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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
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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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
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
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
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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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
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我們」）的資料；本

公司董事（「董事」）願就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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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就其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

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

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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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125,362 115,919 455,387 416,869

期內虧損 (75,427) (18,982) (125,982) (9,156)

經調整（虧損）╱溢利淨額

 （未經審計） (65,530) (8,368) (99,422) 43,337
    

— 經調整（虧損）╱溢利淨額指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在內的（虧

損）╱溢利。其被認為是綜合損益表的有用補充資料，可反映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所呈列財務期間的盈利能力及營運表現。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收入約為人民幣 455.4

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收入約人民幣 416.9 百

萬元增加約 9.2%。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收

入約為人民幣 125.4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的收入約人民幣 116.0 百萬元增加約 8.1%。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虧損約為人民幣 126.0

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虧損約為人民幣 9.2

百萬元。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經調整虧損淨額約為

人民幣 99.4 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經調整

溢利淨額則約為人民幣 43.3 百萬元。

— 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

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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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業績（未經審計）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計綜合季

度業績及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連同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的比較數字。該等業績已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閱。本公司審計

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擔任審計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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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綜合（虧損）╱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4 125,362 115,919 455,387 416,869
成本 (74,171) (75,201) (242,386) (255,346)

    

毛利 51,191 40,718 213,001 161,523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54,725) (16,978) (153,647) (134,081)
行政開支 (23,821) (19,945) (72,179) (57,044)
研發開支 (35,195) (30,517) (105,791) (85,285)
其他利得 — 淨額 6 3,269 8,940 29,303 98,578

    

經營虧損 (59,281) (17,782) (89,313) (16,309)
財務收益 — 淨額 278 4,233 3,600 6,197
享有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虧損 (8,650) (2,253) (19,654) (2,927)

    

除所得稅前虧損 (67,653) (15,802) (105,367) (13,039)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7,774) (3,180) (20,615) 3,883

    

期內虧損 (75,427) (18,982) (125,982) (9,156)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變動，扣除稅項 398 993 (636) 993
 — 減去：於處置時重新分類可供
    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變動至損益，扣除稅項 (1,570) (354) (1,984) (354)
 —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
    其他綜合收益份額，
    扣除稅項 246 1,105 1,108 1,105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貨幣換算差額 4,250 31,104 16,678 30,615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扣除稅項 3,324 32,848 15,166 32,359
    



2016年第三季度報告  |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5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期內綜合（虧損）╱收益總額 (72,103) 13,866 (110,816) 23,203
    

以下應佔虧損：
本公司所有者 (75,426) (18,206) (125,980) (8,378)
非控制性權益 (1) (776) (2) (778)

    

期內虧損 (75,427) (18,982) (125,982) (9,156)
    

以下應佔綜合（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所有者 (72,102) 14,642 (110,814) 23,981
非控制性權益 (1) (776) (2) (778)

    

期內綜合（虧損）╱收益總額 (72,103) 13,866 (110,816) 23,203
    

每股虧損（每股以人民幣計）  
— 基本 8(a) (0.22) (0.05) (0.36) (0.02)

    

— 攤薄 8(b) (0.22) (0.05) (0.36) (0.02)
    

中期簡明合併綜合（虧損）╱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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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
 

（未經審計） 股本 股本溢價

股本 — 
受限制

股份單位
計劃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制性
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59 1,722,308 (3) 325,713 (977,657) 1,070,420 (1,907) 1,068,513
        

綜合（虧損）╱收益
期內虧損 – – – – (125,980) (125,980) (2) (125,982)

其他綜合（虧損）╱收益：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扣除稅項 – – – (636) – (636) – (636)
— 於處置時重新分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

   公允價值變動至損益，扣除稅項 – – – (1,984) – (1,984) – (1,984)
—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其他綜合

   收益份額，扣除稅項 – – – 1,108 – 1,108 – 1,108
— 貨幣換算差額 – – – 16,678 – 16,678 – 16,678

        

期內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 – – 15,166 (125,980) (110,814) (2) (110,816)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本公司所有者出資及
 獲發分派的總額
僱員購股權計劃及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 僱員服務價值 – – – 26,560 – 26,560 – 26,560
 — 股份的歸屬 – (1) 1 – – – – –

        

期內本公司所有者出資及獲發分派的總額 – (1) 1 26,560 – 26,560 – 26,560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59 1,722,307 (2) 367,439 (1,103,637) 986,166 (1,909) 98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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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有者應佔
 

（未經審計） 股本 股本溢價

股本 — 

受限制

股份單位

計劃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制性

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59 1,726,828 (6) 206,182 (925,746) 1,007,317 (21) 1,007,296
        

綜合（虧損）╱收益
期內虧損 – – – – (8,378) (8,378) (778) (9,156)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扣除稅項 – – – 993 – 993 – 993

 — 於處置時重新分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

    公允價值變動至損益，扣除稅項 – – – (354) – (354) – (354)

 —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其他綜合

    收益份額，扣除稅項 – – – 1,105 – 1,105 – 1,105

 — 貨幣換算差額 – – – 30,615 – 30,615 – 30,615
        

期內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 – – 32,359 (8,378) 23,981 (778) 23,203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本公司所有者出資及
 獲發分派的總額
僱員購股權計劃及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 僱員服務價值 – – – 52,493 – 52,493 – 52,493
— 股份的歸屬 – (3) 3 – – – – –

股份回購 – (1,824) – – – (1,824) – (1,824)
        

期內本公司所有者出資及獲發分派的總額 – (1,827) 3 52,493 – 50,669 – 50,669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59 1,725,001 (3) 291,034 (934,124) 1,081,967 (799) 1,081,168
        

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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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根據

開曼群島公司法第二十二章節（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經整合及修訂）

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O.Box 2804, Grand Cayman KY1-1112,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以及其他國家及地區主要從事網絡

遊戲開發及發行（「本集團遊戲業務」）。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截至二

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和三個月的中期簡明合併綜合（虧損）╱收

益表，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

現金流量表，以及本集團的重大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解釋（統稱為「中

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經董事會批准。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本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計。



2016年第三季度報告  |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9

2.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

務報告」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所載的根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二零一五年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

3.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未經審計的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二零一五年財務報表所

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中期財務資料

已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通過重估按公允價值列賬的資產及負債，如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和

負債（包括衍生工具）而作出修改。

中期期內的所得稅會按預期年度盈利總額的適用稅率預提。

概無於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的新訂準則以及現有準則的修訂和詮釋預

期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尚未提前採納任何已頒佈但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

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以及現有準則的修訂和詮釋。本集團正在評估

首次採用新準則以及對現有準則的修訂和詮釋對集團財務報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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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網絡遊戲的開發及運營：

— 遊戲虛擬物品銷售 120,676 110,071 433,211 395,611
— 授權金及技術服務費 4,686 5,848 22,176 21,258

    

125,362 115,919 455,387 416,869
    

本集團提供不同類型的網絡遊戲：客戶端遊戲、網頁遊戲及手機遊戲，

本集團不同類型的遊戲收入於各期間的明細參見下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遊戲虛擬物品銷售，授權金及技術

