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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BAIOO Family Interactive Limited
百 奧 家 庭 互 動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00）

二零一五年年度業績公告

百奧家庭互動有限公司（「百奧」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其附
屬公司及其於中國的控制實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
合業績。

財務摘要

利潤表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審計）

截至六個月止
（未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同比變化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同比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387,105 506,193 (23.5%) 203,175 183,930 10.5%
— 在線業務 344,745 496,396 (30.6%) 172,437 172,308 0.1%
— 其他業務 42,360 9,797 332.4% 30,738 11,622 164.5%
毛利 236,634 347,738 (32.0%) 126,547 110,087 15.0%
經營利潤 56,299 199,852 (71.8%) 17,931 38,368 (53.3%)
年內利潤╱（虧損） 99,430 (131,702) 175.5% 45,975 53,455 (14.0%)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 經調整純利(1)

　　　 （未經審計） 124,556 234,977 (47.0%) 62,493 62,063 0.7%
　— 經調整EBITDA(2)

　　　 （未經審計） 89,219 246,637 (63.8%) 38,451 50,768 (24.3%)

附註：

(1) 調整純利界定為年╱期內利潤╱（虧損）加上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及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的公平值虧損。經調
整純利撇銷以股份為基礎的非現金酬金開支及優先股的非現金公平值變動的影響。經調整純利一詞並非根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界定。由於經調整純利並不包括影響我們年╱期內純利的所有項目，故採用經調整純利作
為分析工具有重大限制。

(2) 經調整EBITDA界定為經調整純利減財務收入淨額，加上所得稅、固定資產折舊及無形資產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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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摘要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464,519 19,654
流動資產 1,288,471 1,664,139

  

資產總額 1,752,990 1,683,793
  

權益及負債
權益總額 1,570,324 1,509,674

  

非流動負債 16,865 3,305
流動負債 165,801 170,814

  

負債總額 182,666 174,119
  

權益及負債總額 1,752,990 1,68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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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

於二零一五年，百奧成功穩住網絡虛擬世界業務大部分的績效指標。我們的全年財務指
標較二零一四年略降，然而，由於我們重新調整策略，專注於產品的互動性，加上我們
與Bumps to Babes Limited（「Bumps to Babes」）合作，為我們的業務提供良性增長，故我們
看到下半年的大部分財務及營運指標出現明顯穩定的趨勢。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收入同比減少23.5%至人民幣387.1百萬元，其中人民幣183.9百萬元列
賬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佔比全年收入47.5%，而人民幣203.2百萬元列賬於二零一五年
下半年，佔比全年收入52.5%，收入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上升10.5%，展示出良好的增長
態勢。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毛利率為61.1%，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為
59.9%，二零一五年下半年為62.3%，及二零一四年為68.7%。儘管二零一五年我們的營
運指標較二零一四年為低，但我們能夠看到趨勢已經開始穩定下來，二零一五年下半年
毛利率有所改善，我們繼續致力於執行我們的策略，以為我們於二零一六年實現進一步
突破建立扎實的基礎。

就百奧的虛擬世界業務而言，二零一五年的用戶數量趨勢較為穩定，此乃由於我們能夠
將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用戶總數量不佳的情況扭轉，通過我們對於趣味性方面的重新關
注及廢除產品中若干付費設定，從而使到二零一五年下半年錄得小幅上漲。按同比基準
計算，由於我們持續對賬戶進行優化，刪除重複賬戶及不活躍賬戶，加上用戶不斷自個
人電腦（「PC」）轉移至移動設備，若干用戶指標出現下跌情況。於二零一五年，平均季
度付費賬戶（「季度付費賬戶」）為2.3百萬，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為2.4百萬，二零一五年下
半年為2.2百萬及二零一四年為3.0百萬，本年度下半年與上半年相較錄得8.3%的下跌。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平均每季季度付費賬戶平均收入（「季度付費
賬戶平均收入」）為人民幣38.1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為人民幣34.3元，二零一五年下半
年為人民幣41.9元及二零一四年為人民幣41.3元，本年度下半年與上半年相較錄得22.2%
的增長。平均季度活躍賬戶（「季度活躍賬戶」）約為49.1百萬，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為48.1
百萬，二零一五年下半年為50.1百萬及二零一四財年為57.0百萬，本年度下半年與上半
年相較錄得4.2%的增長。我們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份正式商業化推出了一款名為「妖怪手
機」的虛擬世界，市場反應良好。

