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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Tan Sri Datuk Seri Panglima Abdul Kadir Bin
 Haji Sheikh Fadzir（主席）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
Chen Yepern
Lim Mun Kee
Michael Lai Kai Jin

反洗黑錢活動監督委員會
Timothy Patrick McNally（主席）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
曾羽鋒
Chen Yepern
Michael Lai Kai Jin

公司秘書
林綺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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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綺蓮

獨立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禮德齊伯禮律師行
年利達律師事務所

主要往來銀行
聯昌國際銀行有限公司（金邊市分行）
大華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中國銀行（金邊市分行）

金界控股有限公司（「金界控股」或「本公司」，
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是柬埔寨最大的
酒店、博彩及娛樂運營商，於二零零六年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金界
控股是在柬埔寨經營業務的首家上市公司，以
及首家在聯交所上市的博彩類公司。我們的旗
艦NagaWorld是金邊市唯一一家綜合式酒店及
賭場娛樂城，持有為期達七十年至二零六五年
的賭場牌照，並享有在金邊市方圓200公里範圍
（柬越邊境地區、Bokor、Kirirom Mountains及

Sihanoukville除外）內至二零三五年屆滿為期四
十一年的獨家賭場經營權。

董事會
執行董事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行政總裁）
Philip Lee Wai Tuck（財務總監）
曾羽鋒
Chen Yepern

非執行董事
Timothy Patrick McNally（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Tan Sri Datuk Seri Panglima Abdul Kadir Bin
 Haji Sheikh Fadzir
Lim Mun Kee
Michael Lai Kai Jin

審核委員會
Lim Mun Kee（主席）
Tan Sri Datuk Seri Panglima Abdul Kadir Bin
 Haji Sheikh Fadzir
Michael Lai Kai Jin

薪酬委員會
Tan Sri Datuk Seri Panglima Abdul Kadir Bin
 Haji Sheikh Fadzir（主席）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
Chen Yepern
Lim Mun Kee
Michael Lai Kai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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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Codan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號舖

行政總裁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

財務總監
Philip Lee Wai Tuck

投資者關係（亞太區）及企業融資
Gerard Chai，副總裁

投資者關係（北美）
Kevin Nyland，副總裁

投資者關係（歐洲、中東及非洲）
David Ellis

公司網址
www.nagacorp.com

本公司深明透過刊發年報、中期報告、新聞稿及
公告等途徑與股東及投資者保持溝通的重要性。
本公司的中期報告載有關於本公司業務的財務資
料及其他資料。歡迎查詢本公司業務，本公司將
及時解答。

上市
本公司每股面值為0.0125美元的股份（「股份」）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九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本中期報告的中英文版現已備有印刷本，亦已刊
登於本公司網站www.nagacorp.com。

股份代號
3918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柬埔寨主要營業地點
NagaWorld
柬埔寨王國
金邊市
Samdech Techo洪森公園
郵政信箱1099號
電話：+855 23 228822 傳真：+855 23 217532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灣仔
港灣道18號
中環廣場
28樓2806室
電話：+852 2877 3918 傳真：+852 2523 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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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

152.6

140.3 136.1

113.1

172.6

101.0

125.2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收入 毛利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純利

收入（261,400,000美元） 收入（288,500,000美元）

大眾市場：大廳賭桌 大眾市場：電子博彩機 非博彩貴賓市場

36%
103,500,000美元

39%
111,600,000美元

4%
11,400,000美元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21%
62,000,000美元

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

34%
88,100,000美元

41%
107,500,000美元

4%
10,000,000美元

21%
55,8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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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 Patrick McNally
主席

旅遊業及地區經濟穩定增長
NagaWorld營運所在地區擁有世界上的一半人
口，該地區旅遊業的蓬勃勢頭持續令NagaWorld
受益。國際遊客造訪柬埔寨人數延續其增長勢
頭，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到訪旅客達2,400,000
名，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長2.6%。同期，從金邊
國際機場入境的遊客增加9%。越南(20%)、中國
(16%)及韓國(8%)遊客合共佔柬埔寨到訪遊客總
數44%。尤其是，中國遊客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按年增長13%至378,737人（資料來源：柬埔寨旅
遊部）。該等以博彩為主的國家的遊客人數持續
增長，是我們業務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之一。

致各位股東：
我們欣然報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該期間」），金界控股的表現再次優勝
於區內競爭者。本公司繼續為本公司股東（「股
東」）帶來不俗的營運及財務業績，純利較去年
上升24%至125,000,000美元。於二零一六年上半
年（「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博彩總收入（「博彩
總收入」）增加10%至277,000,000美元。儘管澳
門的博彩總收入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錄得跌幅
11%（資料來源：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我們仍
取得上述佳績。

我們不俗的業績乃由穩健的業務策略及洞察力、
營運及執行效率、政治穩定國家旅遊業市場的蓬
勃發展綜合所致，令博彩業務所有分部的營業額
增加。目前，我們在湄公河地區經營最大的綜合
休閒及博彩娛樂勝地。

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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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穩健策略為增長定位
就大眾市場分部而言，我們的大廳賭桌按押籌
碼及電子博彩機（「電子博彩機」）投入金額分別
錄得17%及18%的增長。所有大廳賭桌於二零一
五年實施賭桌按押籌碼，這為賭客提供便利，
繼續令營業額遞增。電子博彩機收入增長17%，
乃由於投入金額增加18%及收取一筆電子博彩機
費。此外，本集團與中國境外旅遊代理及一家獨
立航空公司合作以把中國遊客帶到柬埔寨，這對
物業造訪人數的增長作出正面貢獻。於二零一
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忠誠計劃Golden Edge 
Rewards Club約有13,900名大眾市場活躍會員。
該計劃讓我們得以繼續有效掌握會員資料，進行
針對性的市場推廣以及施行賭客發展措施，以透
過提供更高標準及更健康的娛樂體驗增加遊客人
次。

我們的貴賓市場包括以佣金或獎勵計劃為基礎模
式的賭團所帶入的賭客以及無中介人的直接賭
客。我們於二零一三年三月推出海外賭團獎勵計
劃，讓我們可增加現有賭桌注碼上限，亦同時
控制波動及信貸風險。貴賓泥碼於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上升26%至4,500,000,000美元，勝出率為
2.5%。儘管於該期間勝出率較低，貴賓市場收
入增長4%至111,600,000美元。於二零一六年一
月，由於我們於亞洲貴賓市場佔據更大份額，我
們修訂海外賭團獎勵計劃，旨在提升我們的利潤
率。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我們繼續致力向博彩及
非博彩顧客提供國際認可的產品及服務，同時
繼續透過我們的獨特優勢於區內擴大市場佔有

率。NagaCity步行街於二零一六年八月開業，將
標記著本公司取得了重大的進展。NagaCity步
行街將提升顧客的整體零售體驗，並進一步提
升NagaWorld對貴賓市場及大眾市場的吸引力。
中國免稅品集團（「中免集團」）是中國最大的免
稅品運營商，在NagaCity步行街租賃約3,900平
方米面積經營免稅品商店。此外，TSCLK綜合
設施預期於二零一七年開始營運，預期將提升
NagaWorld對區內貴賓市場及大眾市場的吸引
力。

