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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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株式会社ダイナムジャパンホールディングス
DYNAM JAPAN HOLDINGS Co., Ltd.*

（於日本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889）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概要

— 總投注為417,104百萬日圓（或26,945百萬港元Δ），較截至二零一四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1.9%；

— 收 益 為75,843百 萬 日 圓（或4,899百 萬 港 元Δ），較 截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九 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6%；

— 除所得稅前溢利為7,323百萬日圓（或473百萬港元Δ），較截至二零一四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50.3%；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純利為4,784百萬日圓（或309百萬港元△），較截
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47.1%；

—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我們經營400間遊戲館（於二零一四年九月
三十日：380間）；

— 本公司每股基本盈利為6.44日圓（或0.4港元Δ）；及

— 董事會議決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7日圓。

Δ 按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即二零一五年九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15.48日圓兌1.00
港元換算為港元。

附註： 以上增減百分比指日圓金額的變動，而並非已換算為港元的金額。

株式会社ダイナムジャパンホールディングスDYNAM JAPAN HOLDINGS Co., Ltd.*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業績已由本公司核
數師PricewaterhouseCoopers Aarata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 2 –

財務業績概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以百萬計）
日圓 港元 日圓 港元

總投注 417,104 26,945 425,297 30,163
減：總派彩 (341,261) (22,045) (344,615) (24,441)

    

收益 75,843 4,899 80,682 5,722
遊戲館經營開支 (68,855) (4,448) (64,791) (4,595)
一般及行政開支 (2,738) (177) (2,383) (169)
其他收入 3,644 235 3,549 252
其他經營開支 (511) (33) (990) (70)

    

經營溢利 7,383 477 16,067 1,140
融資收入 275 18 1,028 73
融資開支 (335) (22) (2,366) (168)

    

除所得稅前溢利 7,323 473 14,729 1,045
所得稅 (2,539) (164) (5,693) (404)

    

期內純利 4,784 309 9,036 641
    

以下人士應佔純利：

本公司擁有人 4,784 309 9,040 641
非控股權益 (0) (0) (4) (∆ )

    

4,784 309 9,036 641
    

每股盈利

 基本 6.44日圓 0.4港元 12.17日圓 0.9港元
 攤薄 6.44日圓 0.4港元 12.17日圓 0.9港元

    

EBITDA(*) 13,170 851 21,522 1,526
    

∆ : 少於0.5百萬港元。

* EBITDA指扣除融資成本、稅項、折舊、攤銷、匯兌收益或虧損淨額以及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收益或虧損前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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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以百萬計）
日圓 港元 日圓 港元

非流動資產 132,480 8,558 132,213 8,524
流動資產 45,373 2,931 48,723 3,141
流動負債 29,235 1,889 31,380 2,023
流動資產淨值 16,138 1,043 17,343 1,11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8,618 9,601 149,556 9,643
非流動負債 18,796 1,214 14,503 935
權益總額 129,822 8,386 135,053 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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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概覽

• 遊戲館數目

本集團經營兩類投注額不同的遊戲館，以低投注額遊戲為推廣重點。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開設2間高投注額遊戲館及8間低
投注額遊戲館。此外，我們配合業務範圍變動而結束3間低投注額遊戲館。因此，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我們經營合共400間遊戲館。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我們經營174間高投注額遊戲館及226間低投注額
遊戲館，以低投注額遊戲館為主，佔遊戲館總數的57%。

繼Yume Corporation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加盟本集團後，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遊戲館數目增至439間。

按種類劃分遊戲館數目變動

2010.3 2011.3 2012.3 2013.3 2014.3 2015.3 2015.9

172173174176176176 174

221202188179174155 226

393 400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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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於三月底
（「2015.9」除外）

低投注額遊戲館
主要遊戲館品牌： DYNAM
  DYNAM
主營低投注額遊戲機，普通獎品的種類較多。
此類遊戲館包括館內容許吸煙的悠遊館及
館內設有指定吸煙區的信賴之森，以及
7間由Cabin Plaza經營的遊戲館。

高投注額遊戲館
主要遊戲館品牌： DYNAM
大部分為高投注額遊戲機，館內容許吸煙。
此類遊戲館包括2間由Cabin Plaza經營的遊戲館。

悠遊館╱
信賴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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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連鎖店管理及發展策略

本集團的遊戲館數目為行業之冠，透過實行五大管理政策之一的連鎖店管理，

追求長遠可持續增長。兩項策略對連鎖店管理至關重要：多館發展及以低投

注額遊戲為核心的低成本營運。

低投注額遊戲只需每顆彈珠1日圓及每個遊戲幣5日圓，較每顆彈珠4日圓及
每個遊戲幣20日圓的傳統遊戲成本低廉，讓顧客輕鬆享樂，毋須顧慮高昂收費。
此等低投注額遊戲亦日漸於其他日式彈珠機公司間盛行。