Bumps to Babes作為香港領先的母嬰產品零售商，具有強大的實體店網絡，讓我們確立
二零一五年進入母嬰市場的立足點，我們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五年第四季度在中國成功
試營運巴巴寶貝(Bumps to Babes的電子商務平台，www.bumpsbb.com)。憑藉本公司對中
國兒童及其家庭的深入了解，受益Bumps to Babes的品牌優勢及成熟的物流及供應商網
絡體系，我們在中國能夠獲得快速且可喜的增長。以收入計，Bumps to Babes於二零一五
年有著超過人民幣30.0百萬元的收益貢獻。由於中國廢止獨生子女政策以及透過來年實
施的不同舉措所進一步提升的市場滲透率，我們預計二零一六年Bumps to Babes的貢獻
將繼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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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分析

二零一五年對中國經濟來說是充滿挑戰的一年。起初股市牛市領跑，之後一度暴跌，以
及「新常態」設定到二零二零年中國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實現6.5%的增長目標，中國經
濟成長較過往十年急速放緩。預計中國政府將出台寬鬆政策，將不會偏重於刺激方案，
但看重市場在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雖然這將不會對我們業務造成直接的重大影響，但
在預計人民幣相對其他貨幣進一步面臨下行壓力的情況下，二零一六年仍將是逆水行
舟的一年。

未來一年對我們的虛擬世界業務來說仍將是充滿機遇的一年。根據2015年遊戲產業報告
（「遊戲產業報告」），2015年中國擁有五億的線上遊戲用戶，並錄得約人民幣987億元的
收入，按年提升近36.0%。2015年遊戲產業報告更指出，移動遊戲的增長尤為顯著，收
入按年增長88.0%至約人民幣515億元，為我們2016年提供巨大的機遇。我們計劃於二零
一六年發佈的7款新產品中將有6款將針對移動設備，我們亦有更多開發中的APP，以進
一步加強我們進入移動領域的支持力度。就市場趨勢而言，我們注意到一些以其他娛樂
媒介渠道為基礎的海外漫畫知識產權（「知識產權」），越來越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我們
相信收購這類的知識產權有助提升本公司的產品組合以及創造更多新的收入來源。有
鑒於此，我們正在籌劃多款使用現有和未來將要獲得之知識產權而改編的作品以迎合
此一市場趨勢，相信此舉將會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並將在合適的開發階段向外公佈最
新情況。

就本公司的母嬰業務而言，我們相信二零一六年及往後之前景令人非常振奮。隨著獨生
子女政策的廢止，加上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與影響不斷提高，我們可以預見到對優質母
嬰用品的需求水漲船高，國際知名品牌的產品安全標準較高，更容易受到青睞。根據艾
瑞的報告，中國母嬰市場的總市值預計超過人民幣2,027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30.0%。
我們已經在中國推出巴巴寶貝平台(www.bumpsbb.com)，並準備大力開拓，將我們的觸
角進一步延伸至潛在客戶，在這一快速發展市場中搶佔到更大的份額。本年度，我們已
於香港增設一間商店，擴大我們於香港的覆蓋面；亦計劃透過與經挑選過的線下實體
商店合作加快在中國的增長，讓父母可以預覽我們在平台上所出售的各種商品。目前
巴巴寶貝平台(www.bumpsbb.com)以合理的價格提供超過四千種商品予中國的消費者。
Bumps to Babes在香港透過五個零售點提供超過一萬五千種商品予本地的消費者。就增
長軌跡而言，我們預期Bumps to Babes於二零一六年錄得強勁的收益增長，巴巴寶貝平台
(www.bumpsbb.com)的目標活躍用戶數目將達百萬位，這主要受益於香港市場佔有率及
電子商務平台方面的客戶群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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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展望

