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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0434）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
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同比

變動*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收益 159,870 222,370 (28.1) 735,602

–網頁遊戲 52,050 63,035 (17.4) 220,730

–移動遊戲 107,820 159,335 (32.3) 514,872

毛利 105,390 128,270 (17.8) 457,26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82,022 67,441 21.6 243,245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經調整純利（未經審計）*** 83,230 70,711 17.7 25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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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遊戲劃分收益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同比變動*

%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德州撲克》 128,585 146,220 (12.1)
《其他棋牌》***** 31,285 76,150 (58.9)  

總計 159,870 222,370 (28.1)  

按遊戲的語言版本劃分收益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同比變動*

%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簡體中文 78,048 123,341 (36.7)
其他語言 81,822 99,029 (17.4)  

總計 159,870 222,370 (28.1)  

運營摘要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同比變動*

%
環比變動**

%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付費玩家（千人） 789 816 2,349 (66.4) (3.3)
• 網頁遊戲 26 30 44 (40.9) (13.3)
• 移動遊戲 763 786 2,305 (66.9) (2.9)

每日活躍用戶（千人）**** 3,913 4,201 6,700 (41.6) (6.9)
• 網頁遊戲 251 302 477 (47.4) (16.9)
• 移動遊戲 3,662 3,899 6,223 (41.2) (6.1)

每月活躍用戶（千人）**** 16,205 17,436 31,151 (48.0) (7.1)
• 網頁遊戲 1,026 1,198 2,003 (48.8) (14.4)
• 移動遊戲 15,179 16,238 29,148 (47.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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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同比變動*

%
環比變動**

%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德州撲克》的每名付費
用戶平均收益（「ARPPU」）
（人民幣元）
• 網頁遊戲 692.0 569.0 486.7 42.2 21.6
• 移動遊戲 255.6 268.7 173.8 47.1 (4.9)

《其他棋牌》的ARPPU
（人民幣元）
• 網頁遊戲 56.3 86.0 85.3 (34.0) (34.5)
• 移動遊戲 15.6 16.0 11.8 32.2 (2.5)

* 同比變動%指即期報告期間與去年同期之間的比較。

** 環比變動%指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季度與上一季度之間的比較。

***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純利來自期間利潤，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

**** 上述所示每日活躍用戶及每月活躍用戶的數目乃根據相關報告期間最後一個曆月的活躍
用戶數目計算。

***** 《其他棋牌》為早前季度業績公告摘要部分之《鬥地主》及《其他》之合併後類別。

博雅互動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我們」）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或「我們」）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報告期
間」）的未經審計合併業績（「第一季度業績」）。第一季度業績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師
天健（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國際審計及核證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
審閱業務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並經本公
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作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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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概覽及展望

從財務表現來看，於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我們錄得收益約為人民幣159.9百萬元，
較二零一七年同比減少約28.1%，較二零一七年環比增加約0.3%。二零一八年第一
季度收益同比減少，主要是由於行業趨勢影響，網頁端向移動端轉移，網頁遊戲
收入整體趨勢緩慢下降，及二零一七年下半年受到蘋果公司的應用商店對在其線
上的應用程序進行整頓和檢查（「蘋果事件」）的影響使移動端收入增長放緩所致。
於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我們錄得未經審計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純利約人
民幣83.2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比增加約17.7%，較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環比增
加約126.8%，如不考慮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大連天神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天神娛
樂」），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深圳證券交
易所上市（股份代號：002354）股權減值一次性非經營性項目的影響，環比增加約
4.2%。

從運營數據表現來看，由於部分產品後續維持競爭力下滑，使二零一八年第一季
度我們的付費玩家數及用戶數較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呈現略微下滑。其中付費玩
家數從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的約81.6萬人減少3.3%至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的約78.9

萬人。每日活躍用戶數從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的約4.2百萬人減少6.9%至二零一
八年第一季度的3.9百萬人。每月活躍用戶數從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的約17.4百萬
人減少7.1%至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的約16.2百萬人，但我們的德州撲克的ARPPU

