亦謹此摰誠感謝股東給予我
們從不間斷的支持和信心。本人真誠感謝董事會同仁、管理團隊及僱員的辛勤工
作及全力以赴。我們亦感謝業務伙伴對我們的信賴和信心，並期待未來繼續獲得
各業務伙伴之支持。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徐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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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業務是為中國的兩間國營彩票營運商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及中國
體育彩票管理中心（「體彩中心」）提供彩票相關技術、系統及解決方案。本集團亦
為中國的獨家彩票營運商體彩中心分銷功能齊備的優質彩票銷售終端機及部件。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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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
團亦已通過管理遍及中國各地之零售店網絡而建立了廣闊的業務版圖。

中國彩票市場

根據財政部公佈的數字，中國彩票市場於二零一五年的彩票銷售總額為人民幣3,679

億元，按年下跌3.8%。二零一五年，彩票銷售總額的按月環比增長率由首兩個月的
平均34.2%下跌至其餘10個月的平均負8.9%。銷售額下跌普遍認為是主要歸因於政
府自二零一五年三月起嚴禁所有互聯網彩票銷售活動所致。

預計監管改革將進一步提高有關控制和管理彩票資金的透明度，確保長遠而言可
發展成更健康和更可靠的市場環境。預期本集團將可受惠於更強健監管制度帶來
的長遠正面影響，並將在新環境中處於有利位置。

財務回顧

本集團繼續從事彩票業務一個營運分部。年內，本集團錄得收益57,200,000港元，
按年增長26.3%（二零一四年：45,300,000港元），而收益乃來自：

(1) 銷售彩票終端機及部件

為體育彩票銷售彩票終端機及部件之收益增加26.5%至51,600,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40,800,000港元）。

(2) 提供分銷彩票產品的服務及解決方案

提供分銷彩票產品的服務及解決方案於二零一五年之收益為5,600,000港元，
較二零一四年的4,500,000港元增加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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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業績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度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35,900,000港元，較二零一四
年之65,400,000港元減少45.1%，主要是以下各項的綜合影響：

(i) 僱員福利成本由二零一四年之56,7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五年之32,100,000港
元，主要因為於二零一四年之損益中就已於二零一四年歸屬之若干二零一四
年購股權錄得以股份支付之款項32,1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五年則並無就此等
購股權錄得進一步之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ii)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出售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山東開創紀元所產生
之收益約3,700,000港元；及

(iii) 本集團之融資成本由二零一四年之3,1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五年至零，乃
因為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四年悉數結清應付其直接控股公司之款項。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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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為
438,4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99,7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61,300,000港元。於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中，77%（二零一四年：81%）以港
元計值，其餘結餘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

現金及銀行結餘減少，主要因為使用部份現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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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備存
過剩流動資金可獲得的回報偏低，在未為任何可能出現之投資項目調配資金的期
間，本集團相信，以本集團部份可動用現金結餘來認購票據可提升現金回報，同時
所增加的風險亦將控制在審慎水平。有關認購票據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之公告。

就二零一五年內已行使之購股權而言，本公司已發行111,574股新股份，而本公司
之股本已增加1,116港元至31,5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1,5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並無任何銀行借款（二零一四年：零），並一般以內部資源撥
付營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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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較流動負債高出357,900,000港
元（二零一四年：420,1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
408,5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21,000,000港元）之資本盈餘。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總借貸除以股東資金）為
零（二零一四年：零）。

展望

中國彩票市場於二零一五年見證了一些極其重要的變化。從近期的監管改革可見
中國政府決心通過取締違規行為及提高行業透明度，從而更好地規範彩票行業。
本集團相信，通過建立更加透明和可靠的監管環境，中國彩票市場長遠而言將享
有更可持續的增長。

儘管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日宣佈決定不繼續進行位於格魯吉亞第比利斯之
娛樂場項目，本集團繼續開拓在西班牙巴塞羅那附近發展一個頂級綜合度假村的
機遇。本集團亦將繼續發掘本集團能夠發揮其與新濠在博彩、消閒及娛樂行業優
勢的其他潛在投資機遇，包括位於新興或前沿博彩市場的綜合渡假村、娛樂場、酒
店及彩票項目。

憑藉穩固的財政基根、一項專注的主要業務以及不斷努力開拓彩票業務以及中國
市場以外的投資機遇，本集團依然有信心長遠而言可為本公司股東帶來不俗回報。

本集團資產的押記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資產押記。

匯率波動風險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有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
結算。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業務活動主要以港元
及人民幣結算。由於外匯風險之影響不大，因此並無採取對沖或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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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15名（二零一四年：23名）全職員工。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已收取總酬金約21,000,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42,500,000港元），當中包括於二零一五年以股份向董事支付之非現金
款項17,1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7,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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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提供強積金供款、醫療保險、員工培訓計
劃以及購股權計劃等員工福利。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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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亦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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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
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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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察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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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蔡大維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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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
由本集團獨立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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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疇

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
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的數據，與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
方會計師行所編製本集團於該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德勤‧關
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依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
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進行的保證應聘服務，
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不會就初步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未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全年業績及年報的刊發

本業績公告登載在本公司網址www.melcolot.com及「披露易」網址www.hkexnews.hk。
二零一五年年報將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四）或前後登載在該兩個網站
並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新濠環彩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高振峯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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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