二零一六年，百奧繼續專注於其使命，為兒童創造「樂趣」，擴大產品供應，並將繼續憑
藉其對中國兒童及其家庭的深入了解，追求增長契機。我們相信，我們矢志執行該等舉
措會成為我們未來增長的支柱，可為我們進軍移動領域奠定穩固的基礎，同時增加我們
電子商務平台的觸角，佔據母嬰市場更多的市場份額。就整體增長而言，我們預期我們
主要的績效指標將繼續改善。我們一直強調，我們不斷致力為父母及其子女提供優質的
教育產品，培養一個成功、健康的家庭。本著這一精神，我們現正發掘可令我們擴大產
品的其他領域及併購機會，藉此提升知識產權組合，將我們的業務範疇延伸至兒童及青
少年受歡迎的作品形式。百奧將繼續保持其作為中國最大兒童線上目的地之一的領先地
位，並繼續利用其對兒童及其父母具備深入理解的競爭優勢，為中國家庭提供更全面、
更佳的綜合服務。

營運資料

下表載列我們的網絡虛擬世界於下列所示年度的平均季度活躍賬戶、平均季度付費賬
戶及平均每季季度付費賬戶平均收入（附註）：

截至以下日期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同比變化
（季度活躍賬戶及季度付費賬戶以百萬為單位，
季度付費賬戶平均收入以人民幣元為單位）

平均季度活躍賬戶(2) 49.1 57.0 (13.9%)
平均季度付費賬戶(3) 2.3 3.0 (23.3%)
平均每季季度付費賬戶平均收入(4) 38.1 41.3 (7.7%)

附註：

(1)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根據商業化運作的網絡虛擬世界包括奧比島、奧拉星、龍鬥士、奧雅
之光、奧奇傳說、奧奇戰記、魔王快打及特戰英雄。

(2)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網絡虛擬世界的平均季度活躍賬戶約為49.1百萬，較去年減少約
13.9%。這反映了用戶由PC向移動設備轉移的趨勢，以及由於我們正在對用戶賬戶進行優化導致重複賬戶的
比例較低。

(3)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的網絡虛擬世界的平均季度付費賬戶約為2.3百萬，較去年減少
約23.3%，此乃由於用戶由PC向移動設備轉移的趨勢所致。

(4)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的網絡虛擬世界的平均每季季度付費賬戶平均收入約為人民幣
38.1元，較去年減少約7.7%，此乃由於我們的虛擬世界變現率漸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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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業務及財務表現

下表分別載列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全面
收益表：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佔收入
百分比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佔收入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87,105 100.0 506,193 100.0
在線業務 344,745 89.1 496,396 98.1
其他業務 42,360 10.9 9,797 1.9
銷售成本 (150,471) (38.9) (158,455) (31.3)
毛利 236,634 61.1 347,738 68.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70,924) (18.3) (60,641) (12.0)
行政開支 (72,777) (18.8) (61,177) (12.1)
研發開支 (46,338) (12.0) (28,847) (5.7)
其他收益 10,429 2.7 — —
其他（虧損）╱利得 — 淨額 (725) (0.2) 2,779 0.6

    

經營利潤 56,299 14.5 199,852 39.5
財務收入— 淨額 59,070 15.3 34,717 6.9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344) (0.1) — —
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的
　公平值虧損 — — (327,749) (64.7)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115,025 29.7 (93,180) (18.4)
所得稅開支 (15,595) (4.0) (38,522) (7.6)

    

年內利潤╱（虧損） 99,430 25.7 (131,702) (26.0)
    

其他全面收益 1,254 0.3 — —

年度全面利潤╱（虧損）總額 100,684 26.0 (131,702) (26.0)
    

其他財務數據
經調整純利(1)（未經審計） 124,556 32.2 234,977 46.4
經調整EBITDA(2)（未經審計） 89,219 23.0 246,637 48.7

    

附註：

1. 經調整純利包括年內利潤╱（虧損）加上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及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的公平值虧損。

2. 經調整EBITDA包括經調整純利減去財務收入（淨額），加上所得稅、固定資產折舊及無形資產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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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入為人民幣387.1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506.2百萬元減少23.5%。

在線業務：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在線業務收入為人民幣344.7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496.4百萬元減少了30.6%。
該減少主要由於用戶由PC向移動設備轉移的趨勢令季度付費賬戶及季度付費賬戶平均
收入減少。

其他業務：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業務收入為人民幣42.4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9.8百萬元增加332.4%，主要由於
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所收購Bumps to Babes銷售母嬰產品產生額外收入。

下表分別載列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及下半年按業務劃分之收入明細：

未經審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同期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在線業務 172,437 172,308 0.1%
其他業務 30,738 11,622 164.5%

  

