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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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00）

二零一七年中期業績公告

百奧家庭互動有限公司（「百奧」或「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
司、其附屬公司及中國經營實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
經審計綜合業績。

財務摘要

利潤表摘要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期間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173,185 187,644 (7.7%)
毛利 100,419 109,947 (8.7%)
經營利潤╱（虧損） 2,194 (18,220) 112.0%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 經調整純利潤(1) 11,929 8,569 39.2%
　— 經調整EBITDA(2) 12,732 1,278 896.2%

附註：

(1) 經調整純利潤包括期內利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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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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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102,943  414,407
流動資產 1,629,846  1,603,432

  

資產總額 1,732,789  2,017,839
  

權益及負債
權益總額 1,527,595  1,573,114

  

非流動負債 15,491  16,764
流動負債 189,703  427,961

  

負債總額 205,194  444,725
  

權益及負債總額 1,732,789  2,017,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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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百奧繼續提高本公司個人電腦（「PC」）及
移動設備產品的營運指標，同時部署其知識產權（「IP」）核心戰略以開發新產品及擴充現
有產品線。本公司繼續專注於創造富有「趣味」的內容及提高用戶參與度，此將有助於提
高百奧PC及移動設備上受歡迎的產品（包括奧比島、奧拉星、奧雅之光、奧奇傳說及造
物法則）的營運指標。

就二零一七年上半年而言，本公司平均季度活躍賬戶（「季度活躍賬戶」）為25.0百萬，因
出售線上虛擬世界「特戰英雄」而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減少48.5%，同
時其平均季度付費賬戶（「季度付費賬戶」）為1.6百萬，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減少20.0%，
原因是本公司繼續遠離過多商業化。儘管季度活躍賬戶及季度付費賬戶都有所下降，
本集團依然憑藉其進一步優化的IP組合在維持核心用戶留存率的同時，甚至進一步增加
用戶黏性。本公司平均每季季度付費賬戶平均收入（「季度付費賬戶平均收入」）於二零
一七年上半年達人民幣47.7元，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增加20.8%，原因是本公司手游產品
助其將用戶群擴大至具更強勁支付能力的較高年齡段用戶群。

受到以上原因之影響，百奧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實現收入人民幣173.2百萬元，毛利人民
幣100.4百萬元，分別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下降7.7%及8.7%。於二零一六年年底，百奧的
手游產品亦成功打入包括香港、澳門及東南亞在內的海外市場，並呈現快速增長態勢。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本公司利用其現有虛擬世界的英雄IP發佈一款新網頁遊戲「奧義聯
盟」，該款遊戲為本公司最新的多人在線競技網頁遊戲，並於七月開始收費。此外，百
奧與騰訊互娛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宣布就「西行紀」IP進行戰略合作並共同成立西行紀IP製
作委員會。該委員會將促進西行紀IP在網絡動畫、影視化項目、遊戲授權、漫畫、周邊
及文學等領域的發展。本集團相信這彰顯了其從遊戲向全泛娛樂產業鏈覆蓋以提升其
業務的一個里程碑。

行業趨勢

中國遊戲行業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仍保持強勁勢頭。根據中國音數協遊戲工委發佈的最
新中國遊戲產業報告，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國遊戲產業所產生的收入增至人民幣997.8
億元，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增加26.7%。遊戲用戶總數為507百萬，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增加3.6%。本公司認為，遊戲產業的市場規模將繼續呈現強勁的增長態勢，健康且高品
質產品將迎來巨大商機。即使面對愈加競爭的市場環境，憑藉百奧的IP戰略，運用其IP
組合發佈產品，本公司相信能夠通過引入更多創新性產品在中國不斷發展的遊戲產業
中進一步抓住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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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下半年展望