及其他棋牌移動端的ARPPU均有所上升。

從遊戲產品來看，於本季度本公司主要專注於鞏固現有產品的穩定性及用戶滿意
度，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在線運營的遊戲產品組合數量為79款，共提
供17種語言版本。二零一八年度，本公司將繼續深入市場調研，專注產品的研發
和創新、遊戲品種的豐富和用戶體驗的優化，穩扎穩打，持續加強我們的產品精
細化和多元化運營，提升我們的品牌影響力，並在打造棋牌遊戲百年品牌的道路
上穩步前行。

另，有關市場傳聞「中國政府將出台《棋牌類網絡遊戲管理辦法》，下架德州撲克
類遊戲及從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起，全面禁止運營德州撲克類遊戲」，截至目前
政府部門尚未出台相關政策。本公司亦未獲知任何有關該傳聞的最新進展。我司
將密切關注政府方面的政策及通知，如有政策發佈我司將即時進行披露，且我司
將嚴格遵守相關法規政策進行運營，同時，繼續加大力度拓展其他棋牌遊戲類業
務及海外業務，以抵消可能出台的政策對我司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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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收益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收益約為人民幣159.9百萬元，較
二零一七年同期錄得的約人民幣 222.4百萬元同比減少 28.1%。同比減少主要原因
是由於從二零一七年第二季末開始收益受蘋果事件影響，事後本公司積極解決，
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開始該事件對本公司的影響得到控制，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
收益開始企穩，但較同期收益相對較高的季度比較，仍表現下降。截至二零一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移動遊戲及網頁遊戲產生的收益分別佔我們的
總收益約67.4%及32.6%，而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則分別佔71.7%

及28.3%。

收益成本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收益成本約為人民幣54.5百萬元，
較二零一七年同期錄得的約人民幣94.1百萬元同比減少42.1%。同比減少主要是由
於合作分成款的減少。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以上所述，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毛利約為人民幣
105.4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錄得的約人民幣128.3百萬元同比減少17.8%。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二零一七年同期，我們的毛利率分別約
為65.9%及57.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約為人民幣
12.7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錄得的約人民幣12.4百萬元同比增加2.4%。截至二
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與二零一七年同期基本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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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38.4百萬元，
較二零一七年同期錄得的約人民幣61.2百萬元同比減少約37.2%。同比減少主要是
由於計入行政開支的員工薪酬福利減少。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錄得其他收益淨額約人民幣35.3百
萬元，而二零一七年同期則錄得約人民幣9.2百萬元。其他收益淨額主要包括於資
產管理計劃及股權投資合夥企業的非上市投資及我們所購買的若干理財產品有
關的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財務收入－淨額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財務收入淨額約為人民幣 4.8百
萬元，而二零一七年同期則錄得約人民幣12.6百萬元。同比變動主要是由於利息
收入較二零一七年同期有所減少。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於六家聯營公司持有投資（即深圳市飯後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市匯富天下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易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市極思維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博娛互動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傲英互動國際有限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六家），全部均為網絡遊戲公司
或互聯網科技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錄得分佔聯營
公司溢利約人民幣 0.2百萬元，而於二零一七年同期的分佔聯營公司虧損則約人
民幣0.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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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12.6百萬
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錄得的約人民幣 8.5百萬元增加約 48.0%。截至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二零一七年同期的實際稅率分別為13.3%及11.2%。截至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所得稅開支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增加主要是
由於需計所得稅利潤和於遞延所得稅中確認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增加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由於以上所述，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約為人民幣82.0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錄得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約人民
幣67.4百萬元同比增加21.6%。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純利