總收入 203,175 183,930 10.5%
  

我們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在線業務收入為人民幣172.4百萬元，
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基本維持穩定。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業務收入為人民幣30.7百萬元，較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164.5%，主要由於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所收
購的Bumps to Babes產生額外收入。

銷售成本

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150.5百萬元，較截
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58.5百萬元減少5.0%。該減少主要由於(i)
僱員福利開支減少人民幣20.5百萬元；(ii)預付卡生產成本減少人民幣2.4百萬元；及(iii)
收購Bumps to Babes後銷售母嬰產品之成本增加人民幣18.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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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的毛利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236.6百
萬元，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347.7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為61.1%，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毛利率為68.7%。毛利率較低主要由於用戶由PC向移動設備轉移的趨勢及亦受包含Bumps 
to Babes所售毛利率較低之母嬰產品銷售增加所致。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我們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70.9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60.6百萬元增長17.0%。該增長主
要由於收購Bumps to Babes後的額外僱員福利開支及經營租賃租金開支。

行政開支

我們的行政開支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72.8百萬元，較截至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61.2百萬元增長19.0%。該增長乃主要由於
(i)行政人員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45人增至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59人令僱員福利開支增加人民幣9.1百萬元；及(ii)水電費及辦公室開支增加人民幣
1.3百萬元。

研發開支

我們的研發開支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46.3百萬元，較截至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28.8百萬元增長60.8%。該增長乃主要由於
新手遊及個人電腦端產品以及電子商務平台開發導致之研發項目增加。

其他收益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其他收益人民幣10.4百萬元，而截
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零。其他收益乃因我們履行政府補助隨附的若
干履約條件而產生。

經營利潤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的經營利潤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56.3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99.9百萬元減少71.8%。我
們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營利潤率為14.5%，而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營利潤率為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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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收入 — 淨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收入淨額為人民幣59.1百萬元，而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收入淨額為人民幣34.7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收入淨額增加主要源自(i)短期及長期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幣
52.3百萬元；(ii)銀行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幣1.2百萬元及(iii)賬面非人民幣現金的滙兌收益
人民幣6.3百萬元。

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之公平值虧損

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之公平值虧損。
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公平值虧損為人民幣327.7百萬元，此乃由
於在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完成後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轉換為普通股。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利潤為人民幣115.0百
萬元，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虧損為人民幣93.2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我們的所得稅開支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15.6百萬元，較截
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38.5百萬元減少59.5%。該減少主要由於
應課稅利潤減少所致。

年內利潤╱（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利潤為人民幣99.4百萬
元，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虧損為人民幣131.7百萬元。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 經調整純利╱ EBITDA

我們的經調整純利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124.6百萬元，較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235.0百萬元減少47.0%。我們的經調整
EBITDA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89.2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246.6百萬元減少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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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年度的經調整純利及經調整EBITDA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算及呈列的
最直接可比較財務計量（即純利）的調節：

未經審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利潤╱（虧損） 99,430 (131,702)
加：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 25,126 38,930
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的公平值虧損 — 327,749

  

經調整純利 124,556 234,977
加：
折舊與攤銷 8,138 7,855
財務收入 — 淨額 (59,070) (34,717)
所得稅 15,595 38,522

  

經調整EBITDA 89,219 246,637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於二零一五年，我們主要以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及於資本市場籌得的資金滿足營
運資金及其他資本需求。

本集團於以下期間的資產負債比率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負債 182,666 174,119
總資產 1,752,990 1,683,793
資產負債比率(3) 10% 10%

  

附註：

(3) 資產負債比率乃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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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短期存款及長期存款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銀行及手頭現金總額
人民幣254.6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人民幣259.4百萬元。截至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擁有短期存款人民幣976.0百萬元，即我們擬持有超過三
個月但少於一年的銀行存款。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亦擁有長期存款人
民幣380.0百萬元，即預期到期日超過一年但少於兩年的銀行存款。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銀行結餘及存款的實際年利率為2.7%，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2.9%。我們的政策是將我們的計息保本活期或短期或長期存款存入國內信譽良好的銀
行。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短期及長期存款乃以下列貨幣計值：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 1,455,632 1,544,733
港元 146,282 78,670
美元 8,623 164
其他 92 —

  

1,610,629 1,623,567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透支結餘人民幣0.2百萬元。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總銀行融資人民幣1.8百萬元，包括透支融
資人民幣1.0百萬元及租金擔保人民幣0.8百萬元。