然而，低投注額遊戲雖帶旺顧客人數、提高光顧次數及招徠新客源，惟日式

彈珠機遊戲館須面對盈利能力下降風險。因此，為推行低投注額遊戲，在新

遊戲館開發以至遊戲館運作過程中確保業務各方面以低成本營運均有賴創

新及專業知識。

本集團透過多館模式於採購遊戲機及普通獎品以及其他業務範疇取得規模

經濟效益，從而達致低成本營運。因此，本集團具備雄厚實力及優勢發展經

營日式彈珠機遊戲館業務。

多館發展

本集團按照連鎖店營運理念實行多館發展，透過開設新的標準遊戲館及將其

他日式彈珠機遊戲館營運商併入本集團旗下，帶動遊戲館數目增加。

• 開設新的標準遊戲館

本集團透過規範遊戲館的類型及集中於人口較少的地區開設遊戲館控制

初始開館成本。同時，本集團發揮多館發展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限制遊戲

機及普通獎品採購成本。

— 以居住人口介乎三萬至五萬的小型商業區為目標

本集團推行於郊區發展遊戲館的策略，目標是於居住人口介乎三萬至

五萬的小型商業區開設新遊戲館。

— 標準化安裝480台遊戲機

本集團的日式彈珠機及日式角子機遊戲館採用標準的室內佈局，並將

安裝標準設定為480台遊戲機。此舉有助本集團藉減少建築成本及縮
短建設時間削減初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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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租約土地上的木製遊戲館

根據經驗，本集團於租用20年的土地建設木製遊戲館可避免過度投資
於購地，以便日後市場若出現變化亦易於撤館。固定資產折舊大致將

於20年土地租約屆滿前完成，此舉亦有助將資產報廢損失降至最低。

• 將其他日式彈珠機遊戲館營運商併入本集團旗下

本集團盡量利用上市公司身份的優勢，透過執行股份交換等計劃將其他

日式彈珠機遊戲館營運商併入本集團旗下，拓展遊戲館網絡。

— 與Yume Corporation的股份交換協議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Yume Corporation訂立股份交換
協 議， 據 此， 本 公 司 成 為Yume Corporation的 母 公 司， 而Yume 
Corporation因而成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
Yume Corporation正式加盟本集團。

Yume Corporation為日本約3,700間日式彈珠機遊戲館營運商中之佼佼者，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夢屋」(Yumeya)品牌於全國經營39間
遊戲館。由於本集團及Yume Corporation（我們）均奉行連鎖式管理，兩
者將盡量利用各自已建立的管理資源，並以單一集團姿態增加遊戲館

數目及擴大行業市場佔有率。

低成本營運

本集團透過規模經濟效益穩定累積收益及溢利。就此，本集團採用二手遊戲

機促進遊戲館發展、設立配送中心及利用 ICT系統以盡量控制遊戲館的經營
成本。

• 採用二手遊戲機及設立配送中心

本集團不僅平均裝設最新且最受歡迎的流行遊戲機型號，亦於遊戲館設

有一系列以低成本採購的二手遊戲機。

為控制遊戲機開支（遊戲機採購成本），本集團於日本全國設立16個配送
中心，每個配送中心應對20至30間遊戲館的物流需要及方便共享遊戲機。
遊戲館內所裝設的遊戲機由該等配送中心根據其所覆蓋地區進行中央管理。

該等中心有助本集團靈活管理遊戲館的遊戲機，同時減低運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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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ICT系統

本集團已安裝獨立彈珠點算系統點算遊戲館內每台遊戲機出來的日式彈

珠機彈珠及日式角子機遊戲幣數目。此舉有助提升員工生產力並減低遊

戲館的人力開支，例如客戶可節省記錄贏局的時間及精簡遊戲館員工的

工作。

此外，ICT系統按策略需要用於精簡及減低遊戲館管理、制訂市場策略、
人力管理及會計等企業職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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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按遊戲館類別劃分的總投注、總派彩及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以百萬計，百分比除外）
日圓 港元 (1) 日圓 港元 (2) 變動

總投注
 — 高投注額遊戲館 269,133 17,386 289,840 20,556 -7.1%
 — 低投注額遊戲館 147,971 9,559 135,456 9,607 +9.2%

     

總投注總額 417,104 26,945 425,297 30,163 -1.9%
     

總派彩
 — 高投注額遊戲館 227,804 14,716 241,744 17,145 -5.8%
 — 低投注額遊戲館 113,457 7,329 102,870 7,296 +10.3%

     

總派彩總額 341,261 22,045 344,615 24,441 -1.0%
     

收益
 — 高投注額遊戲館 41,328 2,670 48,096 3,411 -14.1%
 — 低投注額遊戲館 34,515 2,230 32,586 2,311 +5.9%

     

總收益 75,843 4,899 80,682 5,722 -6%
     

(1) 按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即二零一五年九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15.48日圓兌1.00
港元換算為港元。

(2) 按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即二零一四年九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14.10日圓兌1.00
港元換算為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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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投注

