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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

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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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

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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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GEM 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

有關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藍港互動」、「本公司」或「我們」）的資料；本公司的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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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52,908 117,526

期內虧損 (15,126) (54,575)

經調整虧損淨額 (12,403) (49,882)
  

• 經調整虧損淨額指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以及支付的一次性離職

補償金在內的期內虧損。其被認為是合併綜合虧損表的補充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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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收入約為人民幣 52.9

百萬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的收入約為人民幣 117.5 百萬元減少約

55.0%。

•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內虧損約為人民幣 15.1 百萬

元，二零一八年同期則為虧損約人民幣 54.6 百萬元。

•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經調整虧損淨額約為人民幣

12.4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經調整虧損淨額約為人民幣49.9百萬元。

•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月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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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業績（未經審計）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計綜合

季度業績及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連同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的比較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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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4 52,908 117,526
成本 (30,165) (75,722)  

毛利 22,743 41,804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5,630) (41,633)
行政開支 (10,448) (20,493)
研發開支 (11,421) (30,675)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47) (511)
其他經營收入 — 淨額 10 1,017  

經營虧損 (14,793) (50,491)
其他利得╱（虧損）— 淨額 182 (663)
財務收益╱（成本）— 淨額 24 (1,160)
享有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虧損 (537) (2,135)  

除所得稅前虧損 (15,124) (54,449)
所得稅開支 5 (2) (126)  

期內虧損 (15,126) (54,575)  

其他綜合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其他

    綜合收益份額，扣除稅項 (1,242) (2,372)
其後不會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貨幣換算差額 (9,030) (18,522)  

期內其他綜合虧損，扣除稅項 (10,272) (20,894)  

期內綜合虧損總額 (25,398) (7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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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以下應佔虧損：
 本公司所有者 (14,818) (53,950)
 非控制性權益 (308) (625)  

期內虧損 (15,126) (54,575)  

以下應佔綜合虧損總額：
 本公司所有者 (25,090) (74,798)
 非控制性權益 (308) (671)  

期內綜合虧損總額 (25,398) (75,469)  

每股虧損（每股以人民幣計）
 — 基本 6(a) (0.04) (0.15)  

 — 攤薄 6(b) (0.04) (0.15)  

中期簡明合併綜合虧損表（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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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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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59 1,720,690 (5,822) 405,894 (1,581,781) 539,040 9,287 548,327

        

綜合虧損
期內虧損 – – – – (14,818) (14,818) (308) (15,126)
其他綜合收益

 —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其他

    綜合收益份額，扣除稅項 – – – (1,242) – (1,242) – (1,242)
 — 貨幣換算差額 – – – (9,030) – (9,030) – (9,030)

        

期內綜合虧損總額 – – – (10,272) (14,818) (25,090) (308) (25,398)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本公司所有者出資
 及獲發分派的總額
未改變控制權的附屬公司權益增加 – – – 723 – 723 (723) –
僱員購股權計劃及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 就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回購的股份 – – (65) – – (65) – (65)
 — 僱員服務價值 – – – 423 – 423 – 423

        

期內本公司所有者出資及獲發分派的總額 – – (65) 1,146 – 1,081 (723) 358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59 1,720,690 (5,887) 396,768 (1,596,599) 515,031 8,256 52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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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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59 1,720,690 (3,578) 368,203 (1,412,977) 672,397 3,760 676,157

        

綜合虧損
期內虧損 – – – – (53,950) (53,950) (625) (54,575)

其他綜合收益

 —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其他

    綜合收益份額，扣除稅項 – – – (2,372) – (2,372) – (2,372)

 — 貨幣換算差額 – – – (18,476) – (18,476) (46) (18,522)
        

期內綜合虧損總額 – – – (20,848) (53,950) (74,798) (671) (75,469)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本公司所有者出資
 及獲發分派的總額
未改變控制權的附屬公司權益增加 – – – (1,528) – (1,528) 1,528 –

