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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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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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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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期間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187,644 183,930 2.0%
毛利 109,947 110,087 (0.1%)
經營（虧損）╱利潤 (18,220) 38,368 (147.5%)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 經調整純利(1) 8,569 62,063 (86.2%)
　— 經調整EBITDA(2) 1,278 50,768 (97.5%)

附註：

(1) 我們將經調整純利界定為期內（虧損）╱利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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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經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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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493,480 464,519
流動資產 1,514,148 1,288,471

  

資產總額 2,007,628 1,752,990
  

權益及負債
權益總額 1,536,401 1,570,324

  

非流動負債 19,510 16,865
流動負債 451,717 165,801

  

負債總額 471,227 182,666
  

權益及負債總額 2,007,628 1,75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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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戰略上百奧繼續聚焦用戶參與度，而隨著我們的虛擬世界用戶數
目繼續穩定，富有「趣味」的內容初見成效。通過百奧的賬戶優化舉措及一系列有趣及引
人入勝的內容，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能將平均季度活躍賬戶（「季度活躍賬戶」）
增加至48.5百萬，較去年同期的48.1百萬提高0.8%。特別是，我們的虛擬世界奧奇傳說
繼續表現良好，彰顯了我們提供趣味性遊戲玩法的能力。產品方面，本公司有計劃發佈
一系列之移動產品，包括今年下半年旗下深受好評的漫畫類遊戲。就我們的母嬰業務
Bumps to Babes而言，我們繼續成功擴大我們的基礎並鞏固我們於中國市場的份額。於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我們的零售分部（包括Bumps to Babes及相關電子商務業務）錄得的
總收入為人民幣26.7百萬元。財務方面，儘管作出了眾多經營性投資（包括主攻移動及
個人電腦（「PC」）產品方面的研發），我們的經調整純利維持為人民幣8.6百萬元。於二零
一六年上半年底，經扣除借款及透支外，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定期存款及受限制
現金結餘為人民幣1,569.7百萬元，其強勁性亦說明了財務狀況穩健。

收入穩定，百奧決定把握各種投資機遇，從而擴大我們的知識產權（「知識產權」）組合
以實現長期增長。特別是，我們創立了新的漫畫平台百漫文化，推出了若干網頁漫畫連
載，包括獲獎作品「西行紀」和「造物法則」，其中「西行紀」是引據中國經典文學，而「造
物法則」則是由各大領先網絡漫畫網站評為S或A+級以殭屍為主題的科幻漫畫。我們收
購了這些新知識產權的獨家發行及改編權，並計劃為移動設備推出新穎的產品。我們另
外投資於若干仍在開發當中的移動產品。我們預計一定數量的這類投資將於二零一六年
下半年作出實質上貢獻，有望使百奧恢復盈利並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創造長遠價值。

除上文所述者外，標題「業務概覽」下有關百奧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二零
一五年年報的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中所討論的事宜概無任何重大變動。

行業概覽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儘管經濟增長緩慢，英國脫歐公投加大了不確定性，中國遊戲產
業仍然表現強勁。根據中國國際數碼互動娛樂展覽會發佈的最新中國遊戲行業報告，二
零一六年一月至六月中國遊戲產業收入增加至人民幣788億元，增長30.1%，而二零一六
年一月至六月的遊戲用戶總數則達到4.89億，增長6.7%。我們繼續看到在線兒童娛樂業
的巨大機遇，而近期收購之知識產權也將豐富我們的線上及移動產品開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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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零一六年下半年

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我們計劃推出一批自主開發的新產品。此外，我們亦已有若干跨
平台產品，這些產品是我們採用旗下近期收購的知識產權開發而來。我們相信，該等產
品會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開始對收入有實質上的貢獻。虛擬世界產品方面，得益於我們
持續的用戶留存及參與舉措，我們的用戶指標得到明顯改善，我們預計二零一六年下半
年該上升趨勢將會延續。我們堅信，這些新產品的發佈及現有業務線的持續改善，將於
今年下半年助力百奧重新實現盈利。我們的長期發展保持不變，我們將繼續尋求其他機
會來適當擴大及增長我們的知識產權組合及產品結構，為可持續及長遠增長奠定堅實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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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付費賬戶」）及平均每季季度付費賬戶平均收入（「季度付費賬戶平均收入」）（附
註）：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1)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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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 48.1 0.8%
平均季度付費賬戶(3) 2.0 2.4 (16.7%)
平均每季季度付費賬戶平均收入(4) 39.5 34.3 15.2%