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二零一七年下半年」），百奧在繼續專注於進一步提升用戶留存
率以及藉由旗下所有產品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富有趣味及引人入勝的內容的同時，執行
其IP戰略：遊戲IP強化、漫畫IP孵化和早教IP嘗試。百奧計劃繼續推動其虛擬世界經營活
動改善，同時自其IP組合中引入新的衍生產品，包括西行紀IP網絡動畫（預期於今年十一
月發佈），以及基於本公司原創IP「小雲熊北北」改編的兒童早教繪本系列（預期將於二
零一七年下半年推出）。本公司的漫畫平台負責對「造物法則」、「西行紀」、「絕行者」及
「殺道行者」在內的各種在線漫畫IP進行運營，並將繼續尋求與知名漫畫IP的潛在合作，
同時利用現有IP開發更多富有趣味且引人入勝的產品。

百奧將繼續利用其虛擬世界及漫畫平台的堅實IP基礎，探索整個泛娛樂產業價值鏈的商
機。憑藉本公司的強大專業及對中國兒童及青少年遊戲市場的理解，百奧相信，將能夠
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把握更多機遇，特別是通過「小雲熊北北」IP對兒童早教領域的探
索，同時與現有的虛擬世界及漫畫分部創造業務協同效應，以期擁有更大的用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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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料

下表載列我們的網絡虛擬世界於下列所示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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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1)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期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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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48.5 (48.5%)
平均季度付費賬戶(3) 1.6 2.0 (20.0%)
平均每季季度付費賬戶平均收入(4) 47.7 39.5 20.8%

附註：

1.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我們於網絡平台上商業化運作的所有網絡虛擬世界及手機遊戲包含奧比島、奧拉星、
龍鬥士、奧雅之光、奧奇傳說、奧奇戰記、魔王快打、超凡巴迪龍、奧義聯盟、可以！這很三國及造物法則。

2.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網絡虛擬世界的平均季度活躍賬戶約為25.0百萬，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48.5%，主要是由於去年底處置了具高用戶量但盈利能力及IP價值皆較低的虛擬世界「特戰英雄」。此一舉措
符合公司以IP為核心之發展策略。

3.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網絡虛擬世界的平均季度付費賬戶約為1.6百萬，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20%，此乃由於我們執行戰略，遠離過多商業化並專注於趣味性以吸引更多用戶。

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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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0.8%，原因是本公司手游產品助其將用戶群擴大至具更強勁支付能力的較高年齡段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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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業務及財務表現

下表分別載列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合
併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佔收入
百分比 二零一六年

佔收入
百分比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173,185 100 187,644 100
在線娛樂業務 148,507 85.8 160,748 85.7
零售業務 22,916 13.2 26,684 14.2
其他業務 1,762 1.0 212 0.1
銷售成本 (72,766) (42.0) (77,697) (41.4)
毛利 100,419 58.0 109,947 58.6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45,802) (26.4) (47,643) (25.4)
行政開支 (30,038) (17.3) (53,609) (28.6)
研發開支 (30,774) (17.8) (33,244) (17.7)
其他收益 5,429 3.1 3,959 2.1
其他利得 — 淨額 2,960 1.7 2,370 1.3

    

經營利潤╱（虧損） 2,194 1.3 (18,220) (9.7)
財務收入 — 淨額 7,367 　4.3 15,294 8.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利潤 — — 11 0.0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9,561 5.5 (2,915) (1.6)
所得稅開支 (2,254) (1.3) (4,060) (2.1)

    

期內利潤╱（虧損） 7,307 4.2 (6,975) (3.7)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552) (0.3) 427 0.2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6,755 3.9 (6,548) (3.5)

    

其他財務數據
經調整純利潤(1)（未經審核） 11,929 6.9 8,569 4.6
經調整EBITDA(2)（未經審核） 12,732 7.4 1,278 0.7

    

附註

1. 經調整純利潤包括期內利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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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經調整EBITDA界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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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173.2百萬元，較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87.6百萬元減少7.7%。

