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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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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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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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60,281 57,163
採購及服務成本 (56,336) (52,540)
其他收入及收益 5,791 4,932
僱員福利成本 (15,237) (32,054)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16) (266)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3,731
攤佔合營企業之虧損 (6) (6)
其他開支 (13,817) (15,015)

  

除稅前虧損 (19,440) (34,055)
稅項 5 16,528 (449)

  

本年度虧損 6 (2,912) (34,504)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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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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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9)

  

84 (1,465)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2,828) (35,969)
  

下列人士應佔本年度（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303) (35,934)
 非控股權益 (609) 1,430

  

(2,912) (34,504)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932) (38,121)
 非控股權益 (896) 2,152

  

(2,828) (35,969)
  

每股虧損 8
 －基本 (0.07)港仙 (1.14)港仙

  

 －攤薄 (0.07)港仙 (1.1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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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29 343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230 245
結構化票據 50,045 50,025

  

50,504 50,613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6,233 37,783
結構化票據 50,065 –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245,664 322,698
銀行結餘及現金 87,483 115,689

  

389,445 476,17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8,234 90,678
應付有關連公司款項 1,372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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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 2,746
應付稅項 3,409 21,168

  

27,400 118,236
  

流動資產淨額 362,045 357,934
  

412,549 408,54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31,456 31,456
儲備 373,193 368,2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04,649 399,751
非控股權益 7,900 8,796

  

412,549 408,547
  



4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以股份支付

之儲備 其他儲備 外匯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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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i）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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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 – – – 371 – 371 (287) 84
本年度虧損 – – – – – (2,303) (2,303) (609) (2,912)

         

本年度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371 (2,303) (1,932) (896) (2,828)
         

確認按權益結算以股份支付的支出 – – 6,830 – – – 6,830 – 6,830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1,456 327,878 91,987 (5,255) 3,159 (44,576) 404,649 7,900 4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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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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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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彩信息技
術有限公司（前稱北京電信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北京環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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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環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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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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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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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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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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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措施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釐清可接納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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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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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
或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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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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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號 客戶合約收益及相關修訂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以股份付款交易的分類及計量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之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應用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
或出繳3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措施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就未實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4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將釐定之日期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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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金融工具及風險管理政策，預期
信貸虧損模型可能導致就與本集團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相關而尚未產生的信貸虧損
提前計提撥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董事預計，日後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可能令披露增加。然而，董事預計應用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不會對相關報告期間內確認收益的時間性及金額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董事預計，日後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可能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中的計量、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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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號
之影響提供合理估計。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披露措施

董事預計，應用有關修訂將導致對本集團融資活動作出額外披露，特別是在應用有關修訂
時將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就融資活動產生的負債提供期初和期末結餘。

董事預期，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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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買賣彩票終端機及部件 59,401 51,572

提供分銷彩票產品之服務及解決方案 880 5,591
  

60,281 57,16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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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產品及服務之所得收益載於附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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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資產）
 中國 149 305

 香港 310 283
  

459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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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個別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總銷售額10%以上之情況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1 11,341 51,572

客戶乙1 48,060 –
  

1 買賣彩票終端機及部件之收益

5. 稅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737 627

 －上年度超額撥備 (74) (178)

 －撥回於以往年度就出售中國附屬公司
   所計提的資本增值稅撥備 (17,191) –

  

(16,528)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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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公司於兩個年度之稅率為25%。

本集團已出售若干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包括Oasis Rich International Ltd（「Oasis Rich」）），
其60%股本權益已轉讓予Global Crossing Holdings Limited，代價為175,200,000港元，以於二
零一二年贖回可換股債券。20,858,000港元的資本增值稅撥備已根據出售代價與本集團應佔
相關註冊資本之差額的10%計提。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關中國稅務
機關同意，由於有關出售交易並無產生收益而該交易不被視為濫用離岸結構以規避企業所
得稅法，故出售Oasis Rich毋須繳納資本增值稅。因此，於本年度已撥回相關資本增值稅撥
備17,19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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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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19,440) (34,055)

  

按當地所得稅稅率25%計算之稅項（附註） (4,860) (8,514)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1,438) (2,184)

上年度超額撥備 (74) (178)

撥回於以往年度就出售中國附屬公司所計提的資本增值稅撥備 (17,191) –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2,438 6,444

未獲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4,655 4,898

動用過往未確認之稅務虧損 (60) (19)

攤佔合營企業業績之稅務影響 2 2
  

本年度稅項 (16,528)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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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年度虧損

本年度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酬金 8,446 21,027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福利 4,057 4,423

 花紅 163 52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98 767

 以股份支付 1,873 5,311
  

僱員福利成本總額 15,237 32,054
  

核數師酬金 1,111 1,190

銀行利息收入 (5,444) (3,982)

確認為開支之採購成本 56,336 48,27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17) –

已向彩票營運商支付之管理費（計入其他開支） 1,355 1,323

匯兌收益淨額 (162) (91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179 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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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於二零一六年內並無向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支付或擬派股息，而於報告期間結束以來亦無建
議派發任何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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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2,303) (35,93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145,657 3,14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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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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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890 26,455

減：呆賬撥備 – –
  

890 26,455
  

其他應收款項 19,266 26,150

減：呆賬撥備 (14,651) (15,549)
  

4,615 10,601
  

預付款及按金 728 727
  

6,233 3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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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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330 13,514

31至90日 560 12,941
  

890 2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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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並未逾期亦無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具有本集團評定的良好信貸質素。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9,787 24,600