附註：

1.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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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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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百萬，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0.8%。這反映了隨著我們關注有趣、易懂及健康的內容，我們的虛擬世界保持了穩定的活躍用戶。

3.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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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百萬，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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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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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5.2%，此乃由於我們在執行「趣味性」策略後我們的網絡虛擬世界人氣高漲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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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業務及財務表現

下表分別載列我們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合
併（虧損）╱收益表：

未經審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佔收入
百分比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佔收入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187,644 100.0 183,930 100.0
在線娛樂業務 160,748 85.7 172,308 93.7
零售業務 26,684 14.2 10,439 5.7
其他業務 212 0.1 1,183 0.6
銷售成本 (77,697) (41.4) (73,843) (40.1)
毛利 109,947 58.6 110,087 59.9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47,643) (25.4) (26,483) (14.5)
行政開支 (53,609) (28.6) (33,165) (18.0)
研發開支 (33,244) (17.7) (15,533) (8.4)
其他收益 3,959 2.1 3,460 1.9
其他利得 — 淨額 2,370 1.3 2 0.0

    

經營（虧損）╱利潤 (18,220) (9.7) 38,368 20.9
財務收入 — 淨額 15,294 8.1 23,836 12.9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利潤 11 0.0 — —

    

除所得稅前（虧損）╱利潤 (2,915) (1.6) 62,204 33.8
所得稅開支 (4,060) (2.1) (8,749) (4.7)

    

期內（虧損）╱利潤 (6,975) (3.7) 53,455 29.1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427 0.2 — —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6,548) (3.5) 53,455 29.1

    

其他財務數據
經調整純利(1)（未經審計） 8,569 4.6 62,063 33.7
經調整EBITDA(2)（未經審計） 1,278 0.7 50,768 27.6

    

附註：

1. 經調整純利包括期內（虧損）╱利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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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187.6百萬元，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83.9百萬元增加2.0%。

在線娛樂業務：我們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在線娛樂業務收入為人民
幣160.7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72.3百萬元減少6.7%。
該減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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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售業務的收入為人民幣26.7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4百萬元增加156.7%，主要
由於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所收購Bumps to Babes銷售嬰幼兒及母嬰產品而產生額
外收入。

其他業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業務的收入為人民幣0.2百萬元，
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百萬元減少83.3%，主要反映了廣告
收入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所減少。

附註：

鑒於我們的零售業務有所擴張，自二零一六年起，我們將其與我們財務報表內的「其他業務」加以區分。比較數字
已重新分類以與新呈列一致。

銷售成本

我們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77.7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3.8百萬元增加5.3%。

在線娛樂業務：我們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在線娛樂業務成本為人民
幣60.5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6.4百萬元減少8.9%。
該減少主要是由於僱員福利開支及預付卡製作開支減少，並部分被第三方收入分成付
款額增加所抵銷。

零售業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售業務的成本為人民幣14.9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5百萬元增加129.2%。該增加乃主
要反映了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五月收購Bumps to Babes後，銷售嬰幼兒及母嬰產品而產生
的銷貨成本增加。

其他業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業務的成本為人民幣2.3百萬元，
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0.9百萬元增加155.6%。該增加主要反
映了僱員福利開支有所增加。

毛利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的毛利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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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110.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為58.6%，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59.9%。毛
利率較低主要由於Bumps to Babes所銷售的嬰幼兒及母嬰產品毛利率較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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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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47.6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6.5百萬元增加79.6%，此主要由於
(i)繼Bumps to Babes收購事項後產生額外的僱員福利開支及經營零售租賃租金開支及(ii)
促銷活動的市場推廣開銷增加。