庫務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在現金及財務管理方面採取審慎庫務政策。本
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外滙風險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財務資源中人民幣155.0百萬元以非人民幣存款
形式持有。由於並無經濟有效的對沖措施應對人民幣滙率波動，我們可能面臨與我們存
款相關的任何外滙滙率波動導致的虧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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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及投資

我們的資本開支包括購置物業及設備（例如服務器及電腦），以及租賃物業裝修及無形
資產（例如電腦軟件）。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的資本開支總額
為人民幣11.9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5.9百萬元。下
表載列於所示年度我們的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開支
— 購置物業及設備 11,587 5,632
— 購買無形資產 270 267

  

總計 11,857 5,899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擔保或針對我們的任何
訴訟。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有關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重大收購及重大投資的未來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i)以代價人民幣48.3百萬元收購
Bumps to Babes 74.9%的股權及(ii)投資人民幣4.0百萬元於北京星門動漫科技有限公司20%
的股權。詳情請分別參照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及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發出之公
告。

本集團現時沒有關於重大資本資產或其他業務的其他重大主要投資或收購的特定計劃。
然而，本集團將繼續尋求業務發展的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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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員工成本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808名全職員工，其中96.5%居住於廣州。下
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按職能劃分的全職員工數目：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員工數目
佔據總數的

百分比

經營 377 46.7
研發 296 36.6
銷售及市場推廣 76 9.4
一般及行政 59 7.3

  

總計 808 100.0
  

除薪金以外，我們亦提供多項激勵，包括基於股份的獎勵，例如根據本公司的股份激勵
計劃授予的購股權和受限制股份單位（「受限制股份單位」），以及基於業績的獎金，以更
好地激勵我們的員工。根據中國法律的要求，我們為我們的員工住房基金供款並投保強
制性社會保險計劃，涵蓋退休金、醫療、失業、工傷及生育假等方面。中國法律規定，
我們須按各員工薪酬的一定比率向該等社會保險計劃供款，而供款最高金額或由地方政
府不時指定。該等社會保險計劃包括相關政府部門制定的界定供款退休福利計劃。本集
團無法使用該等計劃的已沒收供款降低現時供款水平。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我們為員工社會保險計劃繳納的供款總額約為人民幣28.4百萬元，而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28.2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產生的員工成本分別約為人民幣190.5百萬元及人民幣182.7百
萬元，分別佔我們該等期間收入的49.2%及36.1%。

我們亦向我們的僱員授出購股權及受限制股份單位，以激勵彼等為本公司的發展做出
貢獻。根據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以及首次公開發售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
劃（「首次計劃公開發售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合共授予該等計劃項下的承授人（包含本集團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僱員）的2,440,000份
購股權及53,081,950份受限制股份單位尚未行使。

為激勵我們的僱員，我們將根據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首次公開
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繼續向彼等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我們根據首次公開發售
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可授出的所有受限制股份單位相關的股份最高總數為112,426,480
股，佔我們於本公告日期股本的約3.9%。截至本公告日期，我們已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予本集團合共111名高級管理人員及僱員95,780,000份受限制股份
單位，其中86,000,000份受限制股份單位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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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在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當時股東（「股東」）批
准董事會建議的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特別股息每股0.035港元（相當
於約人民幣0.028元）。該末期股息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七日支付予當時股東。

董事會很高興的建議從我們的股份溢價賬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018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0.015元），須待股東於二零一六年五
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該建議股息將於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一）向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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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的變動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根據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業績公告內管
理層討論及分析所披露的資料並無其他重大變動。

合併利潤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387,105 506,193
銷售成本 4 (150,471) (158,455)

  

毛利 236,634 347,738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4 (70,924) (60,641)
行政開支 4 (72,777) (61,177)
研發開支 4 (46,338) (28,847)
其他收入 10,429 —
其他（虧損）╱利得 — 淨額 (725) 2,779

  

經營利潤 56,299 199,852

財務收入 5 59,723 34,854
財務成本 5 (653) (137)

  

財務收入 — 淨額 5 59,070 34,717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344) —
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的公平值虧損 — (327,749)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115,025 (93,180)

所得稅開支 6 (15,595) (38,522)
  

年內利潤╱（虧損） 99,430 (131,702)
  