按照俄羅斯海參崴市博彩及度假村開發項目的開
發現況，該項目按計劃大體上仍將於二零一八年
之前開始營運。我們已於市中心設立辦公室，並
已委任若干主要人員監管該項目各方面的進度。
我們認為，我們的業務地區多元化及擴展新賭場
市場的策略，長遠而言將可推動收入增長。

維持具競爭力的股息收益率
作為聯交所表現超卓的博彩股，金界控股的盈利
能力不斷增長，業務規模不斷擴大，且增長與擴
大程度遠遠超出區內其他博彩公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議決就二零一六年上
半年向股東宣派中期股息及向可換股債券（「可
換股債券」）持有人作出分派每股股份╱換股股
份（定義見本中期報告第15頁）2.77美仙（或相
等於每股股份╱換股股份21.47港仙）。派息率為
60%（以該期間產生的純利為基準）。中期股息及
分派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二）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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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
多年來，金界控股一直以其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領
導地位而備受認可。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亦不例
外，我們將繼續作為一個良好企業公民，並致力
肩負於國家的盡責地位。

企業管治
金界控股已委聘獨立專業人士檢討本集團針對反
洗黑錢的內部控制措施。有關獨立專業人士將
提交其檢討結果報告，詳情將載於我們截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本公司亦
已委聘另一家專業機構－政治經濟策劃有限公
司，評估柬埔寨的投資風險，其評估結果載於本
中期報告。

致謝
董事會謹此對員工的勤勉及奉獻以及股東、客戶
及供應商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謝。

主席
Timothy Patrick McNally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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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回顧
柬埔寨經濟持續錄得穩定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預計柬埔寨實質國內生產總值於二零一六年及
二零一七年均將增長7%，通脹率分別為2.1%及
2.8%。

柬埔寨到訪遊客人次持續上升，於二零一六年上
半年，國際遊客造訪人次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長
2.6%，達2,400,000名遊客。同期，從金邊國際機
場入境的遊客增加9%。越南(20%)、中國(16%)及
韓國(8%)是遊客紛至沓來的前三個國家，合共佔
柬埔寨到訪遊客總數44%。特別是，於二零一六
年上半年，中國遊客按年增長13%至378,737人
（資料來源：柬埔寨旅遊部）。遊客人數持續增長
仍是本集團業務增長的推動因素之一。

相較於澳門的博彩總收入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下
跌11%，位於柬埔寨首都金邊市的NagaWorld的
博彩總收入錄得增長10%。於該期間，本集團純
利增加24%至125,200,000美元。博彩業務所有分
部的營業額增加對業績作出正面貢獻。此外，本
集團自若干投資者就放置及經營電子博彩機賺
取費用60,000,000美元（「二零一六年電子博彩機
費」），記錄為該期間的電子博彩機收入。相較
而言，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二零一五年上半
年」），本集團就於NagaWorld內放置最多300台
電子博彩機的獨家協商，自投資者獲得不可退
還電子博彩機協商費40,000,000美元。於二零一
六年六月三十日，NagaWorld擁有296張賭桌及
1,662台電子博彩機。



金界控股有限公司 2016中期報告 11

業務回顧
表1：表現摘要
該期間及比較期間：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

增加╱
（減少）

千美元 千美元 %

（重新分類）

大眾市場：大廳賭桌
－按押籌碼 305,569 261,951 17

－勝出率 20.3% 21.3%

－收入 61,972 55,784 11

－期末賭桌數目 87 85 2

大眾市場：電子博彩機
－投入金額 741,770 629,284 18

－勝出率 8.5% 10.7%

－收入 103,500 88,108 17

－期末博彩機數目 1,662 1,600 4

貴賓市場
－泥碼 4,549,246 3,624,742 26

－勝出率 2.5% 3.0%

－收入 111,630 107,542 4

－期末賭桌數目 209 176 19

博彩總收入 277,102 251,43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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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市場（大廳賭桌及電子博彩機）
本集團大眾市場分部取得增長，大廳賭桌按押
籌碼錄得17%的增長，電子博彩機投入金額錄得
18%的增長。營業額增長乃由於物業的訪客數目
上揚，及二零一五年實施的措施令營運效率提
升，持續為賭客於賭桌及電子博彩機提供方便。

所有大廳賭桌於二零一五年實施賭桌按押籌碼，
此舉措繼續促使營業額遞增。此外，本集團與中
國境外旅遊代理及一家獨立航空公司合作以把中
國遊客帶到柬埔寨，這對物業造訪人數的增長作
出正面貢獻。於二零一六年一月，該家獨立航空
公司開通每週三趟由中國城市長沙及西安至柬埔
寨的定期航班。

於該期間，電子博彩機收入增長17%，乃由於投
入金額增加18%及收取二零一六年電子博彩機費
所致。於二零一五年在所有電子博彩機上安裝
「進票╱出票」系統，持續令投入金額遞增。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忠誠計劃
Golden Edge Rewards Club約 有13,900名 大 眾
市場活躍會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200名）。該計劃讓本集團得以繼續有效掌握
會員資料，進行針對性的市場推廣，以及施行賭
客發展措施，以增加遊客人次並提高博彩消費
額。

貴賓市場
本集團的貴賓市場包括以佣金或獎勵計劃為基礎
模式的賭團所帶入的賭客以及無中介人的直接賭
客。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三月推出海外賭團獎勵
計劃，讓本集團增加現有賭桌注碼上限，亦同時
控制波動及信貸風險。

相較二零一五年下半年，獎勵計劃下的泥碼於二
零一六年上半年繼續按序增長。貴賓泥碼上升
26%至4,500,000,000美元，勝出率為2.5%。儘管
該期間內勝出率較低，貴賓市場收入增長4%至
111,600,000美元。自二零一六年一月起，由於本
集團於亞洲貴賓市場佔據更大份額，本集團修訂
其海外賭團獎勵計劃，旨在提升其利潤率。

非博彩－酒店、餐飲及娛樂
非博彩收入增長14%至11,400,000美元，乃主要
由於較高的入住率所致，尤其是因本集團與中國
境外旅遊代理合作而使入住的中國旅遊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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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毛利分析
表2(a)

收入 毛利 毛利率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百萬美元 % 百萬美元 % %

大眾市場 165.5 57 162.7 79 98
貴賓市場 111.6 39 34.8 17 31
非博彩 11.4 4 9.2 4 81

總計 288.5 100 206.7 100 72

表2(b)

收入（重新分類） 毛利 毛利率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 百萬美元 % 百萬美元 % %

大眾市場 143.9 55 140.7 77 98
貴賓市場 107.5 41 34.3 19 32
非博彩 10.0 4 8.1 4 81

總計 261.4 100 183.1 100 70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未計及減值虧損、折舊及
攤銷）
於該期間，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未計及減值虧
損、折舊及攤銷）上升4%至55,200,000美元。開
支輕微增加乃由於審慎的成本控制，以支持所
有分部營業額增加所需。本集團繼續聘任經驗豐
富的合資格員工，以促進區內的營銷活動及於
NagaWorld持續進行的物業增值。