僱員購股權計劃及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 就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回購的股份 – – (315) – – (315) – (315)

 — 僱員服務價值 – – – 1,828 – 1,828 – 1,828
        

期內本公司所有者出資及獲發分派的總額 – – (315) 300 – (15) 1,528 1,513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59 1,720,690 (3,893) 347,655 (1,466,927) 597,584 4,617 602,201
        

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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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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完成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 首次公開

發售（「首次公開發售」），本公司的股份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在 GEM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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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及地區從事網絡遊戲開

發及發行（「遊戲業務」）及在中國從事影視業務（「影視業務」）。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經董事會批准。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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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

中期簡明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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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不包含年報通常包含的

所有類型的附註。因此，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應與根據所有適用的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規定編製的載於本公司二

零一八年年報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合併財務報表（「二零一八年財務報表」）和本報告期間內本公司的所有

公告一併閱讀。

3.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除了採用預期總年度收益適用的稅率估計所得稅以及採納於本中期期

間首次生效的準則、修訂和詮釋外，編製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財務

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

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見二零一八年財務報表）一致。中期簡

明合併財務資料已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

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按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的聯營公司投資

的重估而作出修改。

除二零一八年財務報表所述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的影響外，採納於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的準則、

修訂和詮釋對本集團沒有重大影響。

本集團尚未提前採納任何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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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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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由制訂策略決策的執行董事擔任，負責分配

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表現。

本公司分別管理不同分部的生產和經營并評估其經營業績，以決定分

配至這些分部的資源和評估其表現。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分為兩個須匯報經營分部。為與當前期間的列報保

持一致，比較數字已重述。

本集團的兩個須匯報分部如下：

— 遊戲業務，主要在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及地區從事網絡遊戲開發及

發行。

— 影視業務，主要在中國從事將自製電影版權（包括網絡劇版權）

授予第三方發行商及為特定客戶製作電影版權（包括網絡劇版權）。

主要經營決策者負責根據經營利潤或虧損這一指標評估各經營分部的

表現。經營虧損於除所得稅前虧損的調節載於中期簡明合併綜合虧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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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分部收入：
遊戲業務
 — 遊戲虛擬物品銷售 38,201 112,117
 — 授權金及技術服務費 12,465 3,895

  

50,666 116,012
  

影視業務
 — 製作和授出電影版權及其他 2,242 1,514

  

總計 52,908 117,526
  

分部業績 — 經營虧損：
 — 遊戲業務 (12,658) (46,641)
 — 影視業務 (2,135) (3,850)

  

總計 (14,793) (50,491)
  

來自不同國家及地區的收入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的明細參見下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 中國 25,697 58,992
— 韓國 21,172 43,959
— 其他海外國家及地區 6,039 14,575

  

52,908 117,526
  



12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  |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

5.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所得稅

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即期所得稅 129 1,526

遞延所得稅 (127) (1,400)
  

所得稅開支 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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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於香港

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並無源自香港的應課稅溢利。因此，本集團未就

香港利得稅計提所得稅撥備。

本集團就在中國的業務所作所得稅撥備按各集團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

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25% 的稅率計

算，惟以下除外：(i) 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被認定為軟件企業，自二零

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按 12.5% 之所得稅優惠稅率納稅；及 (ii) 根據相關

中國稅務規則及規例，本公司一間於霍爾果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截

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免於繳納中國企業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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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a) 基本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每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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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虧損
 （人民幣千元） (14,818) (53,950)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
 （千股） 350,770 352,985

  

每股基本虧損（以每股人民幣計） (0.04) (0.15)
  

(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假設所有可攤薄的潛在普通股被轉換後，根據已調

整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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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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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

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每股攤薄虧損與本期間的每股基

本虧損相同。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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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業務回顧與展望