在線娛樂業務：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在線娛樂業務收入為人民
幣148.5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60.7百萬元減少7.6%，
此乃主要由於我們執行戰略，遠離過多商業化並專注於趣味性以吸引更多用戶。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22.9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6.7百萬元減少14.2%，主要由於我
們暫停對此業務分部進一步投資之策略。

其他業務：其他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1.8百萬元，
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0.2百萬元增加800.0%，主要由於廣告
收入增加所致。

銷售成本

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72.8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7.7百萬元減少6.3%。

在線娛樂業務：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在線娛樂業務成本為人民
幣59.7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0.5百萬元減少1.3%。
該減少主要是由於僱員福利開支及預付卡製作費減少，並部分被第三方收入分成付款
額增加所抵銷。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成本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12.0百萬元，
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14.9百萬元減少19.5%。該減少乃主要反映了銷
售嬰幼兒及母嬰產品而產生的銷貨成本減少。

其他業務：其他業務成本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1.1百萬元，
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3百萬元減少52.2%。該減少主要反映
了僱員福利開支有所減少。

毛利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的毛利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100.4百萬
元，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109.9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為58.0%，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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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我們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45.8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7.6百萬元減少3.8%，此乃主要由
於僱員福利開支減少及部份被促銷活動的市場推廣開銷增加所抵銷。

行政開支

我們的行政開支於截止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30.0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3.6百萬元減少44.0%。該減少乃主要由於(i)僱員
福利開支減少人民幣13.4百萬元；(ii)有關辦公場所的經營租賃租金減少人民幣9.9百萬元
及(iii)公用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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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30.8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3.2百萬元減少7.2%。該減少乃主要由於僱員福
利開支減少。

其他收益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其他收益為人民幣5.4百萬元，而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4.0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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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利得 — 淨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確認以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
值利得人民幣3.0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公平值利得為人民
幣2.4百萬元。

經營利潤╱（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的經營利潤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2.2百
萬元，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營虧損則為人民幣18.2百萬元。

財務收入 — 淨額

我們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收入淨額為人民幣7.4百萬元，而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收入淨額為人民幣15.3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收入主要源自(i)短期、長期存款及銀行現金結餘利息收入人
民幣12.5百萬元及(ii)賬面非人民幣現金的匯兌虧損人民幣4.5百萬元。



9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除所得稅前利潤為人民
幣9.6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除所得稅前虧損為人民幣2.9百
萬元。

所得稅開支

我們的所得稅開支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2.3百萬元，較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1百萬元減少43.9%。該減少主要由於應課稅
利潤減少所致。

期內利潤╱（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利潤為人民幣7.3百萬元，
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為人民幣7.0百萬元。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 經調整純利潤╱ EBITDA

我們的經調整純利潤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11.9百萬元，較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6百萬元增加38.4%。我們的經調整EBITDA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12.7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3百萬元增加876.9%。

下表載列所呈列期間的經調整純利潤及經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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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利潤╱（虧損） 7,307 (6,975)

加：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 4,622 15,544

  

經調整純利潤 11,929 8,569
加：
折舊與攤銷 5,916 3,943
財務收入 — 淨額 (7,367) (15,294)
所得稅 2,254 4,060

  

經調整EBITDA 12,732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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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我們主要以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滿足營運資金及其他資
本需求。

本集團於以下日期的資產負債比率如下：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負債 205,194 444,725
總資產 1,732,789 2,017,839
資產負債比率(1) 12% 22%

  

附註：

(1) 資產負債比率乃按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計算。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受限制現金、短期存款及長期存款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銀行現金及手頭現金人民幣
1,189.1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人民幣214.2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擁有短期存款人民幣390.8百萬元，即我們擬持有超過三個月但不
超過一年的銀行存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我們並無擁有長期存款。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擁有受限制現金。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銀行現金結餘及存款的實際年利率為1.7%，與截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致。我們的政策是將我們的計息保本活期現金或存款存入國
內或國際信譽良好的銀行。