於 該 期 間， 本 集 團 錄 得 毛 利 增 長13%至
206,700,000美元。整體毛利率增長至72%。大眾
市場的毛利增長16%至162,700,000美元，有關增
幅乃受大廳賭桌按押籌碼、電子博彩機投入金額
增加及收取二零一六年電子博彩機費所帶動。大
眾市場繼續產生98%的高利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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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於該期間，本集團並無產生任何融資成本。

純利
於該期間，本集團股東應佔純利或純利增加24%
至125,200,000美元。由於更佳的成本控制、二零
一六年電子博彩機費及較低的稅項開支，該期間
的純利率上升至43%。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及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每股股
份基本盈利分別為5.51美仙（42.70港仙）及4.45
美仙（34.49港仙）。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及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每股
股份攤薄盈利分別為5.26美仙（每股股份40.77港
仙）及4.45美仙（每股股份34.49港仙）。

財務回顧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承兌票
據8,000,000美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900,000美元）及就簽發銀行擔保已抵押存款
700,000美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根據本公司與本公司行政總裁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Dr Chen」）訂立的服務協議第3.3條所列
的公式，雙方確認並同意Dr Chen將有權享有截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表現
花紅8,051,000美元（「二零一五年花紅」）。

根據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通過的決議
案，董事會已考慮有關支付二零一五年花紅的事
宜並決議請求Dr Chen慷慨明達地同意延遲此項
支付。本公司及Dr Chen一致認為，將二零一五
年花紅的支付責任延遲至直至就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設定的若干關鍵績效指
標（「關鍵績效指標」）實現的後續年度符合本公
司利益。Dr Chen已放棄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四
年財政年度的花紅18,600,000美元，僅作記錄之
用。

本公司與Dr Chen同意待實現關鍵績效指標後，
二零一五年花紅將延遲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以及Dr Chen全權選擇的之後財政年度，並由
雙方真誠磋商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的合理時間
表。

除上文所述外及如本集團中期財務資料別處所披
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或然負
債。

匯率風險
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以美元賺取，而本集團的開支
亦主要以美元另輔以柬埔寨瑞爾及俄羅斯盧布支
付。因此，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本集團亦
無進行任何貨幣對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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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新股
於該期間，本公司並無發行股份。

發行可換股債券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本 集 團 收 購
TanSriChen（Citywalk）Inc.及其全資附屬公司
（統稱「Citywalk集團」，其為連接NagaWorld酒
店及Naga2的地下通道NagaCity步行街的擁有人）
的100%股權，代價94,000,000美元由本公司根據
本公司與Dr Chen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訂立
的購股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補充協議補
充）（「購股協議」）的條款發行可換股債券支付。

按可換股債券的初步換股價1.6699港元（相等於
0.2141美元）計算，於可換股債券附帶的換股權
獲悉數行使時，439,072,360股新普通股份（「換
股股份」）將予以配發及發行。根據可換股債券
的條款，倘日後發生任何股本重組，則換股價及
換股股份數目須作進一步調整。

可換股債券不受任何贖回條款所限。本公司於可
換股債券項下並無任何贖回責任。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水平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的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及抵押存款總額為136,000,000美
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3,100,000美
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的流動資
產淨值為185,600,000美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153,900,000美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的資產淨值為864,300,000美
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86,600,000美
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本集團均無任何未償還外部借貸。本集
團仍無任何債務。

資本及儲備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
本及儲備為864,300,000美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686,600,000美元）。

員工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
6,036名僱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763名），駐柬埔寨、中國、香港、澳門、馬來
西亞、新加坡、泰國、英國、美國、越南及俄羅
斯工作。該期間的薪酬及員工成本為32,500,000
美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0,700,000美元）。

僱員福利
薪金、年度花紅、有薪年假、向界定供款退休金
計劃供款及本集團非貨幣福利成本於本集團僱
員提供相關服務的年度內累計。倘遞延付款或結
算，且其影響重大，則以現值呈列有關金額。

貿易應收款項及信貸政策
本集團繼續監控貿易應收款項的變化。該期
間貿易應收款項淨額由11,600,000美元增加至
47,900,000美元，乃由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
註內的附註4所述應收二零一六年電子博彩機費
30,000,000美元所致。

於該期間，本集團審慎計提減值虧損撥備為
800,000美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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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貫徹自二零零九年起實施的嚴格信貸政
策。本集團將不時檢討其政策，以確保該等政策
具競爭力以及與本集團的風險管理策略一致。於
該期間，博彩應收款項的信貸政策為旅行團完結
起計五至三十日，而非博彩應收款項的信貸政策
維持於月底起計三十日。

所持有的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本集團按代價
94,000,000美元收購Citywalk集團，其為連接
NagaWorld酒店及Naga2的地下通道NagaCity步
行街的擁有人。有關代價由本公司根據購股協議
的條款發行可換股債券支付。

按可換股債券的初步換股價1.6699港元（相等於
0.2141美元）計算，於可換股債券附帶的換股權
獲悉數行使時，439,072,360股換股股份將予以配
發及發行。根據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倘日後發生
任何股本重組，則換股價及換股股份數目須作進
一步調整。

緊隨收購事項完成後，Citywalk集團成為本公司
的全資附屬公司，及Citywalk集團的財務業績已
併入本集團。

申報期後事項
自該期間完結日至本報告日期止，並無發生重大
期後事項。

項目之新動向及前景
NagaCity步行街及Naga2之新動向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的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的通函（「通函」），內容有關本公司收購NagaCity
步行街項目及TSCLK項目。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的公告所披露，本公司與Dr Chen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訂立第二份補充協議，將買賣
NagaCity步行街及TSCLK綜合設施的完成日期由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延長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或之前的日期（或本公司與Dr Chen可
能書面協定的其他日期）。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根據購股協議，Dr 
Chen通知本公司其選擇分開完成，故NagaCity步
行街完成將先於TSCLK綜合設施完成。NagaCity
步行街完成（包括轉讓TanSriChen (Citywalk) Inc.
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予本公司及發行可換股債券予
Dr Chen）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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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aCity步行街毗鄰NagaWorld，提供由其主要
租戶中免集團經營的免稅購物。中免集團已計
劃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在NagaCity步行街開業。預
期NagaCity步行街的開業將為NagaWorld吸引更
多中國遊客，從而將進一步鞏固NagaWorld作為
湄公河地區首屈一指的綜合博彩及娛樂勝地的地
位。

於該期間，Dr Chen已就TSCLK綜合設施項目的開
發取得重大進展。預期TSCLK綜合設施將於2017
年營業。

海參崴市投資項目之新動向
本集團於俄羅斯海參崴市的博彩及度假村開發項
目的實地打樁工程已於二零一六年啟動，且本公
司已於市中心設立辦公室，並已委任若干主要人
員監管項目各方面的進度。該項目按計劃大體上
仍將於二零一八年之前開始營運。