總投注指租給顧客的日式彈珠機彈珠及日式角子機遊戲幣減未用的彈珠及

遊戲幣所取得的金額。

我們的總投注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25,297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30,163百萬港元）減少8,193百萬日圓（相當於約529百萬港元）或1.9%至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17,104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6,945百
萬港元）。

於本中期期間，行內整體日式彈珠機使用率持續呈下滑趨勢。於本財政年度

上半年期間，本公司高投注額遊戲館的使用率按年持續下跌。因此，高投注

額遊戲館的總投注減少，導致總投注總額低於上一中期期間。於上一財政年

度後，我們執行措施改善高投注額遊戲館的使用率，包括翻新遊戲館及改變

遊戲機的組合。與過往月份相比，此等措施令使用率的下滑趨勢自本年九月

初以來得以減緩。另一方面，我們將策略重心轉移至低投注額遊戲，令低投

注額遊戲館的總投注因開設新遊戲館而按年增加。

高投注額遊戲館。高投注額遊戲館的總投注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289,840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0,556百萬港元）減少20,707百萬日圓（相
當 於 約1,338百 萬 港 元）或7.1%至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的
269,133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7,386百萬港元）。總投注減少主要由於高投注額
遊戲機使用率下降及高投注額遊戲機數目減少而低投注額遊戲機數目增加。

低投注額遊戲館。低投注額遊戲館的總投注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135,456百萬日圓（相當於約9,607百萬港元）增加12,515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808百萬港元）或9.2%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47,971
百萬日圓（相當於約9,559百萬港元）。總投注增加主要由於較上一中期期間增
設17間遊戲館，包括開設新遊戲館及將高投注額遊戲館轉型。

總派彩

總派彩指顧客在遊戲館換取特別獎品及普通獎品的總成本。



– 10 –

我們的總派彩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44,615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24,441百萬港元）減少3,354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17百萬港元）或1%至截
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41,261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2,045百萬
港元）。

高投注額遊戲館。總派彩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41,744百
萬日圓（相當於約17,145百萬港元）減少13,940百萬日圓（相當於約901百萬港元）
或5.8%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27,804百萬日圓（相當於約
14,716百萬港元），與總投注的減幅相若。

低投注額遊戲館。總派彩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02,870百
萬日圓（相當於約7,296百萬港元）增加10,587百萬日圓（相當於約684百萬港元）
或10.3%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13,457百萬日圓（相當於
約7,329百萬港元）。總派彩增加主要由於增設17間新遊戲館，令總投注增加。

收益及收益率

收益指總投注減給予顧客的總派彩，而收益率則指收益除以總投注。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分別為80,682百萬
日圓（相當於約5,722百萬港元）及75,843百萬日圓（相當於約4,899百萬港元）。

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期間，受高投注額遊戲館的總投注減少影響，總收益較

上一中期期間有所減少。相反，我們將策略重心轉移至低投注額遊戲，遊戲

館數目主要因開設新遊戲館而有所增加，令低投注額遊戲館的收益按年增加。

高投注額遊戲館。高投注額遊戲館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48,096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411百萬港元）減少6,768百萬日圓（相當於
約437百萬港元）或14.1%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1,328百萬
日圓（相當於約2,670百萬港元）。收益減少乃主要由於總投注減少所致。截至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率按年減少1.2個百分點至15.4%，反
映總派彩對總投注的比率增加。總派彩比率增加乃由於改變遊戲機的組合，

以善用高投注額遊戲館的遊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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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投注額遊戲館。低投注額遊戲館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32,586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311百萬港元）增加1,929百萬日圓（相當於
約125百萬港元）或5.9%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4,515百萬
日圓（相當於約2,230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
率按年減少0.8個百分點至23.3%，反映總派彩對總投注的比率增加。總派彩
比率增加乃由於改變遊戲機的組合，以善用低投注額遊戲館的遊戲機。

遊戲館經營開支

遊戲館經營開支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我們按遊戲館類別劃分的遊戲館經營開支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高投注額遊戲館 低投注額遊戲館 總計 高投注額遊戲館 低投注額遊戲館 總計

（以百萬日圓計，百分比除外）

% % % % % %

遊戲館員工成本 12,207 34.4% 10,827 32.4% 23,034 33.5% 12,712 37.3% 10,042 32.7% 22,754 35.1%
遊戲機開支 10,571 29.8% 8,585 25.7% 19,156 27.8% 9,121 26.8% 7,608 24.8% 16,729 25.8%
折舊開支 2,339 6.6% 2,890 8.7% 5,228 7.6% 2,160 6.3% 2,619 8.5% 4,779 7.4%
租金 2,308 6.5% 3,354 10.0% 5,662 8.2% 2,397 7.0% 3,025 9.9% 5,422 8.4%
廣告開支 1,365 3.8% 1,179 3.5% 2,543 3.7% 1,070 3.1% 954 3.1% 2,025 3.1%
公用服務費 1,454 4.1% 1,693 5.1% 3,147 4.6% 1,487 4.4% 1,559 5.1% 3,046 4.7%
特別獎品開支 551 1.6% 642 1.9% 1,194 1.7% 1,172 3.4% 1,284 4.2% 2,455 3.8%
清潔及配套服務 836 2.4% 921 2.8% 1,757 2.6% 808 2.4% 809 2.6% 1,617 2.5%
維修及保養 1,379 3.9% 750 2.2% 2,128 3.1% 567 1.7% 620 2.0% 1,188 1.8%
其他 2,471 7.0% 2,535 7.6% 5,006 7.3% 2,590 7.6% 2,187 7.1% 4,776 7.4%