11

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受限制現金、短期存款及長期存款乃按下列貨幣計值：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本集團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 1,424,157 1,680,668
港元 136,201 97,976
美元 19,445 56,462
其他 99 93

  

1,579,902 1,835,199
  

附註： (1)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35百萬元的款項包括借款人民幣278.1百萬元。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透支為人民幣0.8百萬元，列示為流動負債。本
集團未使用之透支額度為人民幣1.7百萬元。

庫務政策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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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財務資源中人民幣155.7百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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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我們可能面臨與我們銀行
現金結餘相關的任何外匯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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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無形資產（例如電腦軟件）。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資本開支總額為人民幣1.4百萬元，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17.1百萬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去年的租
賃物業裝修令資本開支增加所致。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我們的資本開支：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開支
— 購買物業及設備 1,359 15,210
— 購買無形資產 — 1,886

  

總計 1,359 17,096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擔保或針對我們的訴訟。

資產抵押

質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之短期銀行信貸額擔保的現金金額人民幣279.6百萬元已於
二零一七年五月獲解除。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並無抵押。

重大收購及重大投資的未來計劃

本集團目前尚無有關其他主要投資或收購重大資本資產或其他業務的具體計劃。然而，
本集團將繼續尋找業務發展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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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員工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705名全職僱員，89%位於廣州。下表載列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按職能劃分的全職僱員數目：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佔總數

僱員數目 的百分比

業務 262 37.2
研發 268 38.0
銷售及市場推廣 100 14.2
一般及行政 75 10.6

  

總計 7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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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地激勵我們的僱員。根據中國法律的要求，我們為我們的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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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我們為僱
員社會保險計劃作出的供款總額約為人民幣14.8百萬元，而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度為人民
幣16.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產生的員工成
本分別約為人民幣85.3百萬元及人民幣114.7百萬元，分別佔我們該等期間收入的49.2%
及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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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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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合共1,544,000份購股權及5,851,800份受限制股份單
位尚未行使。

為激勵我們的僱員，我們將根據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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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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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53,520股份，
約佔我們總發行股本的2.0%。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合共31,928,000份受限制股份單位尚未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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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其時的股東批准董事會建議的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018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0.016元）。該末期股息於二零一七年七
月二十七日支付予股東。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並未建議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的變動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中管理層討
論與分析內披露的資料均無其他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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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利潤表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173,185 187,644
銷售成本 (72,766) (77,697)

  

毛利 100,419 109,94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45,802) (47,643)
行政開支 (30,038) (53,609)
研發開支 (30,774) (33,244)
其他收益 5,429 3,959
其他利得 — 淨額 2,960 2,370

  

經營利潤╱（虧損） 4 2,194 (18,220)

財務收入 12,554 15,969
財務成本 (5,187) (675)

  

財務收入 — 淨額 7,367 15,294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利潤 — 11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9,561 (2,915)
所得稅開支 5 (2,254) (4,060)

  

期內利潤╱（虧損） 7,307 (6,975)
  

以下人士應佔：
— 本公司股東 9,899 (5,448)
— 非控股權益 (2,592) (1,527)

  

7,307 (6,975)
  

每股盈利╱（虧損）（以每股人民幣計） 6
— 基本 0.0036 (0.0020)

  

— 攤薄 0.0035 (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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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利潤╱（虧損） 7,307 (6,975)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重新分類為損益的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552) 427

  

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6,755 (6,548)
  

以下人士應佔：
— 本公司股東 9,517 (5,152)
— 非控股權益 (2,762) (1,396)

  

6,755 (6,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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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34,250 38,873
無形資產 52,266 53,849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5,658 12,616
遞延所得稅資產 8,075 6,375
長期存款 — 300,000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694 2,694

  

102,943 414,407
  

流動資產
存貨 11,673 13,151
貿易應收款項 8 9,785 9,877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8,486 42,038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3,167
短期存款 390,774 1,041,42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89,128 214,216
受限制現金 — 279,556