 服務費：

— 手機遊戲 122,637 108,136 436,619 387,028
— 網頁遊戲 640 2,244 3,151 10,119
— 客戶端遊戲 2,085 5,539 15,617 19,722

    

125,362 115,919 455,387 41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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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國（香港除外）、海外國家及地區的遊戲收入於各期間的明細參

見下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中國（香港除外） 79,411 104,672 365,423 375,907

海外國家及地區 45,951 11,247 89,964 40,962
    

125,362 115,919 455,387 416,869
    

海外國家及地區的收入主要來自韓國。

本公司首席經營決策者認為，本集團遊戲業務乃以單一分部經營及管

理網絡遊戲的研發及發行，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料。

本集團擁有大量的遊戲玩家，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並無來自任何個人玩家的收入超過本集團收入

的 10% 或以上。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幾乎

所有的非流動資產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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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儲備

（未經審計） 股本儲備 貨幣換算差額
法定盈餘
公積金

以股份
為基礎的
補償儲備 其他儲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結餘 (7,831) 86,285 9,557 257,492 8,715 354,21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變動，扣除稅項 – – – – 398 398
於處置時重新分類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至損益，扣除稅項 – – – – (1,570) (1,570)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

 其他綜合收益份額，

 扣除稅項 – – – – 246 246
僱員購股權計劃及受限制

 股份單位計劃：

 — 僱員服務價值 – – – 9,897 – 9,897
貨幣換算差額 – 4,250 – – – 4,250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結餘 (7,831) 90,535 9,557 267,389 7,789 367,439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結餘 (7,831) 26,014 9,557 219,825 6 247,57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變動，扣除稅項 – – – – 993 993
於處置時重新分類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至損益，扣除稅項 – – – – (354) (354)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

 其他綜合收益份額，

 扣除稅項 – – – – 1,105 1,105
僱員購股權計劃及受限制

 股份單位計劃：

 — 僱員服務價值 – – – 10,615 – 10,615
貨幣換算差額 – 31,104 – – – 31,104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結餘 (7,831) 57,118 9,557 230,440 1,750 29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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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 股本儲備 貨幣換算差額
法定盈餘
公積金

以股份
為基礎的
補償儲備 其他儲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結餘 (7,831) 73,857 9,557 240,829 9,301 325,71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變動，扣除稅項 – – – – (636) (636)
於處置時重新分類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至損益，扣除稅項 – – – – (1,984) (1,984)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

 其他綜合收益份額，

 扣除稅項 – – – – 1,108 1,108
僱員購股權計劃及受限制

 股份單位計劃：

 — 僱員服務價值 – – – 26,560 – 26,560
貨幣換算差額 – 16,678 – – – 16,678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結餘 (7,831) 90,535 9,557 267,389 7,789 367,439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結餘 (7,831) 26,503 9,557 177,947 6 206,18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變動，扣除稅項 – – – – 993 993
於處置時重新分類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至損益，扣除稅項 – – – – (354) (354)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

 其他綜合收益份額，

 扣除稅項 – – – – 1,105 1,105
僱員購股權計劃及受限制

 股份單位計劃：

 — 僱員服務價值 – – – 52,493 – 52,493
貨幣換算差額 – 30,615 – – – 30,615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結餘 (7,831) 57,118 9,557 230,440 1,750 29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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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利得 — 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政府補助（附註 (a)） 90 21 9,795 6,081

匯兌利得╱（虧損），淨額 1,032 (410) 2,055 554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已變現╱

 未變現公允價值（虧損）╱利得 (2,702) (3,763) 9,749 61,045

衍生金融工具的已變現公允價值

 利得（附註 (b)） – – – 14,540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

 的聯營公司投資的

 公允價值利得 975 – 2,817 –

處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利得 1,616 404 2,089 40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利得 – – 138 –

出售無形資產的利得 2,248 (880) 2,458 579

短期投資回報 – – – 821

視作出售投資產生的攤薄利得

 （附註 (c)） – 12,725 – 12,725

其他 10 843 202 1,829
    

3,269 8,940 29,303 98,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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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政府補助主要指政府機構給予的多種行業專項補貼，以資助本集團於業務過程中所

產生的遊戲研發成本及資本性支出。

(b)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二日，本公司與星美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星美集團」，一家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訂立股份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認

購星美集團 139,582,733 普通股股份，總代價為 5,000,000 美元，相當於星美集團已

發行股份的 1.35%。該認購協議因此計量為遠期合同並參考星美集團在活躍市場上

的股票價格進行估值。該遠期合同自認購協議簽訂日至認購股份發行日的公允價值

變動人民幣 14,540,000 元計入損益。

(c) 本公司對斧子互動娛樂有限公司（「斧子公司」）的投資採用權益法持續計量。於二

零一五年八月，斧子公司對數位投資者以30,750,000美元的對價發行B系列優先股，

佔 斧 子 公 司 全 面 的 攤 薄 總 股 權 的 33.88%。因 此，本 集 團 於 斧 子 公 司 的 權 益 由

37.78% 攤薄至 24.98%，致使確認的攤薄利得為約人民幣 12,725,000 元。攤薄利得

指緊接新股份發行前視作出售本集團投資的應佔賬面值與本集團分佔發行新股份收

到的款項之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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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抵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

所得稅開支╱（抵免）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即期所得稅 5,002 322 14,393 2,626

遞延所得稅 2,772 2,858 6,222 (6,509)
    

所得稅開支╱（抵免） 7,774 3,180 20,615 (3,883)
    

(a) 開曼群島所得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

司，因此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

(b) 香港利得稅

本集團毋須就非源自香港的收入、股息及資本利得繳納香港利得

稅。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子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源自香港的應課稅溢利適用 16.5% 的所得稅率。

股息付款於香港毋須繳納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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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根據現有相關法律、詮釋及慣例，本集團就在中國的業務所作所

得稅撥備按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估

計應課稅溢利以 25% 的稅率計算，而手遊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手遊通」）及天津八八六四網絡技術有限公司（「天津 8864」）被

認定為軟件企業，并適用如下所得稅優惠稅率：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手遊通 25% 50% 減免

天津 8864 50%減免 50% 減免

(d) 中國預扣稅（「預扣稅」）

根據適用中國稅項法規，一家中國成立公司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

日後取得的溢利向外國投資者分派的股息一般須繳納 10% 的預扣

稅。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外國投資者符合中國與香港訂立的雙邊

稅項協定安排的條件及規定，相關預扣稅稅率將由10%減至5%。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附屬公司未將留存收益分派予

本公司。本集團在可預見的未來並無任何支付計劃。因此，於各

報告期末沒有確認預扣稅相關的遞延所得稅負債。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經營實體不具有

可供分派予本公司的未分配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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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a) 基本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每

股基本虧損按此期間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本集團虧損除以該期間內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虧損 (75,426) (18,206) (125,980) (8,378)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

 股數（千股） 349,340 343,981 348,449 340,203
    

每股基本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計） (0.22) (0.05) (0.36)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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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乃根據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以假

