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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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業績公告

概要

— 總投注為844,885百萬日圓（或58,148百萬港元Δ），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2.3%；

— 收益為155,911百萬日圓（或10,730百萬港元Δ），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0.9%；

— 除稅前溢利為17,403百萬日圓（或1,198百萬港元Δ），較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少10.8%；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為10,544百萬日圓（或726百萬港元△），較截
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少6.7%；

—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經營442間遊戲館（於二零一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393間）；

— 本公司每股基本盈利為13.9日圓（或1.0港元Δ）；及

— 董事會議決宣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6日圓（中期：每股普通股7日圓）。

Δ 按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二零一六年三月的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1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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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業績已由本公司核
數師PricewaterhouseCoopers Aarata審核。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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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概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以百萬計）
日圓 港元 日圓 港元

總投注 844,885 58,148 826,072 53,261
減：總派彩 (688,974) (47,417) (671,516) (43,296)

    

收益 155,911 10,730 154,556 9,965
遊戲館經營開支 (138,326) (9,520) (134,659) (8,682)
一般及行政開支 (5,798) (399) (5,456) (352)
其他收入 8,184 563 6,850 442
其他經營開支 (1,805) (124) (1,947) (126)

    

經營溢利 18,166 1,250 19,344 1,247
融資收入 311 21 2,151 139
融資開支 (1,074) (74) (1,977) (12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7,403 1,198 19,518 1,258
所得稅 (6,864) (472) (8,259) (532)

    

年內純利 10,539 725 11,259 726
    

以下人士應佔純利：
本公司擁有人 10,544 726 11,303 729
非控股權益 (5) (∆ ) (44) (3)

    

10,539 725 11,259 726
    

每股盈利
 基本 13.9日圓 1港元 15.2日圓 1港元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BITDA(*) 30,494 2,099 30,637 1,975
    

* EBITDA指扣除融資成本、稅項、折舊、攤銷、外幣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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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於0.5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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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以百萬計）
日圓 港元 日圓 港元

非流動資產 145,944 10,044 132,213 8,524
流動資產 43,240 2,976 48,723 3,141
流動負債 30,838 2,122 31,380 2,023
流動資產淨額 12,402 854 17,343 1,11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8,346 10,898 149,556 9,643
非流動負債 25,727 1,771 14,503 935
權益總額 132,619 9,127 135,053 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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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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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開設5間高投注額遊戲館及9間低
投注額遊戲館。此外，我們配合業務範圍變動而結束4間低投注額遊戲館。另外，
我們收購Yume Corporation納入本集團旗下，其39間遊戲館亦加盟成為我們旗
下的連鎖店。因此，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經營合共442間遊戲館。

本集團遊戲館數目的轉變

 

於三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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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間由Yume Corporation
經營的遊戲館及2間由Cabin Plaza經營的遊戲館。

低投注額遊戲館  
主要遊戲館品牌：DYNAM           ╱

遊戲機主要為低投注額遊戲機，普通獎品種類繁多。
此類遊戲館包括館內容許吸煙的           及
館內不容許吸煙（除指定吸煙區以外）的              ，當中包括
28間由Yume Corporation經營的遊戲館及
7間由Cabin Plaza經營的遊戲館。

DYNAM

悠遊館
信賴之森

悠遊館
信賴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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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店管理及集團發展策略

作為以遊戲館數目的行業之冠，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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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毋須顧慮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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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光顧次數及開拓新客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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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均有賴創新及專業知識確保以低成

本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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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透過於居住人口介乎三萬至五萬的小型商業區開設新遊戲館，推

行於郊區發展遊戲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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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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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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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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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購其他日式彈珠機遊戲館營運商納入本集團旗下

本集團利用上市公司身份的優勢，透過執行股份交換等計劃收購其他日

式彈珠機遊戲館營運商納入本集團旗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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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間日式彈珠機遊戲館營運商中之佼佼者，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夢屋」(Yumeya)品牌在全國經營39間遊
戲館。由於本公司及Yume Corporation（我們）均奉行連鎖式管理，兩者將盡
量利用我們已建立的管理資源，並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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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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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不僅裝設最新且最受歡迎的遊戲機型號，亦於遊戲館設有一系列

以低成本採購的二手遊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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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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減低運輸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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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節省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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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載列於以下所示年度按遊戲館類別劃分的總投注、總派彩及收益：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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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205 37,110 554,341 35,741 –2.7%
 — 低投注額遊戲館 305,680 21,038 271,732 17,520 +12.5%     

總投注總額 844,885 58,148 826,072 53,261 +2.3%     

總派彩
 — 高投注額遊戲館 455,107 31,322 463,614 29,891 –1.8%
 — 低投注額遊戲館 233,866 16,095 207,903 13,404 +12.5%     

總派彩總額 688,974 47,417 671,516 43,296 +2.6%     

收益
 — 高投注額遊戲館 84,097 5,788 90,727 5,850 –7.3%
 — 低投注額遊戲館 71,814 4,942 63,829 4,115 +12.5%     