一名項目伙伴墊支之誠意金（附註） – 56,496

其他應付款項 5,038 5,372

應計費用 3,409 4,210
  

18,234 90,678
  

採購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30日。

附註：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6,496,000港元之誠意金是根據本集團與投資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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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認購本公司附屬公司景富企業有限公司（「景富」）之新股份（「認
購事項」）而墊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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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魯吉
亞娛樂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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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完成認購協議之先決條件（包括有關認購事項及格魯吉亞娛樂場項目）並無於
本年度內達成，此項交易因此不會繼續進行。根據認購協議，由伍豐墊支之誠意
金經扣除以往年度就格魯吉亞娛樂場項目錄得之前期費用及開支之相關部份後的
全部結餘已於本年度退還予伍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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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360 24,492

91至180日 6,261 –

181至365日 3,166 –

超過365日 – 108
  

9,787 24,6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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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500,000,000 55,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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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145,656,900 3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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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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

於二零一六年，面對監管制度改革以及中國彩票市場表現乏力的環境，本集團經
歷充滿挑戰的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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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轉變中的市場趨勢。此等努力當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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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至60,3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57,2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減至約2,3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35,9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93.6%。集團之財政實力依然強健。於二零一六年年
結時，本集團並無債務而現金及銀行結餘達333,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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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然確信，
監管改革將進一步改進行業監管框架，長遠而言可藉此發展成更健康和更可持續
發展的市場環境，此必定可以為本集團帶來新機遇。

秉承母公司的消閒及娛樂企業理念，本集團將繼續開拓現有業務及經營地區以外
的投資機遇，務求致力為股東優化長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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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中國的獨家體育彩票營運商－體彩中心分銷功能齊備的優質彩票銷售終端機及
部件。分銷業務是本集團的主要收益來源，佔本集團本年度收益約99%（二零一五
年：90%）。

本集團已透過管理國內之零售店網絡在中國建立業務版圖，同時亦於重慶市為快
開型遊戲「時時彩」提供系統維護服務及遊戲升級技術。

中國彩票市場

根據財政部公佈的資料，中國彩票市場繼續穩健增長。彩票銷售總額按年增長7.3%

至二零一六年的人民幣3,946億元。

自政府於二零一五年三月起採取行動嚴禁所有互聯網彩票銷售活動後，中國彩票
市場一直充滿挑戰。儘管轉變中的監管環境無疑將為行業帶來短期不明朗因素，
但我們相信，恰當的監管改革將進一步改進行業監管框架，長遠而言可藉此發展
成更健康和更可持續發展的市場環境。

嶄新渠道及遊戲繼續帶來發展潛力，本集團作為綜合彩票服務及技術供應商，正
好處於有利位置，受惠於中國彩票政策不斷演變所帶來的機遇。我們將密切注視
市場發展，把握發展路上的機遇。

與此同時，本集團繼續善用我們的核心專業知識及企業資源，在其他地區開拓博
彩及娛樂行業的新商機，以實現致力為股東優化長遠價值之目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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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00,000港元，
按年增長5.4%（二零一五年：57,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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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至59,400,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51,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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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之收益為900,000港元，較
二零一五年的5,600,000港元減少83.9%。

營運業績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年度錄得虧損2,900,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之34,500,000港元
減少91.6%，主要是以下各項的綜合影響：

(i) 僱員福利成本由二零一五年之32,1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六年之15,200,000

港元，減少主要因為於二零一五年就已於二零一五年歸屬之若干二零一四年
購股權錄得以股份支付之款項13,000,000港元，但於二零一六年則並無就此
等購股權錄得進一步之以股份支付之款項；及

(ii) 撥回於二零一二年就出售中國附屬公司計提之17,200,000港元資本增值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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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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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1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438,4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105,3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中，82%（二零一五年：77%）
以港元計值，其餘結餘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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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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向項
目伙伴退回56,000,000港元的誠意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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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公告。

誠如本公司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及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度報告所述，本集團繼續研
究能夠發揮本身與新濠在博彩、消閒及娛樂行業優勢的其他潛在投資，包括位於
新興或前沿博彩勝地的綜合渡假村、娛樂場、酒店及彩票項目。倘若任何此等潛
在項目成事，本公司將於需要或合適時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作出公告。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並無任何銀行借款（二零一五年：零），並一般以內部資源撥
付營運開支。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較流動負債高出362,000,000港
元（二零一五年：357,9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
412,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408,500,000港元）之資本盈餘。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總借貸除以股東資金）為
零（二零一五年：零）。

展望
中國彩票巿場繼續穩健增長。我們相信中國彩票市場將因為監管環境正在演變而
繼續充滿挑戰，但長遠而言此將有利於維持可持續的增長。

本集團繼續發掘可善用我們的核心專業知識及企業資源之新投資機遇。我們相信，
推動業務多元化發展至消閒及娛樂界別的新業務範疇及市場，以實現我們致力為
股東優化長遠價值之目標，乃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利益。

本集團資產的押記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資產押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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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有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
結算。於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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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15名（二零一五年：15名）全職員工。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已收取總酬金約8,400,000港元（二
零一五年：21,000,000港元），當中包括於二零一六年以股份向董事支付之非現金
款項5,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7,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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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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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股東週年大會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星期五）舉行股東週年大會。為確定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並在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五）至
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星期五）止（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將
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出席上述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
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最遲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以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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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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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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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僱員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本身有關董事及相關僱員（彼等可能會掌握有關本公司證券之內幕
消息）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守則（「證券交易守則」），該守則之條款與創業板上
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必守準則同樣嚴謹。本公司已獲全體董事確認，彼等
於二零一六年年度內一直遵守證券交易守則所載之必守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負責審查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匯報過程、風險管理
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亦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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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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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疇
本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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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初步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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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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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公告已於本公司網址www.melcolot.com及聯交所網址www.hkexnews.hk上刊載。 

二零一六年年報將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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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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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