業務回顧與展望

《鬧鬧天宮》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全平台公測上線

由本集團自研、騰訊極光計劃發行的《鬧鬧天宮》，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

十五日開啟了不刪檔付費測試。其極具國風色彩的畫風以及輕競技的玩法

受到了廣大玩家的喜愛，開測後便登頂 iOS 免費榜、TapTap 熱門榜等渠道榜

單，同時獲得蘋果 App Store 首頁推薦和多家行業媒體的高口碑報導。二零

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經過不刪檔測試後，《鬧鬧天宮》正式上線，開啟

了全平台公測。作為一款競技遊戲，《鬧鬧天宮》在未來將進入穩定的長線

運營階段，本集團將繼續與騰訊極光計劃共同努力，通過優質版本的更新為

玩家帶來更多精彩的遊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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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遊戲市場韓國地區發展迅速

韓國市場是本集團海外發行的重要市場。在五年的運營時間中，韓國分公司

深耕韓國當地移動遊戲市場，具備了成熟的發行經驗，陸續發行了《蜀山戰
紀》《雷霆艦隊》《黎明之光》《大航海之路》等多款位居韓國遊戲市場下載榜和

暢銷榜前列的優秀手遊產品，在韓國市場樹立了良好的口碑及品牌。同時，

本集團韓國分公司憑藉其成熟的發行策略、精細化運營及本地化的用戶服

務能力，成功與多家優秀的移動遊戲開發商建立了合作。二零一九年第一季

度，本集團正式簽約獲得了網易《楚留香》手遊韓國地區的代理發行權，該

作預計於二零一九年度內正式上線。國內《楚留香》手遊的預約量高達 200

萬，而且這款作品成為了國內首個獲得蘋果預約與上架雙推薦的精品之作。

《楚留香》手遊以 MMO2.0 的高自由度設計理念狙擊國內遊戲市場，引發行業

內外的強烈關注，一舉成為國內移動遊戲市場當之無愧的武俠 MMO 扛鼎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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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韓國地區外，本集團將發力開拓全新的海外市場 — 日本

本集團的日本團隊於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正式組建，團隊成員均有日本

TOP30 遊戲產品的發行經驗。目前，團隊針對日本當地玩家喜歡的卡牌 RPG

和 ARPG 類型，佈局了兩款產品：第一款產品是以架空世界觀下帝國鬥爭為

背景，配合創新的玩法以及二次元畫風，將給日本玩家帶來不一樣的卡牌

RPG 體驗。該作定於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在日本地區測試上線；第二款產品

是日本殿堂級ARPG《伊蘇VIII》手遊，本集團已獲其獨家改編和全球發行權，

目前《伊蘇VIII》手遊已處於研發階段。該作聘請了日本知名作家對劇情打磨

升級，美術方面也集合了多名日本知名畫師傾力打造。同時，Falcom 將全

程監修，力保該作在手機平台上的完美重現，《伊蘇VIII》手遊預計於二零二

零年第二季度在日本地區上線。

推進頂級遊戲 IP 的價值呈現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繼續推動頂級遊戲 IP 的價值呈現。《軒轅劍 ·蒼之曜》是

29 年經典華人 RPG《軒轅劍》系列的正統續作，本集團將與臺灣大宇及上海

軟星聯手打造同名手遊作品。

本集團新款二次元放置類手遊即將上線測試

本集團自主研發的《代號：S》是一款基於架空世界觀下，諸神紛爭題材的二

次元放置類掛機手遊，該作預計將於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上線測試。



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  |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17