為補充我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綜合財務報表，
我們亦採用未經審計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純利作為額外財務計量，透過撇
除我們認為並非我們業務表現指標性項目的影響以評估我們的財務表現。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並無界定「經調整純利」一詞。本集團經營所處行業的其他公司計算該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項目的方式可能與本集團不同。經調整純利用作分析工具具
有重大限制，原因是經調整純利並未包括影響我們報告期間純利的所有項目，因
此不應孤立考慮或作為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報告下本集團業績分析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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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未經審計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
調整純利約人民幣83.2百萬元，其來自我們同期的未經審計純利，不包括計入收
益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及行政開支的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分別約人民
幣0.2百萬元、人民幣0.3百萬元及人民幣0.6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未經審計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純利約人民幣70.7百
萬元，其來自我們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計純利，不包
括計入收益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及行政開支的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分
別約人民幣0.7百萬元、人民幣0.9百萬元及人民幣1.7百萬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 544.0百萬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858.2百萬元），主要包括銀行存款及手頭
現金和短期銀行存款，以人民幣（佔34.3%）、美元（佔29.2%）其他貨幣（佔36.5%）計
值。我們目前並不對沖以外幣進行的交易。我們通過不斷監控以盡可能限制持有
的外幣金額來持續管理我們的外幣風險，故貨幣匯率波動對我們的財務業績並無
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直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已動用合共人民幣637.3百萬元的首次公開發
售所得款項淨額以用作擴大市場推廣及促銷活動、業務拓展、研發活動、股權投
資等。尚未使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已存入本集團開立的銀行賬戶的短期活期存款。



– 9 –

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因應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採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轉入）按其各自的公平值入賬。於二
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分類為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的非上市及上市投資的公平值約為人民幣129.9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該等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包括上市及非上市
股權證券，主要指我們於天神娛樂的股權投資。天神娛樂主要從事網頁遊戲及移
動遊戲的研發與發行。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持有天神娛樂6,678,260股股份，相當於天神娛
樂股本約 0.71%。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於天神娛樂的投資之公平值約為
人民幣114.2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14.2百萬元）。

如天神娛樂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第一季度報告所披露，其產
生總收益約人民幣 741.9百萬元，同比增長為 16.0%，錄得母公司股東應佔純利約
人民幣177.9百萬元，同比減少為24.6%。儘管我們預期中國股市將於二零一八年
餘下期間繼續波動不定及相關的投資環境可能影響我們於天神娛樂的投資的價
值，基於天神娛樂的收益及溢利高速增長，我們對天神娛樂的持續業績表現持樂
觀態度。然而，我們將會持續密切關注天神娛樂的投資表現，並且我們會考量形
勢，包括市場行情，適時的對此項投資作出調整。

我們認為，我們的投資組合中概無其他分類為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其他綜合收益
的金融資產的其他非上市及上市投資屬重大投資，原因為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
一日，概無有關投資的賬面值佔我們總資產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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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亦錄得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約
人民幣 1,604.8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219.1百萬元），包
括計入非流動資產的資產管理計劃、股權投資合夥企業及計入流動資產的資產管
理計劃及理財產品的非上市投資。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於資產管理計劃
的投資公平值主要參考相關投資的期後變現值及估計回報率釐定；於股權投資合
夥企業的投資公平值主要參考本集團分佔彼等各自的資產淨值釐定；理財產品的
投資期限從隨時可取到三百六十天不等，該等投資的公平值計量乃參照相關投資
的估計回報率釐定。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按公平值計量
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已變現╱未變現公平值收益約為人民幣32.6百萬元（截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5.8百萬元）。

在考慮（其中包括）風險水平、投資回報、流動資金及到期期限後，按公平值計量
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項下的理財產品投資符合我們的資金及投資政策。一般而
言，本公司過往挑選保本及風險相對較低的理財產品。於投資前，本公司亦已確
保即使在投資於理財產品後，仍然有充裕營運資金應付本公司業務所需。除本公
司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刊載之公告所披露的理財產品認購外，於截至二零
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作出的每一項此等投資均不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
公司的須予公佈的交易或關連交易。根據與金融機構協定，本公司理財產品的相
關投資組合主要由銀行間貸款市場工具以及於交易所買賣的固定收益金融工具
（如銀行間貸款、政府債券、中央銀行票據及類似產品等）組成，其流動性高以及
到期期限相對較短且與在銀行存款的性質相似，惟本集團可從中賺取具吸引力的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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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透過深圳市東方博雅科技有限
公司（「博雅深圳」）與上海泰來天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泰來天濟」）成立一間有限
合夥企業，即嘉興博雅春雷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嘉興博雅」），本集團以
現金認繳出資人民幣300.0百萬元，實繳人民幣300.0百萬元。認繳出資人民幣300.0