以下人士應佔：
　— 本公司股東 98,909 (131,702)
　— 非控股權益 521 —

  

99,430 (131,702)
  

每股盈利╱（虧損）（以每股人民幣計） 7
　— 基本 0.0366 (0.0551)

  

　— 攤薄 0.0359 (0.0551)
  



16

合併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利潤╱（虧損） 99,430 (131,702)

其他全面收益
可重新分類為損益的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1,254 —

  

年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100,684 (131,702)
  

以下人士應佔：
　— 本公司股東 99,778 (131,702)
　— 非控股權益 906 —

  

100,684 (13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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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16,312 10,943
無形資產 50,003 383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3,656 —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608 733
遞延所得稅資產 4,940 7,595
長期存款 380,000 —

  

464,519 19,654
  

流動資產
存貨 16,277 —
貿易應收款項 8 6,161 6,425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4,106 33,339
短期存款 975,991 1,364,200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298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4,638 259,367
預付稅項 — 808

  

1,288,471 1,664,139
  

資產總額 1,752,990 1,683,793
  

權益
股本 8 8
股份溢價 1,581,855 1,636,621
儲備 48,338 49,916
累計虧損 (77,962) (176,871)

  

1,552,239 1,509,674
  

非控股權益 18,085 —

權益總額 1,570,324 1,50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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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應付款項 9,793 —
政府補助墊款 1,560 —
遞延收入 2,842 3,305
遞延所得稅負債 2,670 —

  

16,865 3,30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9 11,467 1,94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8,865 36,778
應付關聯方款項 1,075 —
所得稅負債 2,276 —
政府補助墊款 3,273 1,810
客戶及經銷商墊款 57,828 73,664
遞延收入 50,801 56,617
銀行透支 216 —

  

165,801 170,814
  

負債總額 182,666 174,119
  

權益及負債總額 1,752,990 1,68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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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合併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慣例法編製，並就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按公平值
列賬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包括衍生工具）的重估情況而修訂。

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採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管理層亦須在
採用本集團會計政策的過程中作出判斷。

2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化

(a) 本集團採用的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採用以下經修訂準則。
採用該等經修訂準則並未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及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採納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的改進要求於分部附註內作出額外披露。除
此以外，其餘修訂對本集團而言並無重大影響。

(b) 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

此外，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9部分「賬目和審計」之規定於本財政年度內
開始實施，因此，合併財務報表的若干資料呈列及披露已作出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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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尚未採用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多項新訂準則、對準則的修訂以及詮釋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之後開始的年度
期間生效，且未於編製該等合併財務報表時採用。

於以下日期或
之後開始的年度

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措施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戶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修訂本）

取得共同經營中權益的
　會計處理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對可採用的折舊和攤銷方法的
　澄清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
　合營公司的資產出售或投入

附註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的權益方法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合併的
　例外情況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
　週期的年度改進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現金流量表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所得稅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與客戶合約的收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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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此修訂的生效日期無限期推遲。

本集團現正評估對開始應用上述新訂及經修訂國際會計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之影響，並認為在現時未能說出上述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會計準則及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對本公司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有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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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活動乃由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查及評估。主要
經營決策者負責分配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由作出戰略性決定的本公司執行
董事擔任。本集團在進行相關評估工作後確定其擁有以下兩個經營分部：

— 在線業務

— 其他業務

本集團其他業務的收入主要包括銷售母嬰產品的收入、廣告收入及向商家及出版社
許可本集團專屬卡通形象產生的許可收入。

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根據各經營分部的分部收入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於評估分部
表現過程中均未計銷售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行政開支、研發開支、其他收
入、其他（虧損）╱利得 — 淨額、財務收入 — 淨額、分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可轉換
可贖回優先股的公平值虧損及所得稅開支，而相關評估結果被主要經營決策者用作
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的根據。

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的外部客戶收入作為分部收入計量。

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的其他資料（連同分部資料）的計量方式與本財務報表所應用
者一致。概無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任何獨立的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資料，乃由於
主要經營決策者不會使用此份資料分配資源至經營分部或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相
應地，概無相關資料於本附註呈列。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可呈報分部向本集團主要經
營決策者提供的分部收入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在線業務
　— 網絡虛擬世界 344,458 495,616
　— 其他在線遊戲 287 780

小計 344,745 496,396
其他業務 42,360 9,797

  

