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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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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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45）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 
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的其他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上市的市
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
出投資決定。GEM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GEM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
資者。

由於GEM上市的公司屬新興性質，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在主板買賣的證券承
受更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
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火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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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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未經審計）

•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4.4百萬元增至約人民幣32.9百萬元。

•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2.2百萬元增至約為人民幣28.0百萬元。

•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利潤由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8.6百萬元增至約人民幣18.2百萬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

季度業績（未經審計）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報告期」）之未經審計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比較數字。該等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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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3 32,850,686 14,379,148
直接成本 (4,891,827) (2,146,664)
    
毛利 27,958,859 12,232,484
其他收入 3 353,596 27,482
遊戲研發成本 (300,085) (215,602)
推廣成本 (205,423) (156,152)
行政開支 (4,020,547) (2,111,673)
    
經營利潤 23,786,400 9,776,539
享有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虧損 (28,905) —

    
除所得稅前利潤 4 23,757,495 9,776,539
所得稅開支 5 (5,561,391) (1,192,297)
    
期內利潤 18,196,104 8,584,242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1,836,463) (191,02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836,463) (191,02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6,359,641 8,393,222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18,199,571 8,584,242
非控制性權益 (3,467) —

    
18,196,104 8,584,242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6,363,112 8,393,222
非控制性權益 (3,471) —

    
16,359,641 8,393,222

    
每股盈利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基本及攤薄 7 11.37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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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合併儲備 法定儲備 外匯儲備 保留利潤 總額
非控制性 

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未經審計）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經審計） 1,347,236 35,021,914 11,201,260 10,000,000 7,198,564 2,664,590 28,775,087 96,208,651 — 96,208,651
期內利潤╱（虧損） — — — — — — 8,584,242 8,584,242 — 8,584,24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之匯兌差額 — — — — — (191,020) — (191,020) — (191,02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91,020) 8,584,242 8,393,222 — 8,393,222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1,347,236 35,021,914 11,201,260 10,000,000 7,198,564 2,473,570 37,359,329 104,601,873 — 104,601,873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未經審計）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審計） 1,347,236 35,021,914 11,201,260 10,000,000 12,179,207 126,870 46,584,801 116,461,288 — 116,461,288
成立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所產生之非控股權益 — — 20,090 20,090

期內利潤╱（虧損） — — — — — — 18,199,571 18,199,571 (3,467) 18,196,10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之匯兌差額 — — — — — (1,836,459) — (1,836,459) (4) (1,836,46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836,459) 18,199,571 16,363,112 16,619 16,379,731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1,347,236 35,021,914 11,201,260 10,000,000 12,179,207 (1,709,589) 64,784,372 132,824,400 16,619 132,8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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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火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
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高
新技術產業園北區朗山路9號東江環保大樓4樓。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八日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GEM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網頁遊戲及移動設備遊戲開發（包括遊戲設計、程
式設計及圖像製作）並授權其遊戲在中國及海外市場營運。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
益變動表，以及本集團的重大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解釋（統稱為「第一季度簡明財務報表」）未經審
計，惟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第一季度簡明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於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該
截止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計第一季度簡明財務報表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所述獲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會計政策於該等年度財務報表中載述。本簡明財務報表應與截至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未經審計的第一季度簡明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簡明財務報表
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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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其他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授權費及收入分成 32,850,686 14,379,148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322,486 27,482

其他 31,110 —

   

353,596 27,482

4. 除所得稅前利潤

除所得稅前利潤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廠房及設備折舊* 262,777 169,930

無形資產攤銷** 1,716,365 1,317,518

有關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租金 543,451 427,404

有關伺服器的經營租賃租金 78,460 73,681

* 載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推廣成本以及行政開支。

** 載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直接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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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3,861,391 1,192,297

遞延稅項 1,700,000 —

   

5,561,391 1,192,297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在香港產
生或來自香港的任何估計應課稅利潤，故未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按根據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釐定的適用稅率按25%計算。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附屬公司之一的深圳市火元素網絡技術有限公司（「深圳火元素」）合
資格成為中國軟體產業和積體電路產業企業，故自其產生應課稅利潤的首年度起兩年內豁免繳
納企業所得稅，並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五日其後三年減免50%所得稅。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深圳火元素開始產生應課稅利潤，因此，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由於按法定稅率減半徵收，深圳火元素享
受了12.5%的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國務院已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取消軟體企業的認證，
但上述有關獲認證軟體企業的企業所得稅優惠待遇現時仍然有效。

深圳火元素已獲得「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根據企業所得稅法，深圳火元素可享
有15%的優惠稅率。因此，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深圳火元素的實際所得稅稅
率為15%。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除非獲稅收協定或協議寬減，外國投資者從位於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所獲得
的股息須按照10%的稅率徵收預提稅。該規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適用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始累計的利潤。



– 8 –

6. 股息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
末期股息，分別為每股現金股息0.125港元（相等於每股約0.104人民幣元）及以每股派送股息1股之
基準發行紅股，股息分派須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經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除上述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
股息，自報告期結束起亦無建議派付其它任何股息。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之每股盈利為人民幣11.37分，乃按期內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18.2百萬元，並按本公司於該期間已發行股數160,000,000股普通股份計算。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之每股盈利為人民幣5.37分，乃按期內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8.6百萬元，並按本公司於該期間已發行股數160,000,000股普通股份計算。