設轉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

公司擁有兩類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即授予合資格人士的受

限制股份單位與購股權。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集團處於虧損，潛在的股份因具有反攤薄

影響而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計算在內。因此，截至二零

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每股攤薄虧

損與本期間的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9. 股息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未曾派付或

宣派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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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與展望

回顧

遊戲、影視及動漫等泛娛樂元素的融合在不斷加速，跨界資源整合成為大勢

所趨；同時，直播、增強現實 (AR) 和虛擬現實 (VR) 新技術發展日新月異，

唯有抓住科技新成果轉化應用的紅利期，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優

勢地位，這已成為全球文化產業的共識。

隨著本集團在影業、消費電子領域的佈局，集團化建制初具規模，集團化運

營的優勢逐漸放大。本集團上下按照「影漫遊」三位一體的戰略，以「產品

社區化、業務娛樂化、市場國際化」為重點，將影視、動漫及遊戲三個領域

之內容及品牌相融合，為努力打造全娛樂產業鏈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

實踐。

一、 遊戲業務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我們累計商業化二十五款遊戲，其中包

括十五款自研遊戲以及十款代理遊戲。

《蜀山戰紀之劍俠傳奇》（以下簡稱《蜀山戰紀》）作為二零一六年開篇大

作，是本集團推出的首款跨界聯動 IP 產品。藍港互動攜手吳奇隆、愛

奇藝及安徽衛視多方合作，創造了「台網遊」聯動的全新商業模式。《蜀

山戰紀》的成功，全面開啟了藍港遊戲向影視、電視台、互聯網等平台

拓展、全面泛娛樂化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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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手遊《黎明之光》是首款手機、PC 和家庭主機三端同步的 3D 大型

多人在線（MMO）動作手遊，由端遊原班人馬歷時 3 年開發，完美繼承

端遊的劇情、場景及人設，並且採用頂尖自研 Saturn3D 引擎，引入 8

大次時代畫面渲染技術，打造堪比主機畫質的真實 3D 大世界。憑藉出

色品質，《黎明之光》在同期眾多重量級 IP 大作中脫穎而出，被硬核聯

盟評為二零一六年九月明星手遊。《黎明之光》自二零一六年九月八日

正式商業化以來表現優異，多次衝入 AppStore 暢銷榜前三，並長期保

持在 App Store 暢銷榜前十， 十月推出的新版本更是受到了玩家的喜

愛，月度流水穩定增長。

《大話蜀山》是藍港首款 3D 仙俠回合制手遊，打造堪比端遊的高清唯美

畫質，更有大批蜀山和神話人物以全新 Q 萌造型相繼登場。《王者之劍

2》是本集團自研手遊《王者之劍》之續作，在深耕動作遊戲類型的基礎

上，加入了更多的社交玩法。《大話蜀山》和《王者之劍 2》目前正在測

試階段。

海外遊戲市場亦有突出表現。藍港美國有限公司（藍港美國附屬公司）

正式成立以來，一方面，繼續加強研發實力，吸納歐美著名遊戲公司

及技術平台的人才，充實研發團隊；另一方面，以全球化業務視角，

努力爭取好萊塢一線 IP，針對以北美為核心的全球市場，做遊戲深度

定制性研發和推廣。本年初，本集團正式與美國福斯數字娛樂 (Fox 

Digital Entertainment) 攜手開發一款基於《獨立日：捲土重來》的策略

戰爭類型手遊作品，為本集團實現「影漫遊一體化，打造全球性 IP」目

標邁出紮實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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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藍港韓國有限公司（藍港韓國附屬公司）在去年相繼發行《蒼

穹之劍》等多款產品的基礎上，今年更是取得了新的進展。一是代理

中國大陸地區公司開發的一款二戰題材的 3D 海戰遊戲《雷霆艦隊》，今

年二月韓國上線以來，曾取得韓國谷歌下載榜排名第 3 及暢銷榜排名

第 33 的成績，並連續三個月保持了谷歌暢銷榜第 30 到第 40 的排名；

二是藍港自研的《蜀山戰紀》，於今年六月二十八日在韓國上線，三天

內即取得 Kakao Talk 人氣榜第一，iOS 下載榜第一，谷歌下載榜第一和

本地商場 ONESTORE 下載榜第一的成績，谷歌暢銷榜最高排名第 20，

連續三個月流水保持約千萬人民幣水平。

為玩家帶來高品質的精品遊戲，始終是藍港的初心所在。本集團將一

如既往的嚴苛遊戲品質，力圖為全球玩家呈現更極致的暢玩體驗。

二、 影視業務

今年三月，本集團宣佈全面進軍影視行業。藍港影業作為本集團核心

業務之一，其目標是將影視、動漫及遊戲三個領域之內容及品牌相融

合，打造全娛樂產業鏈，做面向網絡新生代的內容提供商。以集團自

主遊戲 IP 打造影視及動漫項目，以集團自主影視及動漫 IP 反向滲透遊

戲業務，達到良性循環以打造「超級 IP」。

本季度，藍港影業 A 輪融資人民幣 1.3 億元，本輪融資重點用於打造新

生代影視及動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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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港影業已獨家取得漫畫家姜京玉人氣漫畫作品《雪姬》的相關授權，

《雪姬》網劇於今年八月底開拍，十月中旬拍攝完成，目前處於後期製

作階段。作為藍港影業的首部力作，《雪姬》網劇秉承精品 IP 加優質主

創的理念，由於正工作室御用 90 後導演貓的樹執導，宋威龍、周雨桐

等 90 後高顏值人氣演員主演。除高顏值主創團隊外，網劇也在情節和

台詞上加入更多網感元素，立足網絡新生代，深挖 90 後、00 後人群需

求，力圖打造品質精良的超級網劇。

藍港影業目前已經儲備了多個優質IP，《雪姬》、《他不喜歡超級英雄》、

《中二病拯救大作戰》以及《身為一個胖子》等均為二次元領域人氣作品，

在 95 後群體中有著極高的關注度。同時，藍港影業也投資了多個影視

項目，其中包括首部以天使為背景的網絡大電影《蒙圈天使》以及喜劇

片《反轉人生》，目前均在逐步推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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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費電子業務及其他

作為本集團戰略投資的斧子互動娛樂有限公司，旗下斧子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斧子科技」）已對外更名為「藍港科技」，以進一步加強與藍

港互動在產品、技術和市場方面的協同。藍港科技亦將繼續保持在遊

戲娛樂設備以及消費電子產品方面的長期投入。其主打產品「FUZE」（原

「戰斧 F1」升級版）作為首款家庭互聯網娛樂遊戲主機，自發佈之初就

與育碧、光榮團隊等多家國外知名遊戲主機研發商達成戰略合作關係，

並簽約 76 款主機大作，其中包括《真三國無雙 7 猛將完全版》、《刺客

信條編年史》、《無敵 9 號》等多款國際 3A 級大作。同時，「FUZE」的安

卓開發平台亦將「熊貓 TV」、「樂視」等熱門應用嵌入其中。除陸續上

架新遊戲外，「FUZE」亦不斷進行系統升級，新版「FUZE OS」系統經過

了整體優化並新增多項功能，以提升用戶體驗。

在發力線上的同時，「藍港科技」也積極佈局線下，目前「FUZE」已覆

蓋超過 50 家線下終端店。「藍港科技」也與樂視、蘇寧達成合作，10

月份覆蓋約 100 家樂 par 店和 20 家蘇寧實體店。未來，「藍港科技」還

將緊跟 VR 技術發展步伐，已獨家代理中國遊戲開發商柳葉刀科技旗下

核心遊戲《邊境計劃》主機和 VR 雙版本，將在全球市場進行全平台發

行。「藍港科技」也將積極扶持主機遊戲開發團隊，孵化各類主機人才，

以期在中國建立良好的遊戲主機市場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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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始終密切關注 AR、VR、直播等業務領域的發展趨勢和技術變