            

總計 35,479 100.0% 33,376 100.0% 68,855 100.0% 34,084 100.0% 30,707 100.0% 64,79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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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我們按遊戲館類別劃分的每間遊戲館的平均遊戲館經

營開支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高投注額遊戲館 低投注額遊戲館 總計 高投注額遊戲館 低投注額遊戲館 總計

（以百萬日圓計，百分比除外）

% % % % % %

遊戲館員工成本 70.2 34.4% 47.9 32.4% 57.6 33.5% 74.3 37.3% 48.0 32.7% 59.9 35.1%
遊戲機開支 60.8 29.8% 38.0 25.7% 47.9 27.8% 53.3 26.8% 36.4 24.8% 44.0 25.8%
折舊開支 13.4 6.6% 12.8 8.7% 13.1 7.6% 12.6 6.3% 12.5 8.5% 12.6 7.4%
租金 13.3 6.5% 14.8 10.0% 14.2 8.2% 14.0 7.0% 14.5 9.9% 14.3 8.4%
廣告開支 7.8 3.8% 5.2 3.5% 6.4 3.7% 6.3 3.1% 4.6 3.1% 5.3 3.1%
公用服務費 8.4 4.1% 7.5 5.1% 7.9 4.6% 8.7 4.4% 7.5 5.1% 8.0 4.7%
特別獎品開支 3.2 1.6% 2.8 1.9% 3.0 1.7% 6.9 3.4% 6.1 4.2% 6.5 3.8%
清潔及配套服務 4.8 2.4% 4.1 2.8% 4.4 2.6% 4.7 2.4% 3.9 2.6% 4.3 2.5%
維修及保養 7.9 3.9% 3.3 2.2% 5.3 3.1% 3.3 1.7% 3.0 2.0% 3.1 1.8%
其他 14.2 7.0% 11.2 7.6% 12.5 7.3% 15.1 7.6% 10.5 7.1% 12.6 7.4%

            

總計 203.9 100.0% 147.7 100.0% 172.1 100.0% 199.3 100.0% 146.9 100.0% 170.5 100.0%
            

遊戲館經營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4,791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4,595百萬港元）增加4,064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63百萬港元）或6.3%至截
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8,855百萬日圓（相當於約4,448百萬港元）。

整體遊戲館經營開支總額增加，主要由於 (i)高投注額遊戲館的日式彈珠機及
日式角子機開支以及保養開支增加，原因為翻新遊戲館以鼓勵使用遊戲機，

及 (ii)低投注額遊戲館的日式彈珠機及日式角子機開支以及遊戲館員工成本
因遊戲館數目增加而有所增加。

高投注額遊戲館。遊戲館經營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4,084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417百萬港元）增加1,395百萬日圓（相當於約90百
萬港元）或4.1%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5,479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2,292百萬港元）。每間遊戲館的平均遊戲館經營開支亦增加2.3%，主
要由於每間遊戲館的日式彈珠機及日式角子機開支以及維修及保養開支分

別增加14.1%及139%，增幅部分被繼上一財政年度後的本中期期間翻新高投
注額遊戲館而令員工成本減少所抵銷。

低投注額遊戲館。遊戲館經營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0,707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178百萬港元）增加2,669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72百
萬港元）或8.7%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3,376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2,156百萬港元），主要由於自上一中期期間以來增設17間遊戲館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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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彈珠機及日式角子機開支以及遊戲館員工成本增加。截至二零一五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間遊戲館的平均遊戲館經營開支為148百萬日圓（相當
於約10百萬港元），與上一中期期間的平均遊戲館經營開支相若。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383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169百萬港元）增加355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3百萬港元）或14.9%至截至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738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77百萬港元）。
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僱員人數增加。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自動販賣機及店內銷售所得佣金收入，於截至二零一四年

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佔其他收入總額57.5%及57.4%。截至
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分別為3,549百萬
日圓（相當於約252百萬港元）及3,644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35百萬港元），按年
表現保持平穩。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990百萬日圓（相當於
約70百萬港元）減少479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1百萬港元）或48.4%至截至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511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3百萬港元）。其他經營
開支減少主要由於本中期期間確認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減少。

融資收入

融資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028百萬日圓（相當於約
73百萬港元）減少753百萬日圓（相當於約49百萬港元）或73.2%至截至二零一五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75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8百萬港元）。融資收入減少
主要由於本中期期間確認匯兌收益淨額減少。