本集團認為，其業務地區多元化及擴展新賭場市
場的策略，長遠而言將可推動收入增長。

前景
柬埔寨仍然吸引著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遊
客，受惠於其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及政治
穩定的新興經濟體所擁有的無限商機。根據柬
埔寨旅遊部，柬埔寨預期於二零一六年吸引將
近1,000,000名中國遊客，並計劃於二零二零年
前吸引高達2,000,000名中國遊客（資料來源：
Chinadaily.com，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本
集團物業NagaWorld（坐落於金邊市市中心的主
要旅遊目的地之一）處於有利位置，受益於該項
增長。

本集團自二零一五年起便與中國境外旅遊代理及
一家獨立航空公司合作，把中國遊客帶到柬埔
寨，此舉已為本集團帶來正面貢獻。因此，本集
團將於本年稍後瞄準更多城市，並透過改善來往
金邊市的交通，繼續推廣金邊市作為中國遊客的
旅遊目的地。

本集團借助NagaWorld的低成本架構，致力透
過向賭團經紀及代理人提供具吸引力的商業條
款，進一步進駐貴賓市場及大眾市場的地區博
彩市場。於該期間，貴賓泥碼增加26%，顯示
NagaWorld獎勵計劃在地區內推廣NagaWorld予
更多經紀及賭客方面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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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繼續致力向博彩及非博彩顧客提供國際認
可的產品及服務，同時繼續透過其獨特優勢於
區內擴大市場佔有率。NagaCity步行街於二零一
六年八月開業，將標記著本集團取得了重大的
進展。NagaCity步行街將提升顧客的整體零售體
驗，並進一步提升NagaWorld對貴賓市場及大眾
市場的吸引力。中免集團是中國最大的免稅品運
營商，在NagaCity步行街租賃約3,900平方米面積
經營免稅品商店。此外，TSCLK綜合設施預期於
二零一七年開始營運，預期將能提升NagaWorld
對區內大眾市場及貴賓市場的吸引力。

中期股息及分派
董事會議決向股東宣派支付該期間的中期股息及
向可換股債券持有人（「債券持有人」）作出分派
每股股份╱換股股份2.77美仙（或相當於每股股
份╱換股股份21.47港仙），派息率約為60%（以
該期間產生的純利為基準）。本公司將向於二零
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三）營業時間結束時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支付中期股息。

根據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可換股債券的分
派應相當於就換股股份派付的股息。分派將於相
關股息派付予股東之日支付予債券持有人。可換
股債券的分派將根據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
支付予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六日（星期二）營業時
間結束時名列債券持有人名冊的債券持有人。

中期股息及分派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星
期二）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及債券過戶登記
為釐定是否符合資格收取下列各項：

(i) 該期間的中期股息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星
期三）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該天將不
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除息日將
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一）。為
符合資格收取該期間的中期股息，所有股
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六年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送交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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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6
號舖）。

(ii) 該期間的分派

根據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本公司將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三）至
二零一六年九月六日（星期二）期間暫停
辦理債券過戶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
可換股債券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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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
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在任的本公司董事（「董事」）於該日擁有下列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中的權益，而該等權益須登記於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所存置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權益名冊，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1)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的百分比

（附註1）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 一項酌情信託的成立人（附註2） 951,795,297 (L) 41.93 (L)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 實益擁有人 7,150,000 (L) 0.31 (L)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 實益擁有人（附註3） 1,167,283,413 (L) 51.42 (L)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 實益擁有人（附註4） 439,072,360 (L) 19.34 (L)

附註：
(1) 以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2,269,988,875股為基準。

(2)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為ChenLa Foundation的成立人。ChenLa Foundation透過Cambo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及Fourth Star Finance Corp.間接持有合共951,795,297股股份。作為ChenLa Foundation的成立
人，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被視為於ChenLa Foundation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ChenLa Foundation、
Cambo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及Fourth Star Finance Corp.持有的本公司權益詳情載列於下文「主要股
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一節。

(3) 該等1,167,283,413股相關股份乃為有條件購股協議項下就非常重大收購TanSriChen Inc.（「目標公司」）的代
價。根據購股協議的條款，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所擁有權益的該等1,167,283,413股相關股份的數目須
受通函所述或所提述的調整所規限，且直至收購目標公司適用的有關完成前，該等相關股份將不會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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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持有本金額為94,000,000美元（未上市的股本衍生工具）的可換股債券。假設
按換股價每股股份1.6699港元悉數轉換該等可換股債券，439,072,360股股份將發行予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如日後發生任何資本重組，換股價及換股股份的數目可予調整。

(5) 「L」指該實體於股份的好倉。

(2) 於本公司債權證之權益
誠如上文所披露，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實益擁有本金總額為94,000,000美元的可換股債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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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須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存置的名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就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須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登記於根據該條存置的名冊的權益或淡倉的股東（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1) 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的百分比

（附註1）

ChenLa Foundation 於受控法團擁有權益（附註2） 951,795,297 (L) 41.93 (L)

Fourth Star Finance Corp. 實益擁有人 789,534,854 (L) 34.78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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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人士

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的百分比

（附註1）

Cambo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實益擁有人 162,260,443 (L) 7.15 (L)

附註：
(1) 以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2,269,988,875股為基準。

(2) 該等權益由ChenLa Foundation（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為其成立人）控制的Fourth Star Finance Corp.及
Cambo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所持有。

(3) 「L」指該實體於股份的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就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
（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
部的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須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登記於根據該條例存置的
名冊的權益或淡倉。

可換股債券對主要股東股權的攤薄影響
假設本公司股本自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起並無變動且可換股債券獲悉數兌換，則緊接及緊隨可換
股債券兌換前後之本公司股權架構載列如下，僅供說明之用：

緊接可換股債券
兌換前之股權架構

緊隨可換股債券
兌換後之股權架構

股東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 所持股份數目 %

Fourth Star Finance Corp. 789,534,854 34.78 789,534,854 29.14
Cambo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62,260,443 7.15 162,260,443 5.99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 7,150,000 0.31 446,222,360 16.47
其他股東 1,311,043,578 57.76 1,311,043,578 48.40

2,269,988,875 100.00 2,709,061,23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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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在其股份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九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後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二零零六年購
股權計劃」）。由於二零零六年購股權計劃將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八日屆滿，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
四月二十日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二零一六年購股權計劃」）。根據二零零六年購股權計劃及二零
一六年購股權計劃，董事獲授權按彼等的酌情權邀請本集團僱員（包括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董事）
接受可認購股份的購股權。該兩項計劃的目的是吸引及挽留最優秀的人才，並為其提供額外獎勵，
務求促進本集團的成就。

自二零零六年購股權計劃及二零一六年購股權計劃各自採納日期起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本公司尚未根據該兩項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因此，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尚未行
使的購股權。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該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藉著購
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份或債權證而獲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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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策劃有限公司（「PERC」）
香港
中環
皇后大道中28號
中滙大廈20樓

致金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我們已評估並檢討柬埔寨的政治、社會、投資及
宏觀經濟風險，尤其是與金界控股的賭場、酒店

及娛樂業務營運有關者。在得出下文所載的結果
時，我們已考慮（其中包括）柬埔寨的國內政治
風險、社會不穩風險、制度缺陷、人力資源風
險、基建風險及外在政治風險。

根據自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底至二零一六年一月初
所進行的評估及審核，我們將所得結果概述如
下：