藍港影業腳踏實地，穩步增強 IP 開發與運營

本集團之藍港影業以一年產出兩至三部優質影視作品的節奏，致力於從內

容生產型公司向 IP 開發運營平台升級。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藍港影業實

現收入人民幣 2.2 百萬元，較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長 48.1%。

二零一九年，藍港影業將加碼製作人團隊、編劇團隊及策劃團隊的建設，加

大對 IP 的開發與運營。二零一九年一月，《我與你的光年距離2》正式收官，

該作在網劇市場中廣受好評，獲得豆瓣 6.2 分的評價。藍港影業改編自張皓

宸《我與世界只差一個你》中的中短篇小說《身為一個胖子》的同名網劇，將

與某知名平台簽約，並且開機在即。另一部原創網劇《花好月半圓》也將於

二零一九年開機。同時，藍港影業正在緊鑼密鼓的開發兩部頭部劇，一部是

極具影遊聯動屬性的《古樂風華錄》IP。這部劇以東方視角切入，飽含獨特的

民族魅力，志在煥發傳統文化的全新生命力，打造現象級超高人氣青春奇幻

實力大劇。另一部是由知名作家天下霸唱和懸疑大師蔡駿，首度聯手打造的

熱血古裝青春冒險網劇《鎮墓獸 ·天啟》。該作講述了兩個踏上尋寶之旅的熱

血少年，攜手成長、守護人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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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 117.5 百

萬元減少約 55.0% 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三個月的約人民幣 52.9 百

萬元。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分部業績劃分的明細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概約%

    

分部收入：

遊戲業務

 — 遊戲虛擬物品銷售 38,201 112,117 (65.9)

 — 授權金及技術服務費 12,465 3,895 220.0
   

50,666 116,012 (56.3)
   

影視業務

 — 製作和授出電影版權及其他 2,242 1,514 48.1
   

總計 52,908 117,526 (55.0)
   

分部業績 — 經營虧損：

 — 遊戲業務 (12,658) (46,641) (72.9)

 — 影視業務 (2,135) (3,850) (44.5)
   

總計 (14,793) (50,491)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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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區域劃分的收入明細：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概約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概約百分比
     

中國（含港澳台地區） 25,697 48.6 58,992 50.2

韓國 21,172 40.0 43,959 37.4

其他海外國家及地區 6,039 11.4 14,575 12.4
    

總計 52,908 100.0 117,526 100.0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遊戲業務所貢獻收入較二零一八

年同期減少約 56.3% 或人民幣 65.3 百萬元，乃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新遊戲發行數目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少及現有遊戲的衰

減，收入下滑所致，本集團有策略預留更多時間以加強遊戲開發的質量並推

出具競爭力的遊戲。

就本集團的影視業務而言，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確認製

作和授出電影版權及其他收入約人民幣 2.2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 1.5 百萬元增長約 48.1%，主要由於《我與你的
光年距離2》相關收入的確認。

成本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成本約為人民幣 30.2 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 75.7 百萬元減少

約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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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遊戲業務所產生成本約為人民幣

28.8 百萬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約人民幣 73.1 百萬元減少約 60.6%，成本隨

遊戲收入的減少而減少。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製作和授出電影版權及其他所產

生成本約為人民幣 1.4 百萬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約人民幣 2.6 百萬元減少

約 46.2%，成本隨經紀業務收入的減少而減少。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毛利約為人民幣 22.7 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 41.8 百萬元減少

約 45.7%。本集團毛利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的遊戲業務較二零一八年同期減少。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毛利率約為 42.9%，較截至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 35.6% 上升約 7.3 個百分點。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遊戲業務的毛利率約為 43.2%，較

二零一八年同期上升約 6.2 個百分點，主要由於自行研發遊戲收入佔整體收

入比例上升，且自行研發遊戲的毛利率較高。影視業務的毛利率為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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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約為

人民幣 15.6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

41.6百萬元減少約62.5%，主要由於發行新遊戲產生的宣傳及推廣開支減少。

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 10.4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 20.5 百萬元減

少約 49.3%，本集團行政開支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所處業務階段及發展戰略

的需要，縮減開支導致。

研發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研發開支約為人民幣 11.4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 30.7 百萬元減

少約 62.9%，本集團研發開支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所處業務階段及發展戰略

的需要，減員增效。

享有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享有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投