融資開支

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366百萬日圓（相當於約
168百萬港元）減少2,031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31百萬港元）或85.8%至截至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35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2百萬港元）。融資成本
減少主要由於上一中期期間確認 IGG股份公平值變動虧損。



– 14 –

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75,843 80,682

遊戲館經營開支 6 (68,855) (64,791)
一般及行政開支 (2,738) (2,383)
其他收入 7 3,644 3,549
其他經營開支 (511) (990)

  

經營溢利 7,383 16,067

融資收入 8 275 1,028
融資開支 9 (335) (2,366)

  

除所得稅前溢利 7,323 14,729

所得稅 10 (2,539) (5,693)
  

期內純利 4,784 9,036
  

以下人士應佔純利：
 本公司擁有人 4,784 9,040
 非控股權益 (0) (4)

  

純利 4,784 9,036
  

每股盈利

 基本（日圓） 15 6.44 12.17
  

 攤薄（日圓） 15 6.44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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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純利 4,784 9,036

其他全面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退休計劃 – (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4,937) –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的所得稅
    影響 172 –

  

(4,765) (1)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50) 40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 (5,690)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的
    所得稅影響 – 9

  

(50) (5,27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已扣稅） (4,815) (5,27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1) 3,759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1) 3,763
 非控股權益 (0) (4)

  

全面收益總額 (31) 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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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01,327 99,961
無形資產 1,088 1,02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6,536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8,807
遞延稅項資產 11,445 10,954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084 11,462

  

132,480 132,213
  

流動資產
存貨 4,014 4,493
貿易應收款項 12 450 48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 2,925
經營日式彈珠機遊戲館的獎品 4,409 4,292
其他流動資產 4,082 7,28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418 29,239

  

45,373 48,723
  

資產總值 177,853 180,93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16,244 20,468
借貸 2,158 3,160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114 254
撥備 1,689 1,610
所得稅應付款項 3,206 719
其他流動負債 5,824 5,169

  

29,235 31,380
  

流動資產淨值 16,138 17,34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8,618 14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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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 175
借貸 13,619 9,160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31 66
其他非流動負債 895 1,002
撥備 4,239 4,100

  

18,796 14,503
  

資產淨值 129,822 135,05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000 15,000
資本儲備 10,129 10,129
保留盈利 109,964 111,037
其他權益部分 (5,247) (1,08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29,846 135,077

非控股權益 (24) (24)
  

權益總額 129,822 13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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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Dynam Japan Holdings Co., Ltd.*（「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根據公司法在日本註
冊成立，其註冊辦事處及日本主要營業地點均位於日本東京都荒川區西日暮里2–25–1–702，
郵編：116–0013，而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則為香港金鐘金鐘道95 號統一中心32 樓A1 室。本
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二年八月六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經營日式彈珠機遊戲館及與經營有關的服務。

董事會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批准及授權刊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基準一

併閱讀。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應用的重大會計政策

與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惟下列各

項除外。

以下新訂準則及修訂本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頒佈及生效，對本集

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影響：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年
度改進」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年
度改進」

自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就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提早採納下列新訂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標題 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的概要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四年

七月頒佈）是全面的準則，包括金融資產及負債分

類及計量、減值及對沖會計的新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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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第7.2.15段，由於已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的期初結餘
的保留盈利或適用權益儲備中確認調整，故本集團並無重列初始應用該準則的過往期

間及累計影響。

在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股本工具投資公平值的隨後變動後，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

日的保留盈利及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的其他全面收益分別減少868百萬日圓及增加
868百萬日圓。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影響範疇概述如下：

1. 分類及計量

金融資產於初始確認時分類為以下類別：按攤銷成本計量、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或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資產類別。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是根據合約現金流量

特徵及與持有資產相關的業務模式的目的釐定。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第7.2.3段，於初始應用當日，本集團根據當日存在的
事實及環境評估金融資產是否符合準則所載條件。因此，過往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的金融資產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股本工具投資，現時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

列其公平值的隨後變動。

2. 減值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減值規定的基準是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
確認及計量項下已產生虧損模式的預期信貸虧損模式。

因此，減值撥備擬更具前瞻性，由此產生的減值開支將傾向較根據過往會計準則計

算者更為波動。

3. 對沖會計

對沖會計更貼近金融風險管理，而一般對沖會計的規定已簡化，以便測試成效。

因此，對沖會計應用於更多種類的對沖工具及風險。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生效的其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

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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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估計及判斷的運用

編製本集團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就資產、負債及收支列報的金額作出估計、

判斷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持續作檢討。如修

訂同時影響目前及未來期間，則會計估計修訂於修訂估計的期間及未來期間確認。

對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構成重大影響的估計及相關假設與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資料相同，惟於中期期間的所得稅按估計年度盈利適用稅

率計算除外。

4. 重大會計政策

所應用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貫徹

一致，惟誠如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下列各項除外。

自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提早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
零一四年七月頒佈）。