百萬元佔嘉興博雅認繳出資總額的99%。於嘉興博雅的投資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
十一日的公平值約為人民幣297.9百萬元。成立嘉興博雅乃為進行股權投資、創業
投資及證券投資，惟須受若干投資限制規限。我們對嘉興博雅的持續經營業績持
樂觀態度。但我們將會持續密切監察嘉興博雅的表現。

我們認為，除我們於有限合夥企業嘉興博雅的資本投資外，我們的投資組合中概
無其他被指定為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屬於重大投資，原因為於二
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相關投資的賬面值超過我們總資產的5%。

借款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並無任何短期銀行借款，且概無未
償還、已動用或未動用的銀行融資。

資本支出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資本支出約為人民幣 2.0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2.3百萬元），主要包括購買傢
俬及設備及租賃裝修約為人民幣2.0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約人民幣 2.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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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中期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9,124 40,014

無形資產 2,432 2,788

聯營公司權益 15,164 14,958

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3 129,922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128,28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669 1,055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7,068 26,122

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5 590,942 554,660  

806,321 767,877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4 40,760 36,203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3,582 59,497

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5 1,013,823 664,424

定期存款 126,266 119,87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3,989 858,193  

1,768,420 1,738,196  

總資產 2,574,741 2,50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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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45 249

股份溢價 615,122 642,365

回購股份 (478) (27,283)

就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所持的股份 (15) (15)

儲備 (26,622) 93,634

保留盈利 1,698,640 1,515,211  

2,286,892 2,224,161

非控股權益 – –  

總權益 2,286,892 2,224,161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6,098 2,89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7 97,280 97,218

遞延收益 22,628 18,176

即期所得稅負債 161,843 163,619  

281,751 279,013  

負債總額 287,849 281,912  

權益及負債總額 2,574,741 2,50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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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益 2 159,870 222,370
收益成本 8 (54,480) (94,100)  

毛利 105,390 128,270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8 (12,674) (12,381)
行政開支 8 (38,411) (61,196)
其他收益－淨額 9 35,316 9,152  

經營利潤 89,621 63,845
財務收入 10 4,872 12,886
財務成本 10 (89) (320)
財務收入－淨額 10 4,783 12,566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206 (465)  

除所得稅前利潤 94,610 75,946
所得稅開支 11 (12,588) (8,505)  

期內利潤 82,022 67,441  

其他綜合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扣除稅項 – (8,069)

－貨幣換算差額 (19,216) (2,619)

將不會在期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
金融資產，扣除稅項 (841) –  

期內其他綜合虧損，扣除稅項 (20,057) (10,688)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61,965 5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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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以下應佔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82,022 67,441
－非控股權益 – –  

82,022 67,441  

以下應佔綜合收益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61,965 56,753
－非控股權益 – –  

61,965 56,753  

每股盈利（每股以人民幣分計）
－基本 12 11.97 9.90  

－攤薄 12 11.69 9.50  

中期合併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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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利 回購股份

就受限制
股份單位
計劃所持
的股份 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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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的結餘 249 642,365 (27,283) (15) 93,634 1,515,211 2,224,161 – 2,224,161

綜合收益
期內利潤 – – – – – 82,022 82,022 – 82,022
其他綜合虧損
－按公平值計量並

計入其他綜合收益
的公平值變動，
扣除稅項 – – – – (841) – (841) – (841)

－貨幣換算差額 – – – – (19,216) – (19,216) – (19,216)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 – – – (20,057) 82,022 61,965 – 61,965         