瞭解柬埔寨的業務環境風險 與柬埔寨社會政治風險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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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級介乎0至10，0為可能得到的最佳評級，10為最差
評級

我們透過衡量以下可變因素來量化柬埔寨的投資
風險：

‧ 國內政治風險
‧ 社會不穩風險
‧ 制度缺陷
‧ 人力資源風險
‧ 基建風險
‧ 外在政治風險

該等可變因素本身各自由多個與被評估類別特定
範疇有關的次可變因素組成。次可變因素的評級

加權總數相等於範圍較廣的可變因素的分值，而
範圍較廣的可變因素的評級加權總數則界定為柬
埔寨的整體投資風險。我們視各項可變因素具有
同等重要性或比重。

最高潛在風險評級為10（最差評級），而最低潛
在風險評級為0（最佳評級）。PERC的最新風險調
查給予柬埔寨整體風險評級為5.88，較去年稍為
差一點。柬埔寨的政治與社會風險不高，頗為平
穩。去年的政治風險輕微轉差，主要因為外界認
為，即使反對黨能在二零一八年全國大選勝出，
亦無法組成及營運新一屆政府。政府在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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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不足亦是另一個負面因素。另一方面，對
比一年前，今年外界對現屆政府將能在下屆大選
中勝出有更大信心。老一批的保守領袖將逐步退
下，換上較年青且教育水平較高的新領袖，彼等
推動經濟、教育及社會改革，有助政府贏回選民
的支持，收復上屆大選的失地。

柬埔寨面對的多個大問題大部分源自國家持續強
勁的經濟表現。即使其他東南亞國家面對增長顯
著放緩的情況，柬埔寨當時仍能維持高速增長，
經濟增長為國家的基礎建設及人力資源基礎帶來
新需求，惟此等需求的增長速度高於政府興建新
基礎建設的速度，造成緊張，可能最終損害柬埔
寨的相對競爭優勢。就基礎建設方面，昂貴的電
力成本或許是最大的單一問題，而勞工方面面臨
最大的難題是欠缺具備獨立思考及執行現代流程
能力的訓練有素的員工。

帶動各行業增長的火車頭不斷改變。建築業開始
成為主要的動力來源，但負面影響則是可能造
成房地產泡沫。農業已轉弱，難以發揮其作用。
工業的表現則參差，新外商投資為電子零件及其
他輔助工業，惟成衣及鞋履仍為製造業的主要部
分。旅遊業繼續是服務業的主要增長動力，而金
融與零售等其他服務業保持增長且越趨重要。無
論政治局勢如何演變，柬埔寨掌政者將繼續致力

保持所有行業的增長，以爭取大眾支持。政策轉
變而令旅遊業或外商投資的角色受到不利影響的
風險甚微。

柬埔寨的唯一最大對外聯繫為中國，柬埔寨政府
同時亦與美國、日本及歐盟成員國等其他國家成
功維繫關係。此舉確保柬埔寨政府能獲取其所需
的援助，以資助重大項目、維持穩定國際收支平
衡及保障貨幣穩定。區內許多其他國家在面臨外
在需求疲弱的不利情況時，柬埔寨與國外維持良
好關係亦有助吸引龐大的外商直接投資及推動出
口。

積極發展
‧ 去年最令人鼓舞的發展是旅遊業，儘管中國
經濟下滑及政府政策導致中國內地旅客到訪
澳門等地區的人數顯著下跌，惟在柬埔寨來
自中國內地的旅客人數持續強勁攀升。中國
內地旅客的人數強勁增長，反映柬埔寨對中
國內地旅客而言仍有吸引力，且北京一直重
視與柬埔寨建立穩固的關係。

‧ 穩健的增長加上已改善的稅收及海關管理減
輕了政府的財政壓力。隨著外部雙邊協助
（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協助）不斷加強，柬埔寨
國內的收入來源亦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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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和中國的密切關係與中國貿易局面的
持續轉型及地區工業遷移緊密相扣，為柬埔
寨帶來獨特的機會，令生產及出口基礎更多
元化。

‧ 柬埔寨政府一直採取措施改善海關程序的透
明度和可預見情況，以促進跨境貨品流通及
與地區供應鏈網絡的整合。簡化官僚流程亦
不斷改善外國投資者的投資環境。

挑戰
‧ 跟隨美元越趨強勢而令實際匯率上升，以及
來自其他生產成本低廉的製造業國家的競爭
越趨激烈均為我們面對的挑戰。管治、融
資、機構效率、教育及技能，以及基礎設施
不足各方面亦需加以改善。

‧ 近期的趨勢反映平均實質工資的增幅比其他
國家更高，且超過生產收益的增幅。此外，
柬埔寨的勞動力因性格好勝而名聲不佳。

‧ 由於當地教育制度極為薄弱，需要由私營企
業僱主提供培訓方能產出所需人才，以支持
其急速發展的業務，應對日益激烈的競爭。
如旅遊業等服務業格外易受影響，因為尤其
是中國內地及越南的旅客對旅遊目的地的期
望越來越高，換言之，僅僅維持服務水平並
不足夠，需要不斷提高水平。

‧ 除不斷上漲的勞工成本外，各公司亦須應對
高昂的能源成本及薄弱的基礎建設，尤其是
失修的道路系統，嚴重阻礙國內及跨境人流
及貨物往來。

‧ 一直以來銀行信貸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急
速增長，令銀行貸款組合的質素易受房地產
價格的調整和農作物價格長期處於低水平等
因素的影響。

PERC
董事總經理
Robert Broadfoot

香港，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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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Broadfoot就柬埔寨的投資風險進行研
究及編撰報告發表審核結論。Broadfoot先生為
Political &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 Ltd. (PERC)
的創辦人兼董事總經理。PERC於一九七六年創
立，總公司設於香港，主要從事監察及審視亞洲
區內各國的風險。就此而言，PERC於東盟國家、
大中華區及南韓等地設有一隊研究員及分析員團
隊。全球的公司及金融機構利用PERC提供的服
務評估區內的主要走勢及重大問題，物色發展機
會，並為把握此等機會制定有效策略。

PERC協助公司理解政治及其他主觀可變因素如
何影響營商環境。該等可變因素或難以量化，但
可能會對投資表現造成重大影響，因此，公司在
決策時須將此等可變因素列為考慮因素，這正是
PERC提供的服務所發揮的作用。PERC的價值在
於該機構的經驗、其經驗豐富的亞洲分析員網
絡、其對基礎研究的重視、其完全獨立於任何既
得利益集團、其於國家風險研究技術範疇方面的
先驅工作、其明確方針及其分析所採取的綜合與
地區化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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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確保誠
信、透明度及作出全面披露。

董事已審閱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經考慮（其
中包括）獨立專業人士的檢討結果後，確認本公
司於該期間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
業管治守則（「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作為
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經作出明
確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於該期間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規定的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該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其於聯交所上市的任
何證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回或出
售任何該等證券。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轄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負責監
督（其中包括）本公司財務報告的客觀性及可靠
性及本集團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有效性，
以及與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保持恰當關係。審核
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Lim Mun Kee先生
（主席）、Tan Sri Datuk Seri Panglima Abdul Kadir 