總計 387,105 50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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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註冊地為開曼群島，但本集團主要在中國開展業務。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總收入的地理資料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中國內地 352,615 506,193
— 其他 34,490 —

  

總計 387,105 506,193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概無單一外部客戶貢獻超
過本集團總收入的10%，故並無客戶（包括來自在線業務的終端客戶及來自其他業務
的客戶）集中風險。然而，本集團收入主要來自於經營自主開發的網絡虛擬世界且本
集團依賴有限數量的網絡虛擬世界的成功產生收入。如下表所概述，截至二零一五
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貢獻超過本集團總收入的10%的網絡
虛擬世界分別佔總收入的88.0%及94.2%。以下網絡虛擬世界貢獻的收入百分比若低
於本集團於特定年度總收入的10.0%，則不會於相關年度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奧奇傳說 45.6% 38.1%
奧拉星 29.8% 33.3%
奧比島 12.6% 10.4%
龍鬥士 不適用 12.4%

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經營分部的表現並根據各分部的收入分配資源。截至二零一五
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入與扣除所得稅前的利潤對賬列示於合
併利潤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位於中國內地及其他地區的非流動資產總額（金融
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分別為人民幣19,811,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11,326,000
元）及人民幣50,983,000元（二零一四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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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分類的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僱員福利開支 190,530 182,725
促銷及廣告開支 50,090 50,950
已售存貨成本 19,905 —
頻寬及服務器託管費用 19,404 19,337
辦公地點經營租賃費 17,858 8,552
專業服務費用 9,400 10,599
物業及設備折舊及無形資產攤銷 8,138 7,855
核數師酬金
　— 審計服務 3,800 3,500
　— 非審計服務 700 —
差旅及招待費 4,170 4,517
預付卡製作費 3,373 5,813
水電費及辦公室開支 3,268 1,642
付款手續費 2,331 2,891
預付卡交付成本 1,113 1,630
其他 6,430 9,109

  

收入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行政開支及研發開支總額 340,510 309,120

  

5 財務收入 — 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收入：
　— 銀行存款及其他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 53,464 34,854
　— 滙兌收益淨額 6,259 —

  

59,723 34,854
  

財務成本：
　— 利息開支 (653) (137)

  

財務收入 — 淨額 59,070 3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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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分析如
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13,021 37,007
遞延所得稅 2,574 1,515

  

所得稅開支 15,595 38,522
  

本集團就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的稅項，與採用適用於合併實體的利潤╱（虧損）
的法定稅率計算得出的理論稅額的差額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115,025 (93,180)
  

按適用於各司法權區的合併實體的利潤的
　所得稅稅率計算的稅項（附註a、b、c） 14,114 34,390

稅項影響：
未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的稅項虧損 392 237
研發開支超額抵扣（附註c） (3,027) (1,431)

不可扣所得稅開支：
　—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 3,769 5,840
　— 其他 347 (514)

  

所得稅開支 15,595 38,522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實際所得稅稅率低乃主要由於根據開曼群
島公司法，本公司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故本公司利息收入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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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實際所得稅稅率較高乃主要由於可轉換可
贖回優先股公平值的變動引致本公司虧損。因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本公司豁免繳
納開曼群島所得稅，故就所得稅而言該等公平值虧損不可扣減。

(a) 開曼群島所得稅

本公司乃一間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豁免有限公司，因此
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

(b) 香港利得稅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就估計應課稅利潤按
16.5%的稅率計提香港利得稅。

(c)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均按25.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廣州百田除外，因其
於二零一一年被評為「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故其有權就截至二零
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應課稅利潤享受15.0%的優惠所
得稅稅率。

依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頒佈自二零零八年起生效的相關法律法規，從事研發活
動的企業於釐定年度應課稅利潤時，有權要求將其產生的研發開支的150.0%列作
可扣減稅項開支（「超額抵扣」）。本集團已就本集團實體可要求之超額抵扣做出
其最佳估計，以確定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應
課稅利潤。