就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的調整（附註1） – – – – (101,407) 101,407 – – –

僱員購股權計劃及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 – – 1,208 – 1,208 – 1,208
－已發行股份的

所得款項 – 1,042 – – – – 1,042 – 1,042
股份購回 – – (1,484) – – – (1,484) – (1,484)
股份註銷 (4) (28,285) 28,289 – – – – – –         

與擁有人的交易總額，
直接於權益確認 (4) (27,243) 26,805 – (100,199) 101,407 766 – 766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結餘 245 615,122 (478) (15) (26,622) 1,698,640 2,286,892 – 2,28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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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利

就受限制
股份單位
計劃所持
的股份 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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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248 609,826 (17) 139,542 1,271,966 2,021,565 – 2,021,565

綜合收益
期內利潤 – – – – 67,441 67,441 – 67,441

其他綜合虧損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的公平值變動，
扣除稅項 – – – (8,069) – (8,069) – (8,069)

－貨幣換算差額 – – – (2,619) – (2,619) – (2,619)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 – – (10,688) 67,441 56,753 – 56,753        

僱員購股權計劃及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 – 3,270 – 3,270 – 3,270

－已發行股份的所得款項 – 2,386 – – – 2,386 – 2,386        

與擁有人的交易總額，
直接於權益確認 – 2,386 – 3,270 – 5,656 – 5,656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248 612,212 (17) 132,124 1,339,407 2,083,974 – 2,08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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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所得現金 85,992 76,884
已付所得稅 (6,430) (3,268)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79,562 73,616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994) (2,345)
購買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069,000) (180,000)
持有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72,729) (60)
已收回持有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65,342 –
出售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的所得款項 700,00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 21 12
已收利息 2,683 12,033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75,677) (170,36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股份購回 (1,484) –
發行普通股的所得款項 1,042 2,386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442) 2,3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296,557) (94,35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58,193 1,563,2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匯兌虧損 (17,647) (606)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3,989 1,46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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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編製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

博雅互動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的股份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
二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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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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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及經營網絡棋牌類遊戲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中期合併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三個月的中期合
併綜合收益表、中期合併權益變動表及中期合併現金流量表及重大會計政策概要以及其他
解釋附註（統稱為「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獲董事會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批准。

除另有指明外，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以人民幣呈列。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本公司的二零一七年年報所載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二零一七年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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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通過重估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均按公平值列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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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強制生
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與客戶的合約收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的分類和計量

本集團使用過渡調整方法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即透過將初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之影響確認為於2018年1月1日權益之期初餘額。因此，分類為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若干股本工具的公平值因長期下跌而產生的減值虧損約人民幣 101,407,000

元已於2018年1月1日自保留盈利轉至其他儲備。另外，由於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採用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為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
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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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並無對本集
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以下的新訂準則已經發出並與本集團有關，但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的財政年度並未生
效及並未提早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主要影響本集團營運租賃的會計處理。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後，本集團大部分營運租賃承擔將於合併資產負債表列作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租
賃負債其後以攤銷成本計量，使用權資產則於租期內按直線法折舊。本公司董事預期，未來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將會對合併財務報表構成影響。

2. 收益及分部資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網絡遊戲的開發及運營
－網頁遊戲 52,050 63,035

－移動遊戲 107,820 159,335　 　

159,870 222,370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的業務乃以單個分部經營及管理。本公司董事（即本集團主要經營
決策者）於作出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之決策時審閱本集團整體經營業績。因此本公司董事認
為本集團僅有一個經營分部。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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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提供多種語言版本的遊戲，以讓遊戲玩家在不同地方玩遊戲。所有收益來自中國（包
括香港地區）。源自本集團不同語言版本遊戲的收益明細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簡體中文 78,048 123,341

其他語言 81,822 99,029　 　

159,870 222,370　 　

本集團擁有大量遊戲玩家，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概無玩
家貢獻的收益超過本集團收益的10%或以上。