行政開支

我們的行政開支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53.6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3.2百萬元增長61.4%。該增長乃主要由於(i)行政
人員數目增加令僱員福利開支增加人民幣7.8百萬元；(ii)搬遷至新租賃辦公地點而產生
一次性開支人民幣9.1百萬元；(iii)公用設施及辦公室開支增加人民幣0.9百萬元及(iv)專
業費增加人民幣1.2百萬元。

研發開支

我們的研發開支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33.2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5.5百萬元增長114.2%。該增長乃主要由於新手
機及個人電腦端遊戲以及電子商務平台開發導致之研發項目費用增加。

其他收益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其他收益人民幣4.0百萬元，而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3.5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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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公司僅確認以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值利得人民幣
2.4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外滙利得為人民幣2,000元。

經營（虧損）╱利潤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的經營虧損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18.2百
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營利潤則為人民幣38.4百萬元。

財務收入 — 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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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收入淨額為人民幣23.8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收入主要源自(i)短期及長期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幣12.3百萬元；(ii)
銀行結餘現金利息收入人民幣1.2百萬元及(iii)賬面非人民幣現金的滙兌收益人民幣2.5百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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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所得稅前（虧損）╱利潤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為人民幣2.9萬元，
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利潤為人民幣62.2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我們的所得稅開支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4.1百萬元，較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7百萬元減少52.9%。該減少主要由於應課稅
利潤減少所致。

期內（虧損）╱利潤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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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利潤為人民幣53.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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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8.6百萬元，較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2.1百萬元減少86.2%。我們的經調整EBITDA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1.3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0.8百萬元減少97.4%。

下表載列所呈列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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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虧損）╱利潤 (6,975) 53,455

加：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 15,544 8,608

  

經調整純利 8,569 62,063
加：
折舊與攤銷 3,943 3,792
財務收入 — 淨額 (15,294) (23,836)
所得稅 4,060 8,749

  

經調整EBITDA 1,278 5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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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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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負債 471,227 182,666
總資產 2,007,628 1,752,990
資產負債比率(3) 23% 10%

  

附註：

(3) 資產負債比率乃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短期存款及長期存款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銀行及手頭現金人民幣247.7
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人民幣254.6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我們擁有短期存款人民幣941.1百萬元，即我們擬持有超過三個月但不超過
一年的銀行存款。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亦擁有長期存款人民幣380.0百萬
元，即預計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的銀行存款。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所有銀行
結餘及存款的實際年利率為1.7%，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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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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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現金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受限制現金結餘人民幣279.6百萬元，即我們存
放銀行作為一年期銀行授信抵押品的存款。該銀行融資已授予我們的中國經營實體廣
州百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短期存款、長期存款及受限制現金乃按下列貨幣計值：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 1,738,620 1,455,632
港元 100,208 146,282
美元 9,569 8,623
其他 1 92

  

總計 1,848,398 1,610,629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款人民幣278.1百萬元及透支人民幣0.7百萬元，
列示於流動負債。借款人民幣278.1百萬元按活期存款利息計息，將於二零一七年上半
年到期。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授信額度為人民幣280.6百萬元，包
括人民幣278.1百萬元借款額度，人民幣1.7百萬元透支授信額度及人民幣0.8百萬元租賃
擔保。本集團未使用之透支授信額度為人民幣1.0百萬元。

庫務政策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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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滙風險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財務資源中人民幣109.8百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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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現金結餘相關的任何外滙滙率波動導致的虧損風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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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及租賃物業裝修）及無形資產
（例如電腦軟件）。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我們的資本開支總額為人民幣17.1百萬元，而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為人民幣2.3百萬元。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我們的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開支
— 購買物業及設備 15,210 2,152
— 購買無形資產 1,886 109

  

總計 17,096 2,261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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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向一銀行質押人民幣279.6百萬元，以獲得本集團所獲授之短期銀行信貸額。