資虧損份額約為人民幣 0.5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約人民幣 2.1 百萬元減虧約 76.2%，主要由於被投資單位斧子互動娛樂有

限公司產生的營運虧損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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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期內虧損

約為人民幣 15.1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期內

虧損約人民幣 54.6 百萬元減少約 72.3%。

為補充我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合併綜合財務報表，我們亦採用

經調整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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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經調整虧損淨額

自計算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以及支付的一次性離職補償金前的期內虧

損淨額得出。按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的經調整虧損淨額為未經審計數據。

下表分別載列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根據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的期內虧損與經調整虧損淨額的對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概約 %）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期內虧損 (15,126) (54,575) (72.3)

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 423 1,828 (76.9)

支付的一次性離職補償金 2,300 2,865 (19.7)

經調整虧損淨額 (12,403) (49,882) (75.1)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經調整虧損淨額約為人民

幣 12.4 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經調整虧損淨

額約為人民幣 49.9 百萬元。經調整虧損淨額減少主要由於以下各項的綜合

影響：(i)發行遊戲所產生廣告及推廣開支減少；(2)減員增效，減少人工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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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主要以歷史經營活動所產生

現金撥付我們業務的資金。我們自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完成於聯交所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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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將大部分閒置資金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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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滿足國內營運資金需求，我們會按照同期

巿場貸款利率，向銀行尋求長期穩定的資金支持。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和受限制存款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262.8 百萬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76.6 百萬元），主

要包括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現金及手頭現金，主要以美元（約 72.1%）、

港元（約 18.6%）、人民幣（約 4.5%）及其他貨幣（約 4.8%）計值。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擁有短期銀行存款為人民幣零元（於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02.9 百萬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就獲得由銀行提供的人民幣總額度 199.1

百萬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99.1 百萬元）的貸款融資而

存入銀行以作為銀行儲備的受限制存款約為人民幣 227.7 百萬元（於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33.8 百萬元），此額度將於二零一九年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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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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 上市。本集團的資本

架構由普通股組成。

借貸及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入的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 199.1 百萬

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99.1 百萬元）。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負債總額除以總資產計算的負債比率為約40.5%（於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8.8 %）。

集團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質押一項受限制存款約人民幣 227.7 百

萬元作為對銀行借款的抵押（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33.8

百萬元）。

僱員資料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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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 上市規則附錄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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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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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 250 名僱員。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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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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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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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的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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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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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
權益性質 股份總數

佔股權的
概約百分比

（附註 5）

    

王峰先生（附註 1） 受控法團權益 66,576,160(L) 21.48%

實益擁有人 12,640,380(L)

廖明香女士（附註 2） 受控法團權益 12,168,720(L) 4.11%

實益擁有人 2,985,769(L)

陳浩先生（附註 3） 實益擁有人 1,575,841(L) 0.43%

王勁先生（附註 4） 實益擁有人 300,000(L) 0.08%

(L) 好倉 (S) 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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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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7,072 股股份，以及於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而獲授的 8,433,308 個

受限制股份單位中擁有權益，使其在相關受限制股份單位歸屬後有權收取8,433,308

股股份。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受限制股份單位 100% 已被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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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00 股股份，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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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在相關受限制股份單位歸屬後有權收取

2,811,769股股份。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受限制股份單位100%已被歸屬。

(3) 陳浩先生於 1,575,841 股股份（包括彼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而獲授的 475,841 個

使其在相關受限制股份單位歸屬後有權收取 475,841 股股份的受限制股份單位）中

擁有權益。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其獲授的受限制股份單位約 57.97% 已

歸屬。陳浩先生亦於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而授予的 1,100,000 份購股權中擁有權

益，使其可於購股權獲行使時獲得 1,100,000 股股份，其中 100,000 份購股權乃於二

零一五年十月九日向彼授出，而 1,000,000 份購股權則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向