Bin Haji Sheikh Fadzir及Michael Lai Kai Jin先生組
成。

於該期間，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的財務報告
及報表以及內部監控框架。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中期報告，特別是本集團於
該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所採用的財務標
準，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及規
定編製，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本公司已委聘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
司根據國際審計及保證標準委員會所頒佈的國際
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
中期財務資料」，審閱於該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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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董事會轄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負責檢
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以確保董事會成
員具備均衡且切合本集團業務所需的適當技能、
經驗及多元化觀點，並就上述範疇向董事會作出
建議。提名委員會負責物色具備合適資格成為董
事的人選，並就出任董事向董事會提名合適的候
選人。提名委員會亦會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
立性；就有關委任、重新委任董事及其連任計劃
向董事會作出建議；檢討並監察董事會成員多元
化政策的執行進度。

提名委員會由Tan Sri Datuk Seri Panglima Abdul 
Kadir Bin Haji Sheikh Fadzir（主席）、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Lim Mun Kee先生、Michael Lai 
Kai Jin先生及Chen Yepern先生組成。

於該期間，提名委員會已提名退任董事於本公司
二零一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經股東重選連任，並
參考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載列的可計量目標檢
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其亦根據上市規
則第3.13條審閱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

薪酬委員會
董事會轄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負責就
本公司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的政策及架構
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薪酬委員會由Tan Sri Datuk Seri Panglima Abdul 
Kadir Bin Haji Sheikh Fadzir（主席）、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Lim Mun Kee先生、Michael Lai 
Kai Jin先生及Chen Yepern先生組成。

於該期間，薪酬委員會已審議及建議（其中包
括）董事袍金，以於本公司二零一六年股東週年
大會上供股東批准。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董事會透過考慮風險（作為策略制定程序的一部
分）而在監管所承擔的風險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本公司的風險框架完備，據此，其識別與本集團
營運及業務有關的風險，並就此等風險的可能性
及潛在影響評估此等風險。董事會負責維持充足
內部監控系統以減少風險及保障本集團資產。此
內部監控框架乃由審核委員會代表董事會每年審
閱。

此外，本公司已制定反洗黑錢程序手冊（考慮監
管規定及預期以及行業需求）以確保監管合規維
持於最高監控標準。董事會亦信納，本公司遵守
守則所載有關內部監控的守則條文。



金界控股有限公司 2016中期報告 29

反洗黑錢內部監控措施
為確保本公司在反洗黑錢（「反洗黑錢」）方面維
持高合規水平及誠信，本公司已專為保護本公
司聲譽及降低反洗黑錢風險制定計劃。金界控股
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及成功依賴其根據世界最佳反
洗黑錢常規，以誠信及透明的方式開展日常博彩
業務。本公司已實施四個層級的反洗黑錢監控架
構，包括：

第一層級－ 反洗黑錢管理委員會，由合規專員
領導且由各主要營運部門的高級經
理提供支援，旨在確保本公司就其
日常營運活動採納受反洗黑錢程序
手冊規限的政策及程序。

第二層級－ 反洗黑錢內部審核程序，確保本公
司遵守反洗黑錢政策，有關審核結
果將向審核委員會及反洗黑錢活動
監督委員會報告。

第三層級－ 反洗黑錢活動監督委員會乃建立於
董事會層面，由董事會非執行主席
擔任主席，每季度舉行會議以審閱
反洗黑錢管理委員會及內部審核的
工作及報告。重大事宜隨後將上報
董事會審議。

第四層級－ 本公司反洗黑錢程序的外部審核。
本公司聘用一家反洗黑錢專業公
司，其對本公司的反洗黑錢程序進
行一年兩次的審核，其中包括反洗
黑錢管理委員會所作工作。該項二
零一六年外部反洗黑錢審核報告將
於我們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報中隨附。

反洗黑錢活動監督委員會現時由Timothy Patrick 
McNally先生（主席）、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
Michael Lai Kai Jin先 生、 曾 羽 鋒 先 生 及Chen 
Yepern先生組成。於該期間，反洗黑錢活動監督
委員會已考慮（其中包括）獨立專業人士出具的
報告及反洗黑錢管理委員會就本集團的內部監控
出具的報告。

有關柬埔寨投資風險的獨立審閱
自本公司上市以來，本公司已委聘獨立專業人士
政治經濟策劃有限公司以每年評估及審閱柬埔寨
的政治、社會、投資及宏觀經濟風險並於其年度
及中期財務報告披露其結果。更多詳情請參閱本
中期報告第23至26頁「有關柬埔寨投資風險的獨
立審閱」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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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的董事資
料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須予披露的董事資料
的變動載列如下：

Timothy Patrick McNally，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 收取酌情花紅100,000美元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行政總裁兼執行董
事
－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擔 任 董 事 的

TanSriChen (Citywalk) Inc.及Tan Sri Chen 
Inc. (T S C I)各自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成
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 收取酌情花紅150,000美元

Philip Lee Wai Tuck，財務總監兼執行董事
－ 獲委任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Naga Lease 

Limited的董事，自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
日起生效

－ 收取酌情花紅120,000美元

曾羽鋒，執行董事
－ 獲委任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Naga Lease 

Limited的董事，自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
日起生效

－ 收取酌情花紅30,000美元

Chen Yepern，執行董事
－ 獲委任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Naga Lease 

Limited的董事，自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
日起生效

－ 獲委任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TanSriChen 
(Citywalk) Inc.的董事，自二零一六年五月十
七日起生效

－ 收取酌情花紅30,000美元

Lim Mun Kee，獨立非執行董事
－ 收取酌情花紅30,000美元

Tan Sri Datuk Seri Panglima Abdul Kadir Bin 
Haji Sheikh Fadzir，獨立非執行董事
－ 收取酌情花紅20,000美元

Michael Lai Kai Jin，獨立非執行董事
－ 收取酌情花紅20,000美元

於該期間，釐定董事酬金（包括花紅）的基準維
持不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並無任何其他董事資料變更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1)條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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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金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引言
本事務所已審閱第35至56頁所載的中期財務資料，當中包括金界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相關的簡明綜合收益
表、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附註解釋。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要求按照其相關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中期財務資料報告。 貴公司董事負責按照國際會計
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本中期財務資料。本事務所的責任是根據審閱對本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
並根據協定委聘條款僅向　閣下（作為法團）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本事務所不會就
本報告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責任。

審閱範圍
本事務所已根據國際審計及保證標準委員會頒佈的國際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
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工作。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主要人員作出查
詢，及進行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範圍遠小於根據國際核數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故本事務所
無法保證本事務所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事務所並不發表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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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根據本事務所的審閱結果，本事務所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本事務所相信本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
方面未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招永祥
執業證書編號P04434

香港
干諾道中111號
永安中心25樓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八日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美元為單位）

金界控股有限公司 2016中期報告 3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新分類）

收入 4 288,479 261,449

銷售成本 (81,733) (78,361)

毛利 206,746 183,088

其他收入 2,325 2,779
行政開支 (24,496) (22,134)
其他經營開支 (55,636) (49,797)