革，以期實現 AR、VR、直播等與本集團當前業務的協同，進一步促成

本集團產品多元化進程。本集團已宣佈立項研發《捉妖記》題材 AR 手

遊，把中國神話文化與新興的 LBS、AR 技術有機結合，以獨特捉妖玩

法激活國民 IP。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分別投資了北京春秋永樂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永樂票務」）和北京檸檬微趣科技有限公司（「檸檬微趣」）兩家公司。

永樂票務是一家於中國北京註冊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體育、文

藝及娛樂活動的經營運作和票務營銷，該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七

日正式掛牌新三板，證券代碼：837736。檸檬微趣是一家專注於休閒

類精品手機遊戲的研發商，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正式掛牌新

三板，證券代碼：838966。其主打產品《賓果消消樂》（原《糖果萌萌

消》）深受玩家喜愛。

本期內，本集團宣佈對混合現實技術公司邁吉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邁吉客科技」）數千萬元人民幣的戰略投資。邁吉客科技是一家擁有

領先研發實力的技術公司，通過虛擬和現實間的仿真融合、表情╱動

作捕捉和交互控制等方面的技術創新，開創全新社交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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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基於前期佈局，未來統一使用藍港品牌的藍港互動、藍港影業以及藍港科

技，將分別在遊戲業務、影視娛樂和消費電子等三大航道各自發力，全力尋

求更大市場機會。

航道一：遊戲

隨著遊戲業務向「產品精品化、IP 價值最大化」的策略調整，本集團嚴苛產

品質量，不惜延長研發週期，以達到市場和玩家的認可。

一是自研遊戲。本集團會以團隊擅長的產品類型為重點，以自主 IP 的運營

模式為載體，挖掘 IP 的故事情節、深入人心的 IP 文化以及融入其中的流行

元素，並使之圍繞遊戲內核的設計，最終成為遊戲的一部分，以保證及提升

自研產品的質量。二是代理遊戲。本集團將進一步開拓創新與發展，繼續加

強對合適代理遊戲的甄選，通過完善的市場調研，以及對行業變化的敏銳感

知，大膽嘗試創新型遊戲類型，以高品質、多元化的遊戲來吸引和滿足玩

家。本集團相信，《黎明之光》手遊憑藉其出色品質及良好口碑將在今年第

四季度及明年延續其優異表現，為公司貢獻穩定的流水。計劃今年年底前將

《黎明之光》引入港澳台，明年初引入韓國和東南亞。

藍港美國附屬公司將推出本集團首款自研移動電競手遊，遊戲中玩家可以

開車進行足球、籃球、冰球等不同類型的比賽，實時和其他玩家進行競技比

賽。而代理遊戲《萌萌羋月傳》則是本集團將攜手花兒影視共同打造的一款

針對女性遊戲市場的 3D 唯美換裝養成手遊。



2016年第三季度報告  |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27

《捉妖記》是基於二零一五年中國大陸電影票房冠軍《捉妖記》打造的 MMO 手

遊，產品高度還原電影劇情，未來還將與安樂影業之《捉妖記 2》電影同期推

出迭代產品。《蒼穹之劍 2》是「藍港三劍」之一的經典仙俠 MMO 手遊《蒼穹

之劍》之續作，也將是藍港遊戲首款打通「影漫遊」的跨界超級 IP。

當下全球化娛樂已經成為必然趨勢，藍港遊戲將充分利用本地及海外團隊

資源，打造全球化 IP。藍港遊戲還將進一步深耕垂直領域，抓住擅長的產品

分類和挖掘細分市場中新的分類，專注移動競技相關細分領域的遊戲產品。

航道二：影視娛樂

藍港影業為集團另一核心業務。面向網絡新生代，打造精品 IP，是藍港影業

發展的重中之重。藍港影業不僅要全力打造高品質內容的影視作品，更會將

影視作為本集團泛娛樂生態的重要一環，最大化挖掘「影漫遊」價值，追求

與集團動漫、遊戲等業務的充分協同。

目前，藍港影業旗下多個影視項目正在順利推進中。《雪姬》網劇的成功拍

攝，有力證明了藍港影業打造精品影視作品的實力與決心。該網劇計劃於二

零一七年初上線播出，而《雪姬》大電影也將於二零一七年開機。超能喜劇

大電影《他不喜歡超級英雄》，將由國際班底操刀，超級網劇將攜手《廢柴兄

弟》編劇共同打造喜劇精品，後續還將開發動漫、遊戲等作品。藍港影業也

將基於藍港三劍之一《蒼穹之劍》拍攝同名電視劇，並推出大電影，真正踐

行「影遊聯動」，以本集團自有 IP 打造影視作品，充分發揮藍港遊戲與藍港

影業的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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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藍港影業將與北京玉隆騰嘉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國內首部以

天使為背景的網絡大電影《蒙圈天使》，該劇將集結歡樂喜劇人、德雲社、

開心麻花成員，並有包貝爾友情客串。藍港影業投資出品的喜劇片《反轉人

生》，由威尼斯及戛納電影節獲獎導演伍仕賢執導，聯手影帝夏雨、閆妮、

潘斌龍及人氣偶像宋茜等，以及與安樂（北京）電影發行有限公司，天津聯

瑞影業有限公司等強強合作。

另外，本集團將繼續重點關注直播等互聯網平台的新業務，通過外部資源的

引入和內部力量的培養，推動相關項目的發展。

航道三：消費電子

如今互聯網發展的重心，已經由「移動互聯網」逐漸進入到「萬物互聯」時代。

萬物互聯帶來的，不是人本身價值的淹沒，恰恰是個性化的凸顯，聯接人與

人的「個性化互動平台」，將成為互聯網新生態模式的基礎所在。

本集團將與藍港科技進一步深化開放與合作，依託 FUZE OS 載體，在遊戲、

視頻、直播、社交等領域，積極尋求各種形態的合作夥伴，形成平台效應，

力爭早日打造「FUZE」為真正意義上的「家庭互聯網娛樂中心」。



2016年第三季度報告  |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29

國際市場

我們一般將遊戲授權予國際市場的第三方發行商，遊戲包括我們的自研遊

戲以及我們擁有全球獨家代理權的代理遊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我

們的遊戲已於中國大陸以外的四十七個國家和地區發行。於二零一六年上

半年，我們的韓國附屬公司成功推出《蜀山戰紀》韓語版及代理遊戲《雷霆艦

隊》。本集團的美國附屬公司也携手美國福斯數字娛樂開發了一款基於好萊

塢科幻災難大片《獨立日：捲土重來》的策略戰爭類型手遊作品。截至二零

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我們來自海外市場的收入約佔我們總收入的

19.8%。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我們來自海外市場的收入約

佔我們總收入的 9.8%。

我們的玩家

我們的遊戲註冊玩家總數從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的約 196.8 百萬名上升至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超過 217.1 百萬名。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平均