(a) 金融資產

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貿易應收款項、應收貸款、股本金融資

產及衍生金融資產。

(i) 衍生工具及對沖會計

本集團主要利用衍生工具管理利率風險及減低面臨匯率波動的風險。本集團按

公平值初始確認衍生工具為資產或負債。就指定為合資格對沖工具的衍生工具

而言，公平值的隨後變動乃根據對沖目的及指定確認。非指定為合資格對沖工

具的衍生工具公平值隨後變動則確認為收益或虧損。

(ii) 非衍生金融資產

初始確認及計量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乃於產生當日確認，而所有其他金融資

產則於本集團就有關金融工具訂立合約的交易日確認。

於初始確認時，本集團將金融資產分類為以下類別：按攤銷成本計量、按公平

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或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資產類別。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

是根據合約現金流量特徵及與持有資產相關的業務模式的目的釐定。



– 21 –

本集團按公平值加與收購金融資產直接相關的交易成本確認金融資產，惟公平

值出現隨後變動的金融資產則確認為收益或虧損。就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

資產而言，交易成本於產生時確認為收益或虧損。

隨後計量

金融資產於初始確認後的隨後計量視乎以下金融資產分類：

(1)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倘符合下列兩項條件，本集團按攤銷成本計量金融資產：

— 金融資產按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而持有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而持有及

— 金融資產的合約條款於特定日期產生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
的現金流量。

於各呈報期末，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率法以金融資產的總賬面值按實際利

率計算。

倘終止確認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則賬面值與已收或應收代價兩者

之間的差額確認為收益或虧損。

(2)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倘符合下列兩項條件，本集團的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 金融資產按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而持
有及

— 金融資產的合約條款於特定日期產生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
的現金流量。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

直至終止確認為止。終止確認時，累計變動自權益重新分類至損益。來自該

等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直接確認為收益或虧損。

除符合上述條件並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外，本集團於初

始確認時在其他全面收益呈列個別股本工具投資的公平值隨後變動。本集

團就該等並非以取得短期銷售收益為目的而持有的股本工具投資作出不可

撤回選擇。

來自該等投資的股息確認為收益或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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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上文 (1)及 (2)類別以外的所有其他金融資產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
融資產。

(iii) 減值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減值規定，按攤銷成本計量及按公平值計入其
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即貸款、債務證券及應收賬款）、租賃應收款項以及若

干貸款承擔及金融保證合約均須進行信貸風險評估。

本集團確認12個月或全期預期信貸虧損時，視乎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是否
出現大幅增加。倘信貸風險大幅增加，則就因可能違約而產生的預期信貸虧損

按金融工具的預期年期確認撥備。倘信貸風險並無大幅增加，則就因可能違約

而產生的預期信貸虧損於未來12個月確認撥備。

減值增益或虧損為於呈報日期調整撥備虧損所需金額，於損益確認。

信貸風險的評估及預期信貸虧損的估計須不偏倚及按可能性計算權重，並計入

所有與評估相關的可得資料，包括有關過往事件的資料、現行狀況、有關未來

事件的合理支持理據以及於呈報日期的經濟狀況。

(iv) 終止確認金融資產

本集團於並僅於就金融資產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利屆滿或轉移金融資產及所有

權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時終止確認金融資產。

(v) 呈列金融資產及負債

倘符合下列兩項條件，可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並於綜合財務狀況表披露

淨額：

— 本集團目前有權合法強制抵銷已確認金額；及

— 本集團有意按淨額基準結算或同時變現資產及結算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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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金融負債

本集團有非衍生金融負債（包括應付貸款）、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衍生金融負債。（衍

生金融負債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a)(i)衍生工具及對沖會計。）

非衍生金融負債初步按公平值扣除與發行金融負債直接相關的交易成本確認。初步

確認後，金融負債的公平值變動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量，利息開支按實際

收益基準確認。

相關合約所訂明責任已解除、註銷或屆滿時，終止確認非衍生金融負債。

5.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乃根據主要營運決策人為向分部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定期審閱本集團

各部門的內部報告確定。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於單一地理位置經營單一業務，即於日本經營日式彈珠機遊戲館及

其相關服務，且全部資產主要位於日本。因此，主要營運決策人僅定期檢討本集團單一

可呈報分部。

本集團的顧客基礎多樣化，概無與任何顧客的交易金額超過本集團收益的10%。

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總投注 417,104 425,297
減：總派彩 (341,261) (344,615)

  

收益 75,843 8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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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遊戲館經營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廣告開支 2,543 2,025
清潔及配套服務開支 1,757 1,617
折舊開支 5,228 4,779
特別獎品開支 1,194 2,455
遊戲館員工成本 23,034 22,754
日式彈珠機及日式角子機開支 19,156 16,729
租金開支 5,662 5,422
維修及保養開支 2,128 1,188
公用服務費 3,147 3,046
其他 5,006 4,776

  

68,855 64,791
  

7.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自動販賣機及店內銷售所得佣金 2,091 2,039
沒收未動用彈珠及遊戲幣所得收入 124 201
餐飲服務收入 258 157
出售二手遊戲機的收益淨額 242 153
租金收入 278 271
撥回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 318
其他 651 410