除遞延所得稅資產、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其他綜合
收益的金融資產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外，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位於如下地區：

二零一八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中國內地 67,852 66,807

其他地區 15,936 17,075　 　

83,788 8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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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期初結餘 –

因應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轉入 128,280
添置非上市股權投資 3,000

公平值變動 (989)
貨幣滙兌差額 (369)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期末結餘 129,92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包括以下各項：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於中國上市的股本證券 114,198

非上市股權投資 3,011

私人公司發行優先股 12,713　

12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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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一八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貿易應收款項 40,760 36,203
減：減值撥備 – –  

40,760 36,203  

貿易應收款項來自於網絡遊戲業務的開發及運作。平台及協力廠商支付供應商向付費玩家
收取款項並匯出現金，惟扣除根據本集團與平台或協力廠商支付供應商所訂立協議的相關
條款提前釐定的佣金費用。授予平台及協力廠商支付供應商的貿易應收款項信用期通常為
30至120天。於各結算日，以貿易應收款項總額確認日期計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0 – 60日 28,342 27,369
61 – 90日 6,863 2,952
91 – 180日 2,762 2,155
180日以上 2,793 3,727  

40,760 36,203  

5. 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二零一八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計入非流動資產
非上市投資：
－資產管理計劃 102,815 160,000
－股權投資合夥 488,127 394,660  

590,942 554,660  

計入流動資產
非上市投資：
－資產管理計劃 40,320 –
－理財產品 973,503 664,424  

1,013,823 664,424  

1,604,765 1,21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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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份支付

(a) 購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本公司董事會批准設立一項購股權計劃即首次公開發售前購
股權計劃，旨在表彰及回饋合資格董事及僱員對本集團的增長及發展作出的貢獻。首
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項下的所有購股權合約期限自授出日期起計為期八年。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董事會批准設立一項購股權計劃即首次公開發售
後購股權計劃，旨在表彰及回饋合資格董事及僱員對本集團的增長及發展作出的貢
獻。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項下的所有購股權合約期限自授出日期起計為期十
年。

發行在外購股權的數目變動：

購股權數目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於一月一日 10,707,790 19,421,221

已行使 (419,000) (885,000)

已失效 (356,257) (2,055,000)  

於三月三十一日 9,932,533 16,481,221  

期內行使的購股權導致419,000股股份獲發行，行使的所得款項約為人民幣1,042,000元。
於行使時的相關加權平均價格為每股3.28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每股4.17港
元）。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仍未行使的購股權行使價及
其各自數目的詳情載列如下：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屆滿日期 原貨幣 相當於港元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0.05美元 0.388港元 51,888 88,232

二零二零年三月一日 0.10美元 0.775港元 14,749 20,749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0.15美元 1.163港元 72,240 72,240

二零二五年九月六日 3.108港元 3.108港元 9,793,656 16,300,000  

9,932,533 16,4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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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受限制股份單位

根據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一三年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設立受限制股份單位元元計劃
的目的是透過向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僱員提供擁有本公司本身股權的機會，激勵彼等
為本集團作出貢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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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者可透過向匯聚信託有限公司送達書面行使通知並向本公司備份，行使其（全部
或部分）已獲歸屬的受限制股份單位。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將自首次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日期起計生效及有效，為期八年。

發行在外受限制股份單位元元數目的變動：

受限制股份單位數目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於一月一日 20,480,853 37,170,304

已失效 (131,209) (1,024,893)

已歸屬及轉讓 (1,078,369) (2,237,000)  

於三月三十一日 19,271,275 33,908,411  

於三月三十一日已歸屬但並無轉讓 16,588,377 24,87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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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八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貿易應付款項 1,012 837

其他應付稅項 44,932 44,927

應計開支 2,806 3,105

應計平台佣金支出 27,129 33,877

應計廣告開支 2,081 2,155

應付薪金及員工福利 14,087 6,858

就銷售預付遊戲點卡所得預付款 4,110 4,097

其他 1,123 1,362  

97,280 97,218  

貿易應付款項主要因租賃服務器而產生。賣家授予的貿易應付款項信用期一般為30至90日。
按確認日期劃分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0至30日 482 542