重大收購及重大投資的未來計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相
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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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員工成本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835名全職員工，94.6%位於廣州。下表載列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按職能劃分的全職員工數目：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員工數目 佔總數的百分比

業務 374 44.8
研發 227 27.2
銷售及市場推廣 164 19.6
一般及行政管理 70 8.4

  

總計 83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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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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我們為員
工社會保險計劃繳納的供款總額約為人民幣16.1百萬元，而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為人民幣
12.7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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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百萬元及人民幣85.3百萬元，分別佔我們該等期間收入的61.1%及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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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合共2,044,000份購股權及39,005,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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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股東週年大會（定義見下文）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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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38,000股，佔
我們股本的約4.0%。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
單位計劃已經向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及僱員授出95,780,000份受限制股份單位。

股息

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
的股東已批准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股份0.018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0.015元）。該等末期股息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派發予當時的股東。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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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自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的變動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中管理層討
論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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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187,644 183,930
銷售成本 (77,697) (73,843)

  

毛利 109,947 110,08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47,643) (26,483)
行政開支 (53,609) (33,165)
研發開支 (33,244) (15,533)
其他收益 3,959 3,460
其他利得 — 淨額 2,370 2

  

經營（虧損）╱利潤 4 (18,220) 38,368

財務收入 15,969 27,207
財務成本 (675) (3,371)

  

財務收入 — 淨額 15,294 23,83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利潤 11 —

  

除所得稅前（虧損）╱利潤 (2,915) 62,204
所得稅開支 5 (4,060) (8,749)

  

期內（虧損）╱利潤 (6,975) 53,455
  

以下人士應佔：
— 本公司股東 (5,448) 53,382
— 非控股權益 (1,527) 73

  

(6,975) 53,455
  

每股（虧損）╱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計） 6
— 基本 (0.0020) 0.0198

  

— 攤薄 (0.0020) 0.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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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全面（虧損）╱收益表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虧損）╱利潤 (6,975) 53,455

其他全面收益
可重新分類為損益的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427 —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6,548) 53,455
  

以下人士應佔：
— 本公司股東 (5,152) 53,382
— 非控股權益 (1,396) 73

  

(6,548) 5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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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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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82 16,312
無形資產 51,458 50,003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3,667 3,65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676 9,608
遞延所得稅資產 4,873 4,940
長期存款 380,000 380,000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624 —

  

493,480 464,519
  

流動資產
存貨 16,074 16,277
貿易應收款項 8 7,005 6,161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1,598 34,106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073 1,298
短期存款 941,121 975,99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7,721 254,638
受限制現金 279,556 —

  

1,514,148 1,288,471
  

資產總額 2,007,628 1,752,990
  

權益
股本 8 8
股份溢價 1,552,913 1,581,855
儲備 50,201 48,338
累計虧損 (83,410) (77,962)

  

1,519,712 1,552,239
  

非控股權益 16,689 18,085
  

權益總額 1,536,401 1,570,324
  



16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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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0 2,842
遞延所得稅負債 2,628 2,670
政府補助墊款 778 1,560
長期應付款項 10,544 9,793

  

19,510 16,86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9 13,318 11,46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5,511 38,865
應付關連方款項 — 1,075
客戶及經銷商墊款 51,011 57,828
政府補助墊款 1,000 3,273
遞延收入 59,489 50,801
所得稅負債 2,672 2,276
借款 278,056 —
銀行透支 660 216

  

451,717 165,801
  

負債總額 471,227 182,666
  

權益及負債總額 2,007,628 1,75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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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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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的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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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所述者外，誠如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述，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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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採用之準則修訂本

以下準則之修訂本必須於本集團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採用。採
納對該等準則之修訂本概不會對本集團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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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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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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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的權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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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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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中期期間，概無首次採用之其他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存在任何重大影響。