  

3,644 3,549
  

8. 融資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5 40
股息收入 126 55
匯兌收益淨額 89 739
其他 55 194

  

275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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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融資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開支 88 41
銀團銀行貸款收費攤銷 206 18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虧損 – 1,934
其他 41 206

  

335 2,366
  

10.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3,019 6,199
遞延稅項 (480) (506)

  

2,539 5,693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日本適

用估計平均稅率分別為34%及36%。海外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11. 承擔

於呈報期末的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採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 839 870
  

839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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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介乎1至30日的信貸期。董事定期檢討逾期結餘。

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0日 426 437
31至60日 1 22
超過60日 23 27

  

450 486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238 1,287
遊戲館建造及系統應付款項 2,348 4,000
其他稅項開支 1,307 3,801
日式彈珠機及日式角子機應付款項 2,807 2,922
應計員工成本 7,774 7,734
其他 770 724

  

16,244 20,468
  

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0日 1,189 1,211
31至60日 8 60
超過60日 41 16

  

1,238 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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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作出以下於中期簡明綜合

權益變動表顯示的分派。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向其股東宣派及派付╱應付的股息： 每股股息 股息總額 每股股息 股息總額

日圓 百萬日圓 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付末期股息 7.00 5,200 7.00 5,200
  

5,200 5,200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本公司普通股7.00日圓，並將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派付予本公司股東。

15.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4,784 9,040
  

加權平均股數（股份） 742,850,360 742,850,360
  

每股基本盈利（日圓） 6.44 12.17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不存在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截

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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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報告期後事項

收購Yume Corporation全部已發行股本

根據本公司與於日本註冊成立的Yume Corporation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
日 的 收 購 協 議，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一 日，本 公 司 透 過 股 份 交 換 完 成 收 購Yume 
Corporation全部已發行股本。本公司已向Yume Corporation的股東發行合共38,805,336股
股份（相當於約370百萬港元），以換取Yume Corporation全部股份（「股份交換」）。股份交換
根據公司法第2段第796條條文透過簡化股份交換程序 (kan’i kabushiki-koukan)執行。Yume 
Corporation的主要業務是於日本經營日式彈珠機遊戲館業務。收購旨在拓展本集團現有
業務規模，並擴大本集團的市場佔有率。股份交換的詳情載於本集團日期分別為二零

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日的公告。授權

刊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尚未就業務合併完成初始會計處理，且現正評估此項交

易將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的影響。



– 29 –

企業管治

本公司奉行貫徹始終的企業管治原則及企業責任。董事會相信，此承諾長遠

而言將有助提升股東價值。董事會已設立符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守則規定
的企業管治程序。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呈報期間，本公司已遵守守則載列的一切適用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情況

除外。

守則條文A.2.1條

根據守則條文A.2.1條，董事長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佐藤洋治先生辭任董事會董事長，而佐

藤公平先生則接替董事長職務，並自此一直兼任兩個職位。

董事會相信，佐藤公平先生擔任董事會董事長兼行政總裁職務將可鞏固及持

續帶領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發展，此舉將對本公司及其股東有利並符合彼等

的利益。此外，董事會認為，目前董事會過半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可確保

職權平衡。

守則條文E.1.3條

守則條文E.1.3條規定發行人須於大會前最少足二十個營業日向股東寄發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東週年大會於二

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舉行，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寄發。

上述安排符合按照公司法編製的組織章程細則內有關最短通知期二十一個

曆日（寄發日期及大會日期並不包括於此期間內）的規定，惟有關股東週年大

會通知期少於股東週年大會前足二十個營業日。

根據公司法及組織章程細則，本公司須於各財政年度屆滿後三個月內（就截

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而言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

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公司法亦規定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須連同根據日本公認會

計原則編製並由董事會批准的經審核財務報表一併寄發。另一方面，年報須

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因此，

我們需要更多時間落實此年報及隨附寄交本公司股東（「股東」）的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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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的行為守則。可能得悉

本集團未刊發內幕消息的本公司僱員必須遵從有關文件所載程序。本公司已

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呈報期間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規定交易標準。本公司並無任何違規情況。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財務報表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高野一郎先生（主席）、葉振基先生及國友英昭先生。審核委員會

的主要職責為協助董事會就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是否有

效提供獨立意見、監察審核程序及履行董事會委託的其他職務及職責。審核

委員會亦監察董事受委託職責的履行情況。

於呈報期間，審核委員會曾舉行8次會議，審核委員會各成員自委任以來的出
席率為100%。呈報期間的中期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呈 報 期 間 的 中 期 簡 明 綜 合 財 務 資 料 亦 已 由 本 公 司 外 聘 核 數 師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arata根據國際會計師聯合會頒佈的國際審閱委聘準
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arata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舉行的第四屆股東
週年大會獲續聘為本公司核數師。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7日圓。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三）派付予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十四日（星期一）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假設於宣派中