每月活躍用戶 (MAU) 達到約 2.5 百萬人，平均每日活躍用戶 (DAU) 達到約 0.4

百萬人，付費玩家平均每月收入 (ARPPU) 約為人民幣 273.1 元。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幣 416.9 百萬

元增加約 9.2% 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幣 455.4 百萬

元。收入的增加主要得益於於二零一六年一月推出自主研發手機遊戲《蜀山

戰紀》及於二零一六年九月推出代理手機遊戲《黎明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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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遊戲形式及來源劃分的收入

下表分別載列截至二零一五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截至二零

一五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按 (i) 遊戲形式；(ii) 自主研發遊戲及

代理遊戲的收入明細：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概約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概約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概約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概約百分比         
手機遊戲 122,637 97.8 108,136 93.3 436,619 95.9 387,028 92.8
網頁遊戲 640 0.5 2,244 1.9 3,151 0.7 10,119 2.4
客戶端遊戲 2,085 1.7 5,539 4.8 15,617 3.4 19,722 4.8        

總計 125,362 100 115,919 100 455,387 100 416,869 100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概約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概約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概約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概約百分比         
自研遊戲 74,667 59.6 48,752 42.1 303,943 66.7 175,576 42.1
代理遊戲 50,695 40.4 67,167 57.9 151,444 33.3 241,293 57.9        

總計 125,362 100 115,919 100 455,387 100 416,869 100        

成本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成本約為人民幣242.4百萬元，

較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幣 255.3 百萬元下降約 5.1%。不

計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的成本約人民幣 240.7 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

幣 250.8 百萬元下降約 4.0%。本集團的成本較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減少主要得益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所得收入總額

當中自主研發手機遊戲收入所佔比重增加，以致支付予第三方遊戲開發商

的收入分成費用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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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毛利約為人民幣213.0百萬元，

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幣 161.6 百萬元增加約

31.8%。不計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的毛利約為人民幣 214.7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的約人民幣 166.1 百萬元增加約 29.3%。本集團毛利增加得益於截至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推出一款新自主研發手機遊戲，以及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所得收入總額當中自主研發手機遊戲

收入所佔比重增加以致支付予第三方遊戲開發商的收入分成費用減少所帶

來的綜合影響。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毛利率約為 46.8%，較截至二

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 38.7% 上升約 8.1 個百分點。不計以股份為

基礎的補償開支，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毛利率約

為 47.1%，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 39.8% 上升約 7.3 個

百分點。本集團毛利率上升主要得益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期間推出一款新自主研發手機遊戲，以及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所得收入總額當中自主研發手機遊戲收入所佔比重增加以致支付予

第三方遊戲開發商的收入分成費用減少所帶來的綜合影響。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約為人

民幣 153.6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 134.1

百萬元增加約 14.5%。不計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約為人民幣 152.2 百萬元，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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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 130.3 百萬元增加約 16.8%。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新推出多款自主研發及代理手機

遊戲，我們的廣告及推廣開支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有所增加。

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 72.2 百

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 57.0 百萬元增加約

26.7%。不計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 58.3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幣 35.7 百萬元增加約 63.3%。本集團行政開支增加主要

由於行政人員的人數、薪金、勞動成本及其他福利增加，以及其他相關支出

增加所致。

研發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研發開支約為人民幣 105.8 百

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 85.3 百萬元增加約

24.0%。不計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的研發開支約為人民幣 96.2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人民幣 62.4 百萬元增加約 54.2%。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研發開支增加主要由於研發人員薪金及福利開支增加；

為拓展海外市場及加強海外的遊戲研發能力而加大研發開支；以及有關開

發新手機遊戲《蜀山戰紀》之外包動漫及美術設計費用增加綜合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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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利得 — 淨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其他利得約為人民幣 29.3 百

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幣98.6百萬元有所減少。

本集團其他利得變動主要由於本公司所持有的若干投資資產於截至二零

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公允價值變動所致。

財務收益 — 淨額

本集團的財務收益從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 6.2 百萬

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為人民幣 3.6 百萬元。該減

少乃主要由於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同期的匯兌利得減少

所致。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資本化利息（二零一五年：

無）。

享有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虧損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享有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

虧損約為人民幣 19.7 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為人

民幣 3.0 百萬元，該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投資的公司斧子互動娛樂有限

公司於其早期運營階段產生虧損所致。

所得稅（開支）╱抵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 20.6

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則為所得稅抵免約人民幣3.9

百萬元。所得稅出現變動乃由於 (i) 稅務與會計計量基礎差異導致的當期所

得稅納稅支出調整；及 (ii) 撥回上一期間已確認遞延稅項資產以致遞延所得

稅開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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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期內虧損約為人民

幣 126.0 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虧損則約為人民

幣 9.2 百萬元。

為補充我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合併財務報表，我們亦採用經調

整虧損╱溢利淨額作為額外財務計量，透過撇除我們認為並非可反映我們業

務表現指標的項目的影響來評估我們的財務表現。我們的經調整虧損╱溢利

淨額的計算方式為期內虧損扣除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經調整虧損╱溢

利淨額屬於未經審計數據。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經調整虧損淨額約為人民幣

99.4 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經調整溢利淨額則約

為人民幣 43.3 百萬元。我們的經調整虧損淨額出現變動乃由於 (i) 本公司分

別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所持的若干投資資產

的公允價值出現變動；(ii) 擴展海外市場，及已投資的影視業務尚處於早期

運營階段；以及 (iii) 稅務與會計計量基礎差異導致稅項開支增加。由於本季

度經調整虧損能夠讓我們在不考慮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的情況下計量

我們的盈利能力，我們認為其構成對收益表數據的一項有意義的補充，所以

我們於本季報內呈列期內經調整虧損淨額。然而，期內經調整虧損淨額不應

孤立地予以考量，亦不應作為虧損淨額或經營收入的替代指標或在計量流

動資金時作為現金流的替代指標加以解讀。潛在投資者謹請留意，由於計算

中使用的要素不同，本季報內呈列的本季度經調整虧損╱溢利淨額未必可與

其他公司呈報的其他類似命名的計量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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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我們主要以我們的主要經營活動所產

生現金撥付我們業務的資金。本集團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完成本公司股份

於聯交所上市（「上市」）獲取所得款項淨額以來一直維持穩健的現金狀況。

我們擬使用內部資源及通過內部可持續增長為我們的擴張及業務經營提供

資金。

財務政策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將閒置資金投資於中國的商

業銀行發行的短期理財產品。為使本集團的閒置資金產生更佳回報，本集團

的財務政策是投資於短期理財產品，且不會進行任何高風險投資或投機性

的衍生工具交易。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我們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682.9