31至60日 126 6

61至90日 126 –

90日以上 278 289  

1,012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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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計入收益成本的開支、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以及行政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按平台及第三方付款供應商劃分的佣金支出
（計入收益成本的開支） 46,583 83,906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 36,643 50,206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 1,208 3,270

服務器租賃開支 3,188 4,738

辦公室租金開支 2,228 2,36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60 2,366

差旅費及招待費 618 2,070

其他專業服務費 1,318 2,492

核數師酬金 550 300

廣告開支 8,555 8,857

無形資產攤銷 356 423

其他開支 2,158 6,683  

105,565 167,677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研發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 18,247 27,42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379

辦公室租金開支 607 850

其他開支 706 6,016  

19,560 34,673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資本化任何研發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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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
已變現╱未變現公平值收益 32,642 5,828

外匯收益淨額 211 409

政府補貼及退稅 2,427 2,92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1) (14)

其他 37 –  

35,316 9,152  

10. 財務收入－淨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財務收入
利息收入 2,683 11,835

向僱員提供非流動貸款的利息收入 206 198

外匯收益淨額 1,983 853  

4,872 12,886  

財務成本
向僱員提供非流動貸款的貼現影響 (89) (320)  

財務收入－淨額 4,783 1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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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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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即期所得稅－中國
－即期稅項 5,412 72

即期所得稅－香港
－即期稅項 4,443 8,687

遞延收入稅項 2,733 (254)　 　

12,588 8,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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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撥備香港利得稅，因為有業務營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截至二零一
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估計應課稅溢利16.5%的比率作出。

(c)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就在中國的業務所作所得稅撥備一直按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三個月估計應課稅溢利25%的稅率，根據現有相關法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深圳市東方博雅科技有限公司（「博雅深圳」）已於二零一五年成功
重續其「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因此，博雅深圳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享有15%的優惠稅率。根據管理層的自我評估，博雅深圳極有可能將於
二零一八年成功重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未來三個年度的高新技術企
業資格。因此，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博雅深圳的實際所得稅稅率
為15%（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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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網絡遊戲開發（深圳）有限公司（「博雅中國」）已於二零一六年成功重續其高新技術
企業資格，因此，博雅中國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享有
15%的優惠稅率。因此，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博雅中國的實際所
得稅稅率為15%（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15%）。

根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所頒佈自二零零八年起生效的政策，從事研發活動的企業有權
在釐定其期間應課稅溢利時將該期間產生的研發開支的 150%稱作可扣稅開支（「超額
抵扣」）。博雅深圳及博雅中國於確定其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期間的應課稅溢利時已申索該超額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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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預扣稅稅率將由10%減至
5%。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尚未匯予中國境外註冊成立的控股
公司的保留盈利（並無就此計提遞延所得稅負債）約為人民幣1,113,927,000元（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956,225,000元）。根據管理層對海外資金需求的估計，預
期該盈利將由中國附屬公司保留作再投資之用且於可預見未來不會匯予彼等的外國
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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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稅務對賬

本集團有關稅前溢利的稅項與使用適用於相關司法管轄區綜合實體溢利的加權平均
稅率將得出的理論金額有所出入，情況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除所得稅前利潤 94,610 75,946

（減）╱加：分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206) 465  

94,404 76,411

按25%稅率計算的稅項 23,601 19,103

稅務影響：
－博雅深圳及博雅中國應課稅溢利的稅務優惠 (6,421) (1,956)

－本集團不同非中國境內附屬公司的稅率差異 (2,139) (3,699)

－不可扣稅的開支 804 392

－免繳稅收入 (1,836) (2,798)

－超額抵扣 (1,421) (2,537)  

所得稅開支 12,588 8,505  

12.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利潤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
數（不包括就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持有的普通股和回購股份）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82,022 67,441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685,056 681,226  