期股息日期的781,655,696股已發行股份直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期間並
無變動，預期應付中期股息將約為5,472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53百萬港元）。概
無股東已豁免或同意豁免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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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日圓以外貨幣向股東分派股息而言，日圓兌港元的匯率以緊接二零一五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前五 (5)個營業日的平均貨幣匯率為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呈報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

上市證券。

刊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http://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dyjh.co.jp)刊載。本公司載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
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即將寄發予股東並於適當時候在上述

網站刊載以供審閱。

貨幣換算

僅供說明用途及除本公告另有說明外，若干以日圓計值的款項乃按如下匯率（視

情況而定）換算為港元：

1.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即二零一五年九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為
15.48日圓兌1.00港元；

2.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即二零一四年九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為
14.10日圓兌1.00港元；或

3.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二零一五年三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
為15.51日圓兌1.00港元。

概不表示日圓款項應可或可以於有關日期或任何其他日期按有關匯率或任

何其他匯率兌換為港元或將港元款項兌換為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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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組織章程細則」 指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經不時修訂及補充）

「審核委員會」 指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Cabin Plaza」 指 Cabin Plaza Co., Ltd.*（株式会社キヤビンプラザ），
於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根據公司法在日本註

冊成立的株式会社（註冊編號：3800–01–019664），
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公司法」 指 日本公司法 *（会社法）（經修訂的二零零五年第86
號法例）

「本公司」 指 DYNAM JAPAN HOLDINGS Co., Ltd.*（株式会社ダイ
ナムジャパンホールディングス），於二零一一年九月
二十日根據公司法在日本註冊成立的株式会社（註

冊編號：0115-01-017114）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BITDA」 指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

「普通獎品」 指 日式彈珠機遊戲館所提供並非特別獎品的任何獎

品

「特別獎品」 指 鑲有金片或銀片的裝飾卡或錢幣形金銀吊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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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投注」 指 就租給顧客的彈珠及遊戲幣減未使用彈珠及遊戲

幣所收取的金額

「總派彩」 指 顧客以遊戲館內收集的彈珠或遊戲幣換取特別獎

品及普通獎品的總成本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於有關時間點的附屬公司

「高投注額遊戲館」 指 主 打 高 投 注 額 遊 戲 機 的 遊 戲 館 類 型，主 要 以

DYNAM品牌經營，包括兩間Cabin Plaza遊戲館

「高投注額遊戲機」 指 遊戲投注額為每顆彈珠4日圓的日式彈珠機及遊
戲投注額為每個遊戲幣20日圓的日式角子機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ICT」 指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包括準則及詮釋

「IGG」 指 IGG Inc，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從事開發
網上遊戲軟件及經營網上遊戲業務。IGG股份於
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799）

「獨立彈珠點算系統」 指 於各遊戲館每部遊戲機採用的彈珠及遊戲幣點算

系統，令我們得以管理每台遊戲機的彈珠及遊戲

幣數目。採用此系統讓顧客毋須堆疊及攜帶於玩

樂期間贏取的多箱彈珠，亦可減輕日式彈珠機遊

戲館員工的工作量及縮短工作時間，從而減少遊

戲館的人力開支並提高員工生產力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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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投注額遊戲館」 指 主打低投注額遊戲機的遊戲館類型，主要以悠遊

館品牌（可於館內吸煙）及信賴之森品牌（除指定範

圍外不准吸煙）經營，包括七間Cabin Plaza遊戲館

「低投注額遊戲機」 指 遊戲投注額為每顆彈珠4日圓以下的日式彈珠機
及遊戲投注額為每個遊戲幣20日圓以下的日式角
子機

「遊戲機使用率」 指 每日每部遊戲機所獲投注彈珠╱遊戲幣的數目

「主板」 指 由聯交所運作的證券交易所（不包括期權市場），

獨立於聯交所創業板並與之並行營運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

「我們」 指 本公司或（如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的統稱

「彈珠」 指 進行日式彈珠機遊戲所使用的小鋼珠

「遊戲幣」 指 進行日式角子機遊戲所使用的小金屬遊戲幣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門及台灣

「呈報期間」 指 自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期間

「信賴之森」 指 我們的日式彈珠機遊戲館品牌及遊戲館類別，主

要特色為讓玩家在無煙、具隔音措施的環境中放

鬆享受低投注額遊戲及聯誼，提供大量普通獎品

選擇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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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e Corporation」 指 夢コーポレーション株式会社（Yume Corporation Co., 
Ltd.*），於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四日根據公司法
於 日 本 註 冊 成 立 的 株 式 会 社。其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一月一日根據股份交換計劃成為本公司全資附

屬公司

「悠遊館」 指 我們的日式彈珠機遊戲館品牌及遊戲館類別，以

低投注額遊戲為主

承董事會命

株式会社ダイナムジャパンホールディングス
（DYNAM JAPAN HOLDINGS Co., Ltd.*）

董事會董事長

佐藤公平

日本東京，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佐藤公平先生、佐藤洋治先生及森治彥

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牛島憲明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野

一郎先生、加藤光利先生、葉振基先生、國友英昭先生及村山啓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