  

1,629,846 1,603,432
  

資產總額 1,732,789 2,017,839
  

權益
股本 9 9
股份溢價 1,520,639 1,567,040
儲備 24,473 30,857
累計虧損 (32,550) (42,449)

  

1,512,571 1,555,457
  

非控股權益 15,024 17,657
  

權益總額 1,527,595 1,57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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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5,474 6,367
遞延所得稅負債 3,121 3,296
政府補貼墊款 311 678
長期應付款項 6,585 6,423

  

15,491 16,76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9 13,203 9,61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5,816 43,661
應付關連方款項 — 250
客戶及經銷商墊款 35,012 42,563
政府補貼墊款 733 1,000
遞延收入 51,379 49,708
所得稅負債 2,738 2,253
借款 — 278,056
銀行透支 822 852

  

189,703 427,961
  

負債總額 205,194 444,725
  

權益及負債總額 1,732,789 2,017,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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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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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根據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的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

誠如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述，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內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用適用於預計年度溢利總額的稅率估
算所得稅除外），新訂及經修改準則載列如下：

(a)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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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現金流量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所得稅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披露在其他主體的權益

採用該等修訂本對當前期間或任何先前期間概無任何影響，且不可能影響未來
期間。

(b) 以下為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亦未被提早採
納的新準則及現有準則的修改：

自下列日期或之
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
　（修改）

在聯營和合營企業的投資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修改）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修改）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
　之分類及計量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修改）

針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保險合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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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0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28號（修改）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
　合營公司的資產出售
　或投入

待公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與客戶合約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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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
　第22號

外幣交易和預付╱預收
　對價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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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及管理層現正對該等新訂準則及現有準則的修改的影響進行評估，
尚未能闡明其會否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具備單獨的財務資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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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確定其擁有以下經營分部：

— 在線娛樂業務

— 零售業務

— 其他業務

本集團其他業務主要包括廣告業務、許可業務及其他服務。

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根據各經營分部的分部收入及毛利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於評
估分部表現過程中均未計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行政開支、研發開支、其他收益、
其他利得 — 淨額、財務收入 — 淨額、所得稅開支及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利潤。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重大分部間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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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量方式與該等財務資料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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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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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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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在線

娛樂業務 零售業務 其他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148,507 22,916 1,762 173,185
毛利 88,804 10,960 655 100,419
折舊 3,987 967 12 4,966
攤銷 99 601 250 95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利潤 — — — —

（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在線

娛樂業務 零售業務 其他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160,748 26,684 212 187,644
毛利 100,258 11,778 (2,089) 109,947
折舊 2,644 547 — 3,191
攤銷 176 576 — 752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利潤 11 — — 11

毛利與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的對賬呈列於中期簡明合併收益表。

本公司註冊地為開曼群島，但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及香港開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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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總收入的地理資料如下：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 中國內地 150,269 160,960
— 香港 22,916 26,684

  

總計 173,185 187,644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概無單一外部客戶貢獻分別
超過本集團總收入的10%，故並無客戶（包括來自在線娛樂業務的終端客戶及來自零
售業務以及其他業務的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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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貢獻超過本集團總收入
10%的網絡虛擬世界分別佔總收入的73.0%及6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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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總收入的10%時，則不會於相關期間列示。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奧奇傳說 33.3% 44.7%
奧拉星 26.8% 22.6%
造物法則 12.9% 不適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位於中國內地及香港的非流動資產總額（金融工具及遞
延稅項資產除外）分別為人民幣36,393,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0,779,000元）及人民幣50,123,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1,943,000
元）。