彼授出。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上述購股權已獲行使。有關進一

步詳情，請參閱本報告「購股權計劃」一節。

(4) 王勁先生於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而在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授予的 300,000 份購

股權中擁有權益，使其可於購股權獲行使時收取 300,000 股股份。截至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上述購股權已獲行使。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報告「購

股權計劃」一節。

(5) 按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 368,730,964 股股份計算。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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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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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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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港在綫（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藍港在綫」）

王峰先生 人民幣 7,545,000 元 75.45%

藍港在綫 廖明香女士 人民幣 1,364,000 元 13.64%

藍港在綫 張玉宇先生 人民幣 1,091,000 元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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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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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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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Wangfeng Management Limited

 （附註 1）

實益擁有人 66,576,160 (L) 18.06%

朱麗（附註 2） 配偶權益 79,216,540 (L)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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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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hina Momentum Fund, L.P.（附註 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19%

Fosun China Momentum Fund 

 GP, Ltd.（附註 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19%

復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附註 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19%

復星控股有限公司（附註 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19%

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附註 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19%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附註 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19%

Fosun Momentum Holdings 

 Limited（附註 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19%

郭廣昌（附註 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19%

Starwish Global Limited（附註 3） 實益擁有人 52,318,760 (L) 14.19%

匯聚信託有限公司（附註 4） 信託的受託人 36,921,086 (L) 10.01%

TCT (BVI) Limited（附註 4） 信託的受託人 36,921,086 (L)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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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名人

36,921,086 (L) 10.01%

(L) 好倉 (S) 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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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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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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本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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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復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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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復星國際有限公司由復星控股有限公司擁有

70.72%，而復星控股有限公司由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郭廣昌先生擁有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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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T (BVI) Limited 的全部已發行

股本，而 TCT (BVI)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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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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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已授出及將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所涉及 42,161,541

股相關股份。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受限制股份單位參與者已出售 10,723,955 股

相 關 股 份， 而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代 名 人 目 前 持 有 36,921,086 股 相 關 股 份， 包 括 合 共

11,72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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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iii) 授予陳浩先生的 475,841 個受限制股份單

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三日，本公司已指示匯聚信託有限公司分別於場內購買及持有

85,500 股本公司普通股，該等股份將用於行使時償付受限制股份單位。

5. 按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 368,730,964 股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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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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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Chi Sing Ho（附註 1） 受控法團權益 29,922,996 (L) 8.12%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GP 
 Associates Ltd.（附註 1）

受控法團權益 27,774,323 (L) 7.53%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Associates, L.P.（附註 1）

受控法團權益 27,774,323 (L) 7.53%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附註 1）

實益擁有人 23,061,443 (L) 6.25%

Quan Zhou（附註 1） 受控法團權益 27,774,323 (L) 7.53%

Fubon Financial Holding Co., 
 Ltd.（附註 2）

受控法團權益 23,739,000 (L) 6.44%

Fubon Life Insurance Co., 
 Ltd.（附註 2）

實益擁有人 23,739,000 (L) 6.44%

(L) 好倉 (S) 淡倉

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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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Associates 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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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持有 2,148,673 股股份）由其唯一普通合夥人 IDG-Accel China Investor Associates 
Ltd. 控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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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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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按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 368,730,964 股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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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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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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授出及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詳情載列

如下：

類別 授出日期 有效期
已授出
購股權

每股
行使價

緊接授出
日期前之

股份收市價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結餘

於報告期間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結餘

於報告期間
發行新股份

數目

於報告期間
或會發行
新股數目

 
已授出 已行使 已註銷 已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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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 462,29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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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0,000
（附註 3）

7.18 7.18 2,856,250 – – – 37,500 2,818,750 – –

陳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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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附註 3）

7.18 7.18 100,000 – – – – 1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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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000
（附註 4）

4.366 4.18 675,000 – – – – 675,000 – –

王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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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附註 4）