有關期間的每股盈利乃按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不存在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方法與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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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一家專注於開發網頁遊戲及移動設備遊戲的遊戲開發商，二零一八年第一
季度我們的業績仍然保持了穩定的增長。這不僅得益於我們所堅持的遊戲開發理念
和原則，對於所開發的每一款遊戲產品均經過研發團隊的精雕細琢，力求商業化推出
的每一款遊戲產品都能夠成為精品，從而為遊戲玩家帶來最佳的遊戲體驗；同時也得
益于本集團對市場的敏銳觀察力及快速反應力，本集團緊密洞悉遊戲行業發展方向，
制定明確而有效的發展戰略，發揮自身優勢把握時代發展機遇，將重要資源投入到移
動設備遊戲研發中，在日益競爭的移動設備遊戲市場中取得突破、獲得更大市場份
額。

從財務表現來看，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收入由截至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14.4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8.5百萬元至約人民
幣32.9百萬元。網頁遊戲及移動設備遊戲的收入分別達約人民幣1.1百萬元及約人民幣
31.8百萬元，與二零一七年同期的約人民幣6.0百萬元及約人民幣8.4百萬元相比分別減
少81.7%及增加278.6%，移動設備遊戲收入佔本集團收入的比重達到了96.8%。本公司
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由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8.6百萬元
增加111.6%至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18.2百萬元。

從遊戲產品來看，於報告期，本集團商業化推出了《超級大富翁》一款移動設備遊戲，
進一步豐富了我們的遊戲組合。



– 10 –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我們已累計將自行研發的十五款遊戲系列（包括《王
者召喚》系列的移動設備版及網頁版、《英雄皇冠》系列的移動設備版及網頁版、《姬戰
三國》系列的網頁版、《無盡爭霸》系列的移動設備版、《萌仙記》系列的移動設備版、
《復仇之路》系列的移動設備版、《Number Drop》系列的移動設備版、《G-game》系列
的移動設備版、《零食大亂鬥》系列的移動設備版、《薩弗隆戰記》系列的移動設備版、
《超級大亨》系列的移動設備版、《森林大聯歡》系列的移動設備版、《捕魚大亂鬥》系列
的移動設備版、《超級逗萌獸》系列的移動設備及《超級大富翁》系列的移動設備版）授
權予多家遊戲營運商，於指定期間在指定地區營運、發佈及分銷該等遊戲。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來自主要五款遊戲系列的收入和佔
總收入的比例如下：《零食大亂鬥》系列的移動設備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以商業化方
式推出，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來自該遊戲系列的收入約為人民
幣15.5百萬元，約佔總收入的47.2%；《捕魚大亂鬥》系列的移動設備版於二零一七年十
二月以商業化方式推出，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來自該遊戲系列
的收入約為人民幣10.8百萬元，約佔總收入的32.9%；《英雄皇冠》遊戲系列網頁版自二
零一五年一月及移動設備版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以商業化方式推出，於截至二零一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來自該遊戲系列的收入約為人民幣1.3百萬元，約佔總
收入的4.0%；《王者召喚》遊戲系列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以商業化方式推出，於截至二零
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來自該遊戲系列的收入約為人民幣0.9百萬元，約佔總
收入的2.6%；《Number Drop》系列的移動設備版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以商業化方式推
出，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來自該遊戲系列的收入約為人民幣0.8
百萬元，約佔總收入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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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我們將繼續深化所研遊戲產品的品質，在核心產品上我們將繼續投入最完備的資源，
並秉承我們堅實的研發實力及創新能力研發出更高質量和強大生命力的精品遊戲；
對現有遊戲將繼續進行更新及優化，為我們的遊戲玩家帶來良好的遊戲體驗，以增強
遊戲玩家對我們遊戲產品的粘度，為我們帶來更穩定的收益。未來我們將繼續加強與
授權營運商的合作，增設新的遊戲玩法和針對不同玩家陸續推出更多語言版本，授權
給營運商營運該等遊戲，並與授權營運商商討授權遊戲的運營方式、精準管理及創新
遊戲推廣方式等，以發揮我們在遊戲研發方面的優勢，提升本集團遊戲研發知名度。
同時，我們對創新型遊戲類型將積極進行嘗試，在遊戲研發中引入創新技術，以圖開
拓創新與發展。憑藉本集團在遊戲研發方面的實力，我們將會推出更多高品質的創新
產品，以豐富我們遊戲產品組合的多元化，並借此來吸引和滿足遊戲玩家。

此外，我們將積極拓展海外市場，以將我們的遊戲推廣至新的有潛力地區及區域，強
化我們的國際競爭力，力求在激烈競爭的行業環境中發展和壯大。

期內利潤

由於上述原因，本公司權益所有人應佔利潤自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
約人民幣8.6百萬元上升約111.6%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18.2
百萬元。

股息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分別為每股現金股息0.125港元（相等於每股約0.104人民幣元）及
以每股派送股息1股之基準發行紅股，股息分派須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經股
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除上述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派付
或宣派任何股息，自報告期結束起亦無建議派付其它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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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集團致力達成高水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權益並提升企業價值及問責性。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乃基於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守則中的原則及守則條
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報告期內一直遵守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股份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八日在聯交所GEM上市。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刊發季度業績及寄發季度報告

本公告將登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GEM網站www.hkgem.com，而本公告
將登載於「最新公司公告」頁內，自登載日期起計至少保留七天。本公告亦將登載於本
公司網站www.firerock.hk。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季度報告
載有GEM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全部資料，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並在上述網站內刊
載。

承董事會命
火岩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黃勇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五）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勇先生、吳哲先生及饒振武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岩先
生、張雄峰先生及楊侃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京暉先生、何雲鵬先生及陳迪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