(ii) 中期期間之所得稅乃使用將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所適用之稅率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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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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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本集團的零售業務有所擴大，先前於「其他業務」分部項下的零售收入已於本中
期簡明財務資料內單獨作為「零售業務」分部列報。「在線業務」已重新命名為「在線
娛樂業務」。比較數字亦已重新分類以與新呈列一致。作出上述分部資料變動乃為
更好地反映本集團的當前業務、本集團的資源配置及未來業務發展。

本集團在進行相關評估工作後確定其擁有以下經營分部：

— 在線娛樂業務

— 零售業務（包括相關電子商務業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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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其他利得 — 淨額、財務收入 — 淨額及所得稅開支及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利潤。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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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量方式與本財務資料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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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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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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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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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308 10,439 1,183 183,930
毛利 105,910 3,941 236 110,087
折舊 3,509 51 — 3,560
攤銷 55 177 — 232

毛利與除所得稅前（虧損）╱利潤的對賬呈列於中期簡明合併收益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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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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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 中國內地 160,960 173,491
— 香港 26,684 10,439

  

總計 187,644 183,930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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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來自在線娛樂業務的終端客戶及來自零售業
務及其他業務的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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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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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及8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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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在線業務收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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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奧奇傳說 44.7% 43.4%
奧拉星 22.6% 28.9%
奧比島 不適用 14.0%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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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66,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9,811,000元）及人民幣52,899,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0,98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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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虧損）╱利潤

財務資料中呈列為經營項目的金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項目
僱員福利開支 114,747 85,262
促銷及廣告開支 23,783 22,725
頻寬及服務器託管費用 10,045 9,504
辦公地點經營租賃費 22,033 6,864
存貨銷售成本 15,063 6,212
專業服務費用 5,120 3,901
物業及設備折舊及無形資產攤銷 3,943 3,792
預付卡製作開支 1,051 2,090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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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4,058 4,144
遞延所得稅 2 4,605

  

所得稅開支 4,060 8,749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實際所得稅率較高乃主要由於可使用稅項虧
損的不確定性導致概無遞延稅項資產獲確認為電子商貿業務之稅項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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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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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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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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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廣州百
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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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有權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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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定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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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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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每股（虧損）╱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盈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減去首次公開發售前及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持有之股份之加
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盈利（人民幣千元） (5,448) 53,382
已發行普通股減去首次公開發售前及
　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持有之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2,727,638,392 2,693,563,914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0020) 0.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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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調整發行在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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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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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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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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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82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已發行普通股減去首次公開發售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持有之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2,693,563,914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 購股權 3,412,650
— 受限制股份單位 46,142,340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43,118,904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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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8港元
　（二零一五年：0.035港元）（附註a） 43,352 77,577
減：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所持有股份股息 (1,868) (3,162)

  

41,484 74,41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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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35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0.028元），合共約
98,373,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77,577,000元），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的本
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批准並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七日派付。

(b) 本公司概無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
無）。

8 貿易應收款項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第三方款項 7,005 6,161

減：減值撥備 — —
  

7,005 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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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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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4,196 4,234
31至60日 506 168
61至90日 653 22
91至180日 755 1,737
超過180日 895 —

  

7,005 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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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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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9,039 7,043
31至60日 2,367 3,405
61至180日 502 647
181至365日 1,254 372
1至2年 156 —

  

13,318 1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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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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亦已審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根據本次審核及與管理層之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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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向本公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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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期間，本公司已運用該原則及遵
守聯交所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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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在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的股東授予董事會購
回授權，以酌情不時購回股份（不超過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已發行股本之
10%），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時。於該股東週
年大會上，當時的股東授予董事會購回授權，以酌情不時購回股份（不超過本公司於二
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已發行股本之10%），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按總代價1,784,010港元（扣除開支前）於
聯交所購回合共4,022,000股股份。全部已購回股份其後被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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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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1,618,000 0.445 0.415 698,460
五月 1,500,000 0.480 0.450 694,520
六月 904,000 0.440 0.425 391,030

  

4,022,000 1,784,010
  

除上文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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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息。

刊發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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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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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及執行董事

戴堅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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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執行官）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千里女士
王慶博士
馬肖風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