4.366 4.18 300,000 – – – – 300,000 – –

僱員 二零一七年

 一月十八日

二零一七年

 一月十八日至

 二零二七年

 一月十七日

8,225,000
（附註 5）

3.10 3.10 2,487,500 – – – 45,000 2,442,500 – 111,875

陳浩先生 二零一七年

 一月十八日

二零一七年

 一月十八日至

 二零二七年

 一月十七日

1,000,000
（附註 5）

3.10 3.10 1,000,000 – – – – 1,000,000 – 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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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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6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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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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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港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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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六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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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 上市規則第

二十三章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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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公司已向員工及董

事授出合共 35,471,879 股受限制股份，其中三名為董事。於報告期內，授予

0 名承授人合計 0 股相關股份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已失效。截至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29,691,294 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已無條件歸屬，另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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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限制股份單位受託人進行股份回購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三日本公司已指示匯聚信託有限公司，即協助管理及歸

屬根據本公司所採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的受限制股

份單位受託人，於場內購買並持有85,5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回購」），該

等股份將用於償付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行使。

董事會相信，本公司目前的財務資源將使其能在進行股份回購的同時，維持

穩健的財務狀況以維持本公司業務。董事會認為，由於本公司股份的價值持

續被低估，故目前為增持受限制股份單位所涉及相關股份的合適時機，以彰

顯董事會對本公司未來前景的信心。

有關受限制股份單位受託人進行股份回購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九年一月三日的公告。

授出購股權及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向本公司兩名員工（其中包

括執行董事王勁先生（又名嚴雨松））授出合共 1,300,000 份購股權，以認購

合共 1,300,000 股本公司股股份。同日，本公司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向

上述人士授出合共 1,300,000 個受限制股份單位。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關於授出購股權及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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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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扣除與公開發售有關的包銷佣

金及其他開支）約為 686.2 百萬港元（「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動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如下：

所得
款項淨額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動用金額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已動用金額 未動用金額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海外拓展（拓展旗下業務至海外市場） 137.2 119.7 9.9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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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 36.6 – 32.0

打造泛娛樂化生態 157.8 122.2 1.3 34.3

代理更多由中國及海外遊戲研發商研發不同

 種類及主題的高品質遊戲並運營有關遊戲 68.6 65.4 – 3.2

遊戲研發，運營現有及嶄新的自研遊戲及

 購買受歡迎娛樂題材的知識產權 137.2 135.5 – 1.7

撥付我們的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34.3 6.4 0.8 27.1

投資技術平台（包括研發及改進我們的遊戲研發

 工具）及購買由第三方研發的商業化遊戲引擎 34.3 0.9 – 33.4

通過開發智能硬件和手機軟件掌握用戶流量入口 48.2 9.4 – 38.8
    

686.2 496.1 12.0 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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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剩餘部分約 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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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未動用的募集資金中，海外拓展業務資金預

計在二零一九年會全部使用；我們會根據潜在收購項目的進度動用預留作

收購的資金；根據影視劇拍攝情況，在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零年使用全部泛

娛樂生態資金；我們會在公司運營中動用預留作為營運資金的款項；投資技

術平台的資金將會在二零一九年用於購買和開發新的遊戲引擎；用於開發

作為流量入口的智能硬件和手機軟件的資金，會在二零一九年根據開發進

度動用募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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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公告所載者一致。

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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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上市規則）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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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投資、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或出售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概無重大投資、附屬公司及

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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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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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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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董事吳月琴女士，而其他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潘東輝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張向東先生及趙依芳女士。

審計委員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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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內部審計職能的有效性、審計計劃及與外

部核數師的關係，以及檢討相關安排，以讓本公司僱員可私下就本公司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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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遵守 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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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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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月的未經審計財務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 GEM 上市規則，並已作出充

足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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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應用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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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及守則條文。

董事會認為，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符合守則的規

定。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 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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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彼等於本集團財務業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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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遵守必守買賣標準的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