除稅前溢利 5 128,939 113,936

所得稅 6 (3,752) (12,9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25,187 101,020

每股盈利（美仙）
 基本 8 5.51 4.45

 攤薄 8 5.26 4.45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美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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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溢利 125,187 101,020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調整 864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26,051 101,020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美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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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 533,530 407,080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1,306 1,308
無形資產 11 67,975 69,748
工程及裝修的預付款項 66,726 47,003
預付款項－非流動 1,150 689
承兌票據 12 7,969 6,885

678,656 532,713

流動資產
耗材 1,044 1,17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90,699 45,999
抵押存款 683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5,325 143,081

227,751 190,25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39,736 34,824
本期稅項負債 2,384 1,570

42,120 36,394

流動資產淨值 185,631 153,863

資產淨值 864,287 686,576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美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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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8,375 28,375
儲備 835,912 658,201

權益總額 864,287 686,576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八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主席 財務總監
Timothy Patrick McNally Philip Lee Wai Tuck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美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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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庫存股
股份
溢價

可換股
債券

股本贖回
儲備

合併
儲備

注資
儲備

匯兌
儲備

保留
溢利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結餘
 （經審核） 28,526 (9,004) 287,936 – – (12,812) 55,568 63 275,223 625,500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 – – 101,020 101,02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 101,020 101,020
購回股份 – (494) – – – – – – – (494)
二零一四年已宣派末期股息 – – – – – – – – (47,925) (47,925)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未經審核） 28,526 (9,498) 287,936 – – (12,812) 55,568 63 328,318 678,101

期內溢利 – – – – – – – – 71,603 71,603
其他全面收益－匯兌調整 – – – – – – – (2,516) – (2,51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2,516) 71,603 69,087
註銷庫存股 (151) 9,498 (9,498) – 151 – – – – –
二零一五年已宣派中期股息 – – – – – – – – (60,612) (60,612)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經審核） 28,375 – 278,438 – 151 (12,812) 55,568 (2,453) 339,309 686,576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結餘
 （經審核） 28,375 – 278,438 – 151 (12,812) 55,568 (2,453) 339,309 686,576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 – – 125,187 125,187
其他全面收益－匯兌調整 – – – – – – – 864 – 86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864 125,187 126,051
已發行可換股債券（附註15） – – – 94,622 – – – – – 94,622
二零一五年已宣派末期股息 – – – – – – – – (42,962) (42,962)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結餘（未經審核） 28,375 – 278,438 94,622 151 (12,812) 55,568 (1,589) 421,534 864,287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美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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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 109,960 118,629

已付稅項 (2,938) (12,866)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07,022 105,763

投資活動
所收取利息 541 914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的付款及物業的建築成本 (72,139) (50,01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所得款項 465 –
出售投資債券 – 25,809
添置承兌票據 – (9,166)
添置抵押存款 (683) (1,43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1,816) (33,889)

融資活動
已付股息 (42,962) (47,925)
購回股份 – (494)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2,962) (48,4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7,756) 23,45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3,081 178,238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5,325 201,693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美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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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柬埔寨王國金邊市Samdech 
Techo洪森公園的NagaWorld。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的相關報表。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美元為單位。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與該期間的呈列統一。

2. 編製基準
該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而成。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有附註摘要，其包括對了解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後的財務狀況及業績變動有
重大意義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
會採納的所有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的年度財務報表全文須
載有的所有資料，且應與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
團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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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可換股債券
根據可換股債券條款，包含換股權的可換股債券於初步確認時分類為權益或負債。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發行的可換股債券按永久基準發行，並無到期日，且債券持
有人無權要求本公司以現金贖回可換股債券。此外，根據可換股債券條款，換股權將由債券
持有人選擇以換取本公司新股份方式結算。所有可換股債券因此分類為股本工具，其公平值
於初步確認時列為權益。

於後續期間，可換股債券將於所附換股權獲行使前一直列為權益（在此情況下，可換股債券的
結餘將轉撥至股本及股份溢價）。兌換可換股債券不會確認盈虧。

有關發行可換股債券的交易成本會直接計入權益。

以股份支付款項
凡股本工具授予僱員及其他提供類似服務人士以外的人士，損益表會確認所收取貨品及所得
服務的公平值，惟除非貨品或服務符合資格確認為資產則作別論。權益之相應增加已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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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採納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新增或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版）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四年週期年度改善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的修訂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之會計處理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 披露措施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的修訂

澄清折舊及攤銷的可接納方法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的修訂 單獨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採納上述新增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目前及過往申報期間的已呈報業績或財
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增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亦已頒佈下列修訂本、新增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該等準則及詮釋可能
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但於該期間尚未生效且沒有在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提早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開始
的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二零一四年）

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修訂 澄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董事正就該等修訂本、新增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於首次應用期間產生的預期影響進行評估。
目前，本集團並未能夠說明該等新聲明是否會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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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收入指下列所載來自賭場營運的賭廳收入淨額及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新分類）

賭場營運－賭桌 173,602 163,326
賭場營運－電子博彩* 103,500 88,108
酒店住房收入、餐飲銷售及其他 11,377 10,015

288,479 261,449

* 於該期間，電子博彩收入包括來自若干投資者就於NagaWorld內放置和經營電子博彩機
的二零一六年電子博彩機費60,000,000元。於該期間，本公司已收取30,000,000元的二
零一六年電子博彩機費。餘下30,000,000美元預計將於年末之前收取並計入該期間末的
貿易應收款項。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子博彩收入包括來自投資者
就獨家協商於NagaWorld內放置電子博彩機的協商費40,000,000元。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賭場牌照溢價攤銷 1,773 1,773
折舊及攤銷 21,909 17,111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2,515 30,641
 －界定供款退休金計劃供款 2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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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損益內的所得稅為：

NagaWorld Limited Gaming Branch及NagaWorld Limited Hotel and Entertainment Branch（於
柬埔寨註冊的分公司）須向柬埔寨經濟及財政部（「經濟及財政部」）支付的每月博彩責任付款
(1) 410,987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65,322元）及每月非博彩責任付款(2) 
214,338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14,338元）。本集團毋須就該期間（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繳納香港、馬來西亞、開曼群島或俄羅斯所得稅。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經與經濟及財政部商討後，本集團就過往期間向經濟
及財政部支付9,438,000元的額外非博彩責任付款。

於本報告日期，該期間內概無額外非博彩責任付款（如有）。最終結果視乎該事項的未來發展
而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開支
 －本期 3,752 3,478
 －額外非博彩責任付款 – 9,438

3,752 1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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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間應付本公司擁有人的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申報期結算日後宣派之中期股息：
 二零一六年：每股普通股2.77美仙 62,938 –
 二零一五年：每股普通股2.67美仙 – 60,612

62,938 60,612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42,962,000元，並於二零一六年五月派付。

如附註15進一步詳述，可換股債券的分派將相當於應就換股股份派付的股息。因此，可換股
債券的建議分派為12,174,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股份盈利
每股股份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125,187,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01,020,000元）及該期間內已發行股份2,269,988,875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2,269,992,190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該期間內的每股股份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125,187,000元及加權平均數
2,378,550,722股股份計算，並就因發行可換股債券（附註15）而攤薄的潛在股份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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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其業務，其業務組合包括賭場、酒店及娛樂。本集團採用與向本集團大多
數高級管理層（「高級管理層」）內部報告資料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相同的方式確認以下
兩個主要呈報分部。