(d) 預扣稅（「預扣稅」）

根據適用的中國稅務法規，於中國成立的公司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之後賺取
的利潤向境外投資者分派股息通常須繳納10.0%的預扣稅。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
境外投資者符合中國與香港訂立的雙邊稅務條約安排項下的條件及規定，則相
關預扣稅稅率將從10.0%降至5.0%。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本公司的股份溢價
根據開曼群島法例可予分派，本集團並無計劃要求其中國附屬公司分派其保留
盈利予本公司。因此，於各報告期末，概無產生與預扣稅有關的遞延所得稅負
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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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股東應佔盈利╱（虧損）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減去首次公開發售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
單位計劃（統稱「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持有之股份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虧損）（人民幣千元） 98,909 (131,702)
已發行普通股減去受限制股份
　單位計劃持有之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2,699,943,341 2,388,894,833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每股人民幣元） 0.0366 (0.0551)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以假設轉
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兩類潛在普通股：購股權
及受限制股份單位，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須考慮該兩類普通股。根據行使發行
在外購股權及受限制股份單位時應收所得款項總額進行計算，以釐定可按公平
值（按年內每股平均市價釐定）發行的股份數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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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額
加入分母，原因是已發行股份數目並無代價。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三類潛在普通股：購股權、
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及受限制股份單位，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須考慮該三類普通
股。由於各類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效應，故於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對每股基本虧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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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人民幣千元） 98,909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支出（除稅淨額） —

 

用於釐定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人民幣千元） 98,909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已發行普通股減去受限制股份
　單位計劃持有之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2,699,943,341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 購股權 2,863,711
　— 受限制股份單位 51,160,438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53,967,490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0359
 

8 貿易應收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第三方款項 6,161 6,425
減：減值撥備 — —

  

6,161 6,425
  

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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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各資產負債表日，基於確認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總額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4,234 1,776
31至60日 168 98
61至90日 22 64
91至180日 1,737 4,487

  

6,161 6,425
  

9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主要與購買母嬰產品的零售庫存、服務器託管服務、外包遊戲開發以
及本集團根據合作協議就自有平台其他開發商的收入分成有關。

根據確認日期就貿易應付款項作出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7,043 1,693
31至60日 3,405 1
61至180日 647 2
181至365日 372 249

  

11,467 1,945
  

10 股息

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派付的股息分別為人民幣74,472,000元及人民幣154,127,000
元。董事會建議從股份溢價賬派付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018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0.015元），合共約人民幣40,976,000元。該等股息須待獲股東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
日的股東週年大會批准。該等財務報表並未反映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作
為負債的應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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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付特別股息25百萬美元（附註(a)） — 154,127
每股普通股建議特別股息0.018港元，
　相當於約人民幣0.015元
　（二零一四年：0.035港元） 40,976 74,472

  

40,976 228,599
  

(a)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當時的股東決議向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前股東（「首次公開發售前股東」）宣派
特別股息25百萬美元，可於首次公開發售後支付，須視乎本公司於首次公開發售後是否擁有可用的股份
溢價及╱或可分派儲備而定。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有關特別股息已從股份溢價賬支付予首次公
開發售前股東。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財務報表

董事會轄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就
審計、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與管理層進行討論。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根據本次審閱及與管理層之討論，審核委員會
信納，本集團經審計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適用會計準則編製，並公允地呈列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狀況及業績。

董事遵守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列的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證券交易守則，以監管董
事就本公司證券進行的所有交易及標準守則涵蓋的所有其他事宜。本公司全體董事（「董
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所
有相關規定。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其原則旨在強調公司業務在各方面均能貫徹嚴謹
的道德、透明度、責任及誠信操守，並確保所有業務運作一律符合適用法律法規。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運用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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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附属公司概無購買、出售、贖回或
注銷任何本公司股份。

股東週年大會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績

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舉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按上
市規則之規定於稍後時間刊登及寄發予股東。為確認出席上述會議並於會上投票之權
利，本公司將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三）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股東週年大會投票，本公司股份未登記持有人
須確保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下
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
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特別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018港
元（相當於約人民幣0.015元），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該等建議股息將於二零
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應付予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星期五）名列股東名冊之
股東。本公司將自二零一六年六月二日（星期四）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星期五）（包括
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符合資格獲得建議特別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一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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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二零一五年全年業績及年度報告

本年度業績公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baioo.com.hk)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
司網站(http://www.hkex.com.hk)。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報告將寄發予股東，並可適時於上述網站獲取。

承董事會命
百奧家庭互動有限公司

主席
戴堅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戴　堅先生（主席）
吳立立先生
李　沖先生
王曉東先生
徐　剛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千里女士
王　慶博士
馬肖風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