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794.5 百萬元），主要包括存放

於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現金及手頭現金，主要以人民幣（約佔 23.2%）、港

幣（約佔 75.5%）、美元（約佔 1.2%）及其他貨幣（約佔 0.1%）計值。

我們自上市收到的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佣金以及與上市有關的其他估

計開支）約為 686.2 百萬港元。於本季報日期，我們已動用部分自上市收到

的所得款項淨額（請參閱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且餘款已作為短期

活期存款及其他存款存放本集團開設的一個銀行賬戶內。我們將按照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公告「更改所得款項用途」所列載的所得款項

建議用途動用我們自上市收到的所得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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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支出

我們的資本支出包括購置傢俱及辦公設備、購買服務器及其他設備、汽車、

租賃物業裝修、購買商標及許可及電腦軟件。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我們的資本開支總額約為人民幣 35.0 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 29.5 百萬元），包括購置傢俱及辦公設備約人民

幣1.2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2.5百萬元）、

購買服務器及其他設備約人民幣 0.2 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約人民幣 1.0 百萬元）、汽車約人民幣 0.7 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 0.7 百萬元）、租賃物業裝修約人民幣 4.3 百

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 3.5 百萬元）、購買商

標及許可約人民幣 27.6 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

民幣 21.4 百萬元）及購買電腦軟件約人民幣 1.0 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 0.4 百萬元）。我們以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撥付

我們的資本支出。

資本架構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本集團的資

本架構由普通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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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及負債比率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我們持有長期銀行借款人民幣 80.0 百萬元，

其中人民幣約0.5百萬元將於1年內到期（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按負債總額除以總資產計算的負債比率

為約 27.2%（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6.9%）。

集團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質押約人民幣 81.9 百萬元的現金資產作

為對銀行借款的抵押（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資料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 683 名僱員（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698 名），主要在中國境內任職。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僱員薪酬總額約為人民幣

152.4 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 141.7 百萬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成立薪酬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符合創

業板上市規則附錄 15。薪酬委員會將定期審核並不時就本集團董事及高級

管理層的薪酬及獎勵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本集團向本集團僱員提供與行業

慣例相稱的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及福利，包括社會保險、固定供款退休福利

計劃及花紅。

釐定員工薪酬時，本集團已將同類公司支付的薪金、工作時間及職責及本集

團內其他職位的僱傭條件納入考慮範圍。我們亦將對員工薪酬進行定期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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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股份激勵計劃作為對董事及合資格人士的激勵，股份激勵計

劃的詳情載列於本季報標題為「股份激勵計劃」的段落。

此外，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採納一項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受
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旨在透過向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員工以及向本集團

提供或已提供顧問或其他顧問服務的任何人士提供擁有本公司股權的機會，

激勵彼等為本集團作出貢獻，並吸引、激勵及挽留技術熟練與經驗豐富的人

員為本集團的未來發展及擴張而努力。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與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有關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約為人民幣 26.6

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52.5 百萬元下降約 49.3%。下降主要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未授出額外受限制股份單位

所致。

董事相信，維持穩定且具主動性的人力資源對於本集團的業務成功至關重

要。作為一家增長迅速的公司，本公司有能力為僱員提供豐富的職業發展選

擇及進步的機會。本集團定期為僱員舉辦各種培訓課程，以增加彼等對網絡

遊戲開發及運作的知識、改進時間管理及內部溝通以及加強團隊建設。本公

司亦提供多種獎勵措施激勵僱員。除提供績效花紅及股份獎勵外，本公司向

表現良好的僱員提供無抵押的免息住房貸款。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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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
及淡倉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的聯

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 XV 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第 7 及 8 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須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 5.46 至 5.68 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好倉

董事╱
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身分╱權益性質 股份總數

佔股權
概約百分比

（附註 5）
    

王峰先生（附註 1）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66,576,160 20.93%

實益擁有人 10,646,308

廖明香女士（附註 2）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2,168,720 4.09%

實益擁有人 2,918,269

錢中華先生 實益擁有人 5,000 0.001%

梅嵩先生（附註 3） 實益擁有人 4,226,154 1.15%

趙軍先生（附註 4） 實益擁有人 2,839,769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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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王 峰 先 生 持 有 Wangfeng Management Limited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 而 Wangfeng 

Management Limited 直 接 持 有 66,576,160 股 股 份。 因 此， 王 峰 先 生 被 視 為 於

Wangfeng Management Limited 持有的 66,576,16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此外，王峰

先生持有 2,213,000 股股份，並於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而獲授的 8,433,308 個受

限制股份單位獎勵中擁有權益，使其可收取 8,433,308 股股份（須待歸屬）。截至二

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約 82.5% 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已歸屬，而餘下受限制股份單位

則須待歸屬。

(2) 廖 明 香 女 士 持 有 Liao Mingxiang Holdings Limited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 而 Liao 

Mingxiang Holdings Limited 直接持有 12,168,720 股股份。因此，廖明香女士被視為

於 Liao Mingxiang Holdings Limited 持有的 12,168,72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此外，廖

明香女士持有 106,500 股股份，並於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而獲授的 2,811,769 個

受限制股份單位中擁有權益，使其可收取 2,811,769 股股份（須待歸屬）。截至二零

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約 82.5% 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已歸屬，而餘下受限制股份單位則

須待歸屬。

(3) 梅嵩先生持有 9,000 股股份，並於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而獲授的 4,217,154 個受

限制股份單位中擁有權益，使其可收取 4,217,154 股股份，而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約 82.5% 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已歸屬，餘下受限制股份單位則須待歸屬。

(4) 趙軍先生持有 28,000 股股份，並於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而獲授的 2,811,769 個

受限制股份單位中擁有權益，使其可收取 2,811,769 股股份，而截至二零一六年九

月三十日，約 82.5% 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已歸屬，餘下受限制股份單位則須待歸屬。

(5)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 368,868,464 股股份。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主要

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

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第 7 及 8 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記錄於本

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須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 至 5.68 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

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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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股份的好倉

據董事所知，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以下人士（本公司除外）直

接或間接於附帶權利可在所有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

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中擁有 10% 或以上的權益：

附屬公司名稱 股東姓名 註冊資本
佔權益

概約百分比
    

藍港娛樂科技有限公司

 （亦稱為藍港在綫（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藍港娛樂」）

王峰先生 人民幣 7,545,000 元 75.45%

藍港娛樂 廖明香女士 人民幣 1,364,000 元 13.64%

藍港娛樂 張玉宇先生 人民幣 1,091,000 元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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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據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以下人士

（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

為擁有或當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第 2 及 3 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

及聯交所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須存置的登記

冊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股份的好倉及淡倉

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或
證券數目

佔本公司
權益

概約百分比
（附註 7）

    

Wangfeng Management 

 Limited（附註 1）

實益擁有人 66,576,160 18.05%

朱麗（附註 2） 配偶權益 77,222,468 20.93%

China Momentum Fund, L.P.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14.18%