每股基本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分計） 11.97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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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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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擁有兩類具潛在攤薄影
響的普通股，即購股權與受限制股份單位。根據發行在外購股權及受限制股份單位所
附認購權的貨幣價值進行計算，以釐定可按公平值（按本公司股份平均年度市價釐定）
收購的股份的數目。根據上文計算所得的股份數目會與假設購股權與受限制股份單位
獲行使而將予發行的股份數目作比較。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釐定每股攤薄盈利的利潤 82,022 67,441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685,056 681,226

就受限制股份單位作調整（千股） 16,569 23,894

就購股權作調整（千股） 269 4,631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
平均股數（千股） 701,894 709,751  

每股攤薄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分計） 11.69 9.50  

13.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已決定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不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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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諾

(a) 資本承諾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承諾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已訂合約︰
於有限合夥企業的投資 – 100,000  

(b) 經營租賃承諾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協議租賃服務器及辦公樓宇。租期為一年至四年，大部
分租賃協議可按市價於租期末續新。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的最低未來租金款項總額如下︰

二零一八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少於一年 9,420 7,176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20,569 982  

29,989 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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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要事項╱訴訟

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以合約安排而視為間接附屬公司的博雅深圳因涉嫌單位行賄罪，作
為被告單位收到中國司法機關之起訴書。董事會主席張偉先生作為博雅深圳的法定代表人
亦成為該案件的連帶被告人。

本集團就該案件委任的中國律師認為，該案件對博雅深圳之控訴的證據並不充分，指控難
以成立，律師將代表博雅深圳進行無罪辯護。假設罪名成立，博雅深圳可能承擔的最嚴重的
後果為行政處罰罰款（金額預計不會造成明顯財務影響），不會影響經營牌照及運營資質；對
法定代表人的處罰最嚴重可致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律師認為該案出現最嚴重結果的可能
性很小。本公司已做好充分應對準備，確保在各種可能性發生的情況下，本集團的正常運營
不會受到影響。董事會認為該案件並不會對博雅深圳及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構
成任何不利影響。於本公告日期，博雅深圳及本集團之經營活動一切正常。本公司將與中國
律師保持密切聯繫，積極關注事項進展及不時評估有關事項對本集團之影響，並根據監管
要求對相關情況進行適時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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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利與未經審計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純利對賬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個月止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同比變動 * 環比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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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159,870 159,467 222,370 (28.1) 0.3
收益成本 (54,480) (63,334) (94,100) (42.1) (14.0)   

毛利 105,390 96,133 128,270 (17.8) 9.6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2,674) (7,628) (12,381) 2.4 66.2
行政開支 (38,411) (86,078) (61,196) (37.2) (55.4)
其他收益－淨額 35,316 26,258 9,152 285.9 34.5   

經營利潤 89,621 28,685 63,845 40.4 212.4
財務收入－淨額 4,783 4,781 12,566 (61.9) 0.0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206 1,538 (465) (144.3) (86.6)   

除所得稅前利潤 94,610 35,004 75,946 24.6 170.3
除所得（開支）╱回撥 (12,588) 187 (8,505) 48.0 (6,831.6)   

期內利潤 82,022 35,191 67,441 21.6 133.1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調整
（未經審計）
計入收益成本的以股份為基礎
的薪酬開支 244 309 671 (63.6) (21.0)

計入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的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 332 413 888 (62.6) (19.6)

計入行政開支的以股份為基礎的
薪酬開支 632 785 1,711 (63.1) (19.5)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純利
（未經審計） 83,230 36,698 70,711 17.7 126.8   

* 同比變動%指即期報告期間與去年同期之間的比較。

** 環比變動%指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季度與上一季度之間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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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提醒投資者，上述財務資料乃基於本集團未經審計管理賬目編製。
投資者不應過分依賴該等資料，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

承董事會命
博雅互動國際有限公司

張偉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偉先生和戴志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毅林
先生、蔡漢強先生和由彩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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