23

4 經營利潤╱（虧損）

於財務資料中列作經營項目之款項分析如下：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項目
僱員福利開支 85,264 114,747
促銷及廣告開支 27,986 23,783
辦公地點經營租賃費 16,053 22,033
已售存貨成本 11,943 15,063
物業及設備折舊及無形資產攤銷 5,916 3,943
頻寬及服務器託管費用 5,198 10,045
專業服務費用 3,790 5,120
預付卡製作費 421 1,051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分析如下：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4,115 4,058
遞延所得稅 (1,861) 2

  

所得稅開支 2,254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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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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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利得稅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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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國經營實體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廣州百
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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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有權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估計應課稅利潤享受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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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作
可扣減稅項開支（「超額抵扣」）。本集團已就其實體可要求之超額抵扣做出其最
佳估計，以確定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估計應課
稅利潤。

(d) 中國預扣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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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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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5%。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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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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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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減去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持有之股份計算。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虧損）（人民幣千元） 9,899 (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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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7,788,778 2,727,638,392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每股人民幣元） 0.0036 (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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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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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兩類潛在普通股：購股權及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須考慮該兩類普通股。由於各類潛在普
通股具反攤薄效應，故於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
虧損時，並無對每股基本虧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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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人民幣千元）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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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7,788,778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 購股權 1,352,998
— 受限制股份單位 35,550,763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94,692,539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0035
 

7 股息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30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8港元
　（二零一六年：0.018港元）（附註a） 45,114 43,352
減：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所持有
　股份股息 (2,027) (1,868)

  

43,087 41,484
  

(a) 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8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0.016元），合共約
51,816,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45,114,000元），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舉
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批准並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派付。

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8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0.015元），合共約
51,407,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43,352,000元），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舉
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批准並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派付。

(b) 本公司概無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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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應收款項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第三方款項 9,785 9,877

減：減值撥備 — —
  

9,785 9,877
  

貿易應收款項主要自若干網上支付收款渠道及廣告代理產生。本集團之廣告收入主
要根據按個別基準釐定的信貸條款出售而產生，正常信貸期自各自發票日期起計為
90至120日。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1,651 5,326
31至60日 2,367 2,279
61至90日 1,604 880
91至180日 3,467 854
超過180日 696 538

  

9,785 9,877
  

9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主要與購買母嬰產品及相關產品的零售庫存、服務器託管服務、外包
遊戲開發以及本集團根據各自合作協議就自有平台應付合作遊戲開發商的收入分成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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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確認日期就貿易應付款項作出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4,541 4,043
31至60日 3,071 2,188
61至180日 5,083 3,005
181至365日 508 382

  

13,203 9,618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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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進行討論。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根據本次審閱及與管理層之討論，審核委員會信納，財務
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公司核數師已根據國際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執行之中期財務資
料審閱」審閱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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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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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
（「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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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
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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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外，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本公司已採納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原則且已遵從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之職務須予區分，且不應由
同一人擔任。緊隨徐剛博士辭任本公司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於二零一六年十月
十五日生效後，本公司主席（「主席」）戴堅先生現時擔任首席執行官。作為本集團的創辦
人之一，戴先生對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以來的業務增長及業務擴展至為重要。董事會相
信，由同一名人士同時擔任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兩個職務可確保本集團貫徹的領導，更有
效及有效率地計劃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董事會相信現時的安排不會損害職能及權力兩
者間的平衡，而現時由經驗豐富的人才（其中有充足的人數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的董事會亦能確保職能及權力兩者間的平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按總代價15,744,940港元（扣除開支前）於
聯交所購回合共22,000,000股股份。全部已購回股份其後被註銷。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購回詳情如下：

購回
股份數目

購買價
總代價
（扣除
開支前）月份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港元）

五月 9,000,000 0.75 0.69 6,537,860
六月 13,000,000 0.75 0.68 9,207,080

  

總計 22,000,000 — — 15,744,940
  

除上述所披露之外，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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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二零一七年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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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
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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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執行官及執行董事
戴堅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戴堅先生（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吳立立先生
李沖先生
王曉東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千里女士
王慶博士
馬肖風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