Fosun China Momentum Fund 

 GP, Ltd.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14.18% 

復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14.18%

復星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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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或
證券數目

佔本公司
權益

概約百分比
（附註 7）

    

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14.18%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14.18% 

Fosun Momentum Holdings 

 Limited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14.18% 

郭廣昌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14.18% 

Starwish Global Limited（附註 3） 實益擁有人 52,318,760 14.18% 

匯聚信託有限公司（附註 4） 信託的受託人 40,397,658 10.95%

Premier Selection Limited（附註 4） 另一名人士的

 代名人

40,397,658 10.95%

Chi Sing Ho（附註 5） 受控法團權益 29,922,996 8.11%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GP Associates Ltd.（附註 5）

受控法團權益 27,774,323 7.53%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Associates, L.P.（附註 5）

受控法團權益 27,774,323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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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或
證券數目

佔本公司
權益

概約百分比
（附註 7）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附註 5）

實益擁有人 23,061,443 6.25%

Quan Zhou（附註 5） 受控法團權益 27,774,323 7.53%

Fubon Financial Holding 

 Co., Ltd.（附註 6）

受控法團權益 23,739,000 6.44%

Fubon Life Insurance Co., 

 Ltd.（附註 6）

實益擁有人 23,739,000 6.44%

附註：

1. 王峰先生持有Wangfeng Management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而Wangfeng Management 
Limited 直接持有 66,576,160 股股份。因此，王峰先生被視為於 Wangfeng Management 
Limited 持有的 66,576,16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朱麗女士為王峰先生的妻子，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朱麗女士被視為於王峰先生擁有的所

有股份中擁有權益。有關王峰先生所持權益的詳情，請參閱「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一節。

3. Starwish Global Limited 由 China Momentum Fund, L.P.（開曼群島獲豁免有限合夥公司）全

資擁有。Fosun China Momentum Fund GP, Ltd. 為 China Momentum Fund, L.P. 的普通合

夥人。Fosun China Momentum Fund GP, Ltd.由Fosun Momentum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

有。Fosun Momentum Holdings Limited 由復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復星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由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00656）全資擁有。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復星國際有限公司由復星控股有限公司擁有 71.53%，復星控

股有限公司由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郭廣昌先生

擁有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64.45% 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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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匯聚信託有限公司（作為受限制股份單位受託人）直接持有 Premier Selection Limited（受限

制股份單位代名人）的全部已發行股本，而 Premier Selection Limited 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

計劃為合資格參與者的利益持有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已授出及將授出涉及受限制股份單位

的 42,161,541 股相關股份。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受限制股份單位參與者已出售

1,763,883 股相關股份，而受限制股份單位代名人目前持有 40,397,658 股相關股份，包括合

共 18,274,000 股相關股份，涉及 (i) 授予王峰先生的 8,433,308 個受限制股份單位；(ii) 授予

廖明香女士的 2,811,769 個受限制股份單位；(iii) 授予梅嵩先生的 4,217,154 個受限制股份單

位；及 (iv) 授予趙軍先生的 2,811,769 個受限制股份單位。

5.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Associates, L.P. 及 IDG-
Accel China Growth Fund GP Associates Ltd. 的控股架構如下：(i)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直接持有 23,061,443 股股份）及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A L.P.（直接持有

4,712,880股股份）由彼等的唯一普通合夥人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Associates L.P. 控
制，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Associates L.P. 則由其唯一普通合夥人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GP Associates Ltd. 控制。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GP Associates Ltd.
由 Quan Zhou 先生及 Chi Sing Ho 先生各自持有 35.00%；及 (ii) IDG-Accel China Investors 
L.P. 由其唯一普通合夥人 IDG-Accel China Investor Associates Ltd. 控制，IDG-Accel China 
Investor Associates Ltd. 由 Chi Sing Ho 先生持有 100.00%。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Associates L.P.、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GP 
Associates Ltd. 及 Quan Zhou 先生被視為於 27,774,323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而 Chi Sing Ho
先生被視為於 29,922,996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6. Fubon Life Insurance Co., Ltd. 由 Fubon Financial Holding Co., Ltd. 全資擁有。

7.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 368,868,464 股股份。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旨在鼓勵及獎勵合資格人士對本集團作出貢獻，致令彼等的利益與本公司

利益一致，藉以推動彼等盡力提升本公司價值。董事會（包括董事會根據購

股權計劃規則為履行其任何職責而委任的任何委員會或董事會代表）可全權

酌情向本集團成員公司或本公司聯營公司的員工（不論全職或兼職）或董事

或向本集團提供或已提供顧問或其他顧問服務的任何人士授出購股權，以

認購其可釐定的有關股份數目。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述於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九日的招股章程附錄四「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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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授出及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詳情載列

如下：

類別 授出日期 購股權期限 授出的購股權
每股

行使價
股份加權

平均收市價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餘額

報告期內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餘額

於報告期內
已發行的

新股份數目

於報告期內
可能發行的
新股份數目

 
授出 行使 註銷 失效

港元 港元
              
僱員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至

 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1,849,192 （附註 2） 8.10 8.028 1,849,192 0 0 0 1,386,894 462,298 0 462,298

僱員 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 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至

 二零二五年十月八日

6,010,000 （附註 3） 7.18 6.896 5,860,000 0 0 0 1,080,000 4,780,000 0 0

僱員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至

 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四日

1,750,000 （附註 4） 4.366 4.366 不適用 1,750,000 0 0 0 1,750,000 0 0

附註：

(1) 購股權的歸屬期由接納授出日期起計直至行使期開始止。

(2)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授出的購股權可根據下列歸屬時間表行使：

歸屬日期 已歸屬購股權的最大累計百分比
   

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10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2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

至最接近整數）

i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16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3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

整至最接近整數）

ii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22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5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

至最接近整數）

iv.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28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62.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

整至最接近整數）

v.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34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

至最接近整數）

v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40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8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

整至最接近整數）

vi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46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10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

至最接近整數）

股份於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的收市價為每股 8.1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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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授出的購股權可根據下列歸屬時間表行使：

歸屬日期 已歸屬購股權的最大累計百分比
   

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12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2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

至最接近整數）

i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18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3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

整至最接近整數）

ii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24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5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

至最接近整數）

iv.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30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62.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

整至最接近整數）

v.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36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

至最接近整數）

v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42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8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

整至最接近整數）

vi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48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10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

至最接近整數）

股份於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的收市價為每股 7.18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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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授出的購股權可根據下列歸屬時間表行使：

歸屬日期 已歸屬購股權的最大累計百分比
   

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12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2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

接近整數）

i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18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3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

最接近整數）

ii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24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5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

接近整數）

iv.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30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62.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

最接近整數）

v.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36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

接近整數）

v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42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8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

最接近整數）

vii.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 48 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 10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

最接近整數）

股份於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的收市價為每股 4.18 港元。

(5)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及二零一六年

六月十五日的公告。

股份獎勵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批准及採納並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

日修訂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由於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不涉及本公司授出

認購新股份的購股權，故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毋須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3 章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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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有關 33,666,494 股相關股份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已