• 賭場業務：該分部包括NagaWorld所有博彩業務。

• 酒店及娛樂業務：該分部包括休閒、酒店及娛樂業務。

分部收入及業績
高級管理層監察各呈報分部應佔收入及業績，詳情如下：

收入及開支參照該等分部產生的收入及開支或分部應佔資產折舊及攤銷產生的其他收入及開
支分配至呈報分部。

分部收入及業績為就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高級管理層報告的指標。概無呈報分部資產
及負債，原因為有關資料並無就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高級管理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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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續）

賭場業務
酒店及

娛樂業務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部收入：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277,102 11,377 288,479
分部間收入 – 9,675 9,675

呈報分部收入 277,102 21,052 298,15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重新分類）：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251,434 10,015 261,449
分部間收入 – 3,646 3,646

呈報分部收入 251,434 13,661 265,095

分部溢利╱（虧損）：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53,830 6,039 159,869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46,471 (6,324) 14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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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部資料（續）
呈報分部收入及損益與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收入及溢利的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新分類）

收入
呈報分部收入 298,154 265,095
分部間收入抵銷 (9,675) (3,646)

綜合收入 288,479 261,449

溢利
呈報分部溢利 159,869 140,147
其他收入 267 390
折舊及攤銷 (23,682) (18,884)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開支 (7,515) (7,717)

除稅前綜合溢利 128,939 11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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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機器及設備
於該期間，本集團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總額為148,756,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32,451,000美元）；其中包括收購NagaCity步行街的95,000,000元以及主要就興建
NagaWorld的相關資本在建工程52,617,000元。

11.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包括賭場牌照溢價及作為延長賭場牌照獨家經營期限至二零三五年底的獨家經營
權費；總代價為108,000,000元，扣除累計攤銷40,025,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8,252,000元）。

12. 承兌票據
本集團自一家俄羅斯銀行購買總額為469,100,000盧布（約7,969,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6,885,000元）的承兌票據（「承兌票據」）按年利率6.6%計息，到期日為自發行日期起
計2,909日（即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日）。承兌票據就發行金額400,000,000盧布的銀行擔保以
Primorsky Krai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為受益人質押予同一銀行，用於本集團於俄羅斯的博
彩及度假村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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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虧損撥備 47,863 11,60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2,836 34,397

90,699 45,999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1個月內 46,112 8,864
1至3個月 366 1,015
3至6個月 784 190
6至12個月 – –
1年以上 601 1,533

 

47,863 11,602
 

博彩應收款項的信貸政策為旅行團完結起計五至三十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五至三
十日）。非博彩應收款項的信貸政策為月底起計三十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月底起
計三十日）。計入貿易應收款項的金額為上文附註4提述的二零一六年電子博彩機費30,000,000
元，預計將於年末之前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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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2,561 2,624
未贖回賭場籌碼 17,428 16,089
遞延收益 2,144 1,649
建築應付賬款 4,693 3,333
按金 1,080 71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1,830 10,411

39,736 34,824

於申報期結算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貿易應付賬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1個月內到期或要求時償還 2,496 2,606
於1個月後但3個月內到期 47 –
於3個月後但6個月內到期 – –
於6個月後但1年內到期 – –
於1年後到期 18 18

總計 2,561 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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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本公司就收購Citywalk集團（如附註16所詳述）發行本金額為
94,000,000元，按永久基準並無到期日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以美元計值，並可由債券持
有人選擇根據可換股債券的條款轉換為股份。按可換股債券的初步換股價1.6699港元（相等於
0.2141元），可換股債券的換股權倘獲行使，將可配發及發行439,072,360股換股股份。根據可
換股債券條款，倘日後發生任何股本重組，則可換股債券的換股價及換股股份數目須作進一
步調整。可換股債券的分派將相當於應就換股股份派付的股息，且應於相關股息派付予股東
的同日派付予債券持有人。

於初步確認時，可換股債券公平值為94,622,000元，按通過收購附屬公司所獲資產及負債的公
平值釐定（詳情見附註16），並計入權益。

於申報期結算日後的可換股債券建議分派為12,174,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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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經收購附屬公司所獲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本集團收購Citywalk集團（其為連接NagaWorld酒店及Naga2的地下
通道NagaCity步行街的擁有人），代價94,000,000元由本公司以發行可換股債券支付。

於收購日期，Citywalk集團的可識別資產及負債公平值如下：

千元
（未經審核）

物業、機器及設備（附註10） 95,000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20
應付控股公司款項 (137)
其他應付款項 (261)

94,622

轉讓代價公平值：

千元
（未經審核）

發行本金94,000,000元的可換股債券，按公平值計算（附註15） 94,622

由於該項收購視為收購資產及負債，並以本公司股本工具（即可換股債券）支付代價，乃一筆
以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支付的交易，故就有關收購而發行的可換股債券公平值乃按所購得
的可識別資產及負債公平值94,622,000元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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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申報期結算日的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酒店及賭場娛樂城
 －已訂約但未產生 298,421 224,829

有關該酒店及賭場娛樂城的資本承擔預期根據分階段工程計劃在一年間產生。

根據本公司、俄羅斯聯邦濱海邊疆區政府（由州長代為行事）、公開股份有限公司Primorsky 
Krai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及海濱邊疆區國際合作與旅遊發展部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九
月六日的投資協議，本集團同意投資不少於350,000,000元（約2,700,000,000港元）於俄羅斯發
展一個名為「濱海邊疆娛樂度假城」的博彩及度假村發展項目。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一
筆138,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7,000,000元）的投資已獲批准但未訂約。

18. 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與其關聯公司進行的重大交易如下：

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旅費（附註） – 42

附註： 本集團與一家關聯公司進行交易，為本集團提供旅遊及旅行團服務以及酒店住宿，而該關聯公司
的控股受益人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Dr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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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聯方交易（續）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應收關聯公司款項311,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13,000元）已計入披露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3中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該結餘為無抵
押、免息及須於要求時償還。於該期間的最高金額為413,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314,000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應付關聯公司款項1,353,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已計入披露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4中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該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
須於要求時償還。

19. 或然負債
根據本公司與本公司行政總裁Dr Chen訂立的服務協議第3.3條所列的公式，雙方確認並同意Dr 
Chen將有權享有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二零一五年花紅。

根據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通過的決議案，董事會已考慮有關事宜並決議請求Dr Chen
慷慨明達地同意延遲支付二零一五年花紅。本公司及Dr Chen一致認為，延遲支付二零一五年
花紅的責任符合本公司利益，及應本公司要求，Dr Chen已同意延遲收取二零一五年花紅，直
至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設定的若干關鍵績效指標實現的後續年度。

本公司與Dr Chen同意待實現關鍵績效指標後，二零一五年花紅將延遲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以及Dr Chen全權選擇的之後財政年度，
並由雙方真誠磋商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的合理時間表。

除上文所述外及如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別處所披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
他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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