授予 461 名承授人（其中四名為我們的董事）。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授予 263 名承授人合計 1,128,385 股相關股份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已

失效。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24,853,985 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已無條件獲

得歸屬及共有 5,489,708 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已授出且未獲行使。

報告期內事項及期後事項

更改公司標誌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建議採納新標誌（「新標誌」），自二零

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起生效。新標誌將印於本公司所有公司文件，包括但不

限於本公司的股票、宣傳物料、中期及年度報告、公告及公司文儀用品。

本公司更改標誌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的公告。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議決更改公開發售的實際所得款項淨

額（經扣除包銷佣金及其他與公開發售有關的估計開支）約686.2百萬港元（「首
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首次公開發售

所得款項動用的情況，請參閱「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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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得款項用途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公告。

投資UGen, Inc.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一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藍港控股有限公司訂立購

股協議，以購買384,000股種子系列優先股，即UGen, Inc.增資後全部股權（假

設授出予除藍港控股有限公司以外其他方之購買普通股或可轉換為普通股

證券的購股權已悉數行使）的 6.9%，代價為 400,000 美元。UGen, Inc. 為根據

美國華盛頓州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虛擬現實社群建設及營

運。截至本報告日期，已完成對 UGen, Inc. 的投資。

董事重選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6.3條，梅嵩先生、趙軍先生、王曉東先生及趙

依芳女士已各自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股
東大會」）卸任董事職位，並成功重選連任。此外，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

第 16.18 條，廖明香女士及馬驥先生已各自於股東大會卸任董事職位，並成

功重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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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港霍爾果斯增資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霍爾果斯藍港影業有限公司（「藍港霍爾果斯」，本

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與其現有股東（即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藍港娛

樂）、佟杰先生、王勁先生及齊雲霄女士，統稱「現有股東」及認購方（即寧

波梅山保稅港區樂廣投資中心、深圳融盛一號投資中心及藍港娛樂，統稱「認
購方」）訂立有條件增資協議（「增資協議」）。根據增資協議，藍港霍爾果斯

有 條 件 同 意 增 加 且 認 購 方 有 條 件 同 意 認 購 藍 港 霍 爾 果 斯 合 共 人 民 幣

17,567,568 元的註冊資本，認購價為藍港霍爾果斯每人民幣 1.00 元的註冊股

本作價人民幣 7.40 元，總代價為人民幣 130,000,000 元（「增資交易」）。增資

交易所得款項總額人民幣 130,000,000 元擬用於擴大藍港霍爾果斯的主要業

務及作為其營運資金。有關增資交易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

年七月五日的公告。截至本報告日期，對藍港霍爾果斯的增資尚未完成。

投資華影嘉視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藍港霍爾果斯訂立增資協議，以認講華影嘉視

（北京）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華影嘉視」）增資後股本的 21.05%，代價為

人民幣 12,000,000 元。華影嘉視為於中國北京註冊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電

影發行。截至本報告日期，已完成對華影嘉視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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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邁吉客科技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藍港娛樂科技有限公司（亦稱為藍港在線（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向若干現有股東收購邁吉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邁吉客
科技」）10% 的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 12,000,000 元。邁吉客科技註冊於中國

北京，是一家專注於視覺混合現實領域的公司。截至本報告日期，對邁吉客

科技的投資尚未完成。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來自公開發售的實際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佣金及其他與公開發

售有關的估計開支）約為 686.2 百萬港元（「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中合共約 126.9 百萬港

元已按下文所載用途及概約金額動用：

(a) 其中約 52.7 百萬港元用於海外擴展（拓展我們的業務至海外市場）；

(b) 其中約 16.1 百萬港元用於潛在策略性收購或投資於從事網絡遊戲及相

關業務的公司；及

(c) 其中約 58.1 百萬港元用於打造泛娛樂化生態。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剩餘部分約 559.3 百萬

港元尚未動用。

尚未動用的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已存入本集團開立的銀行賬戶作短期活

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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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繼續動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所作用途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公告「更改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者一致。

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非執行董事錢中華先生為 Fosun Equity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董事總

經理，並自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日起為Starwish Global Limited董事。Fosun 

Equity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及 Starwish Global Limited（本公司主要

股東）均為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656，

與其附屬公司統稱「復星集團」）的成員公司。復星集團為紥根中國，據點遍

佈全球的投資集團。其擁有兩項主要業務，包括綜合金融（保險、投資、財

富管理和互聯網金融）及產業運營（健康、快樂生活、鋼鐵、房地產開發和

銷售及資源）。復星集團於網絡及手機遊戲公司的投資組合中擁有權益，該

等公司於中國設立總部及╱或經營業務，當中包括上海木遊網絡科技有限公

司及 LL Games PTE LTD 等私人手機遊戲及網絡遊戲公司。復星集團並無於

任何該等投資組合公司中持有控股權益。此外，復星集團已提名代表並經委

任加入上述公司董事會擔任董事。另一方面，復星集團雖有權於以上各間私

人投資組合公司提名一名代表擔任非執行董事，但復星集團並無控制該等

私人投資組合公司的任何董事會。

除以上所述，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控股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

創業板上市規則）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從事與本集團業務

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

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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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或出售

除本文所披露者，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概無重大投

資、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成立。審計委員會主席為獨立非執

行董事馬驥先生，而其他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錢中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曉東先生、張向東先生及趙依芳女士。審計委員會的書面職權範圍刊載於

創業板網站及本公司網站。

審計委員會的基本職務主要為檢討財務資料及申報程序、內部監控程序及

本公司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內部審計職能的成效性、審計計劃及與外

部核數師的關係，以及檢討相關安排，以讓本公司僱員可暗中就本公司財務

匯報、內部監控或其他方面可能發生的不正當行為提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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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28 條，即審計委員會（須由最少三名成員

組成，且主席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至少須包括一名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會

計相關財務管理專長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計財務報表已由審計

委員會審閱。審計委員會認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的未經審計財務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並已作出充足披

露。

合規顧問的權益

經本集團合規顧問瑞東金融市場有限公司（「合規顧問」）確認，除本公司與

合規顧問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的合規顧問協議外，概無合

規顧問或其董事、僱員或緊密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於本集團或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本中擁有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6A.32 條須知會本

公司的任何權益。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應用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

告》（「守則」）中的原則及守則條文。

董事會認為，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符合守則的規

定，惟有關守則的守則條文第 A.2.1 條的偏離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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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的守則條文第 A.2.1 條規定，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有區分，

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自上市日期起至本報告日期止，本公司主席及首席

執行官的角色由執行董事王峰先生履行。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

首席執行官的角色對本集團的管理有利。高級管理人員及董事會確保權力

和授權的平衡。董事會成員包括經驗豐富且能力卓越的人士。董事會成員目

前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包括王峰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因此其組成具有較強的獨立性。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8 至 5.67 條所載董事證券交易必守買賣

標準。其中包括，本公司定期向董事發出通知，提醒彼等有關本集團財務業

績公告刊發前的禁售期內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的一般禁制事項。經向本公

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全體董事確認，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彼等已遵守必守買賣準則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