總收益 155,911 10,730 154,556 9,965 +0.9%     

(1) 按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二零一六年三月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14.53日圓兌1.00
港元換算為港元。

(2) 按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二零一五年三月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15.51日圓兌1.00
港元換算為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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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總投注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826,072百萬日
圓（相當於約53,261百萬港元）增加18,813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295百萬港元）或
2.3%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844,885百萬日圓（相當於約
58,148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日式彈珠機使用率呈下滑趨勢，而日

式彈珠機遊戲館營運商繼續面對行內整體充滿挑戰的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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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營商環境下，為爭取長遠永續增長，我們執行措施改善遊戲館的日式彈

珠機使用率，包括翻新遊戲館及改變遊戲機的組合以反映顧客需要。此外，

本公司依據遊戲館開設計劃開設新遊戲館，並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收購39間
日 式 彈 珠 機 遊 戲 館 的 營 運 商Yume Corporation納 入 本 集 團。因 此，截 至 二 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遊戲館總數為442間，較上一財政年末增加49間。此等
舉措導致總投注總額按年增加。

按遊戲館類別劃分的總投注如下：

高投注額遊戲館的總投注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554,341
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5,741百萬港元）減少15,136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042百萬
港元）或2.7%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539,205百萬日圓（相當
於約37,110百萬港元）。總投注減少主要是由於高投注額遊戲機使用率下降。

低投注額遊戲館的總投注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71,732
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7,520百萬港元）增加33,948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336百萬
港元）或12.5%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305,680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21,038百萬港元）。總投注增加主要是由於開設新遊戲館及收購Yume 
Corporation納入本集團而增添36間低投注額遊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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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總派彩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671,516百萬日
圓（相當於約43,296百萬港元）增加17,458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202百萬港元）或
2.6%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688,974百萬日圓（相當於約
47,417百萬港元）。

高投注額遊戲館的總派彩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63,614
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9,891百萬港元）減少8,507百萬日圓（相當於約585百萬港元）
或1.8%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55,107百萬日圓（相當於約
31,322百萬港元），與總投注的減幅相若。

低投注額遊戲館的總派彩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07,903
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3,404百萬港元）增加25,963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787百萬
港元）或12.5%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33,866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16,095百萬港元）。總派彩增加主要是由於上述增添36間低投注額遊戲
館而令總投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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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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總收益分別為154,556百
萬日圓（相當於約9,965百萬港元）及155,911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0,730百萬港元）。
於本財政年度，基於我們的營運措施及遊戲館數目增加，總投注總額有所增長，

總收益亦因而按年增加。

高投注額遊戲館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90,727百萬
日圓（相當於約5,850百萬港元）減少6,630百萬日圓（相當於約456百萬港元）或7.3%
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84,097百萬日圓（相當於約5,788百
萬港元）。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總投注減少。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收益率由16.4%按年減少0.8個百分點至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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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高投注額遊戲

館的遊戲機使用率。

低投注額遊戲館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63,829百萬
日圓（相當於約4,115百萬港元）增加7,985百萬日圓（相當於約550百萬港元）或
12.5%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1,814百萬日圓（相當於約4,942
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率為23.5%，與上一
財政年度的收益率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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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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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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79 35.3% 22,693 33.2% 47,372 34.2% 24,746 34.6% 20,344 32.2% 45,090 33.5%
遊戲機開支 19,565 27.9% 16,267 23.8% 35,832 25.9% 20,186 28.2% 16,420 26.0% 36,607 27.2%
折舊開支 4,531 6.5% 5,922 8.7% 10,453 7.6% 4,457 6.2% 5,582 8.8% 10,040 7.5%
租金 4,790 6.8% 7,258 10.6% 12,048 8.7% 4,692 6.6% 6,282 10.0% 10,974 8.1%
廣告開支 2,566 3.7% 2,251 3.3% 4,817 3.5% 2,558 3.6% 2,357 3.7% 4,915 3.6%
公用服務費 2,735 3.9% 3,358 4.9% 6,093 4.4% 2,684 3.8% 3,152 5.0% 5,836 4.3%
特別獎品開支 1,128 1.6% 1,273 1.9% 2,401 1.7% 1,516 2.1% 1,681 2.7% 3,197 2.4%
清潔及配套服務 1,770 2.5% 1,938 2.8% 3,707 2.7% 1,703 2.4% 1,703 2.7% 3,406 2.5%
維修及保養 2,118 3.0% 1,558 2.3% 3,676 2.7% 2,127 3.0% 1,257 2.0% 3,384 2.5%
其他 6,120 8.7% 5,807 8.5% 11,927 8.6% 6,887 9.6% 4,323 6.9% 11,210 8.3%            

總計 70,001 100.0% 68,325 100.0% 138,326 100.0% 71,556 100.0% 63,103 100.0% 134,6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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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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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 35.3% 88.3 33.2% 107.2 34.2% 143.9 34.6% 92.1 32.2% 114.7 33.5%
遊戲機開支 105.8 27.9% 63.3 23.8% 81.1 25.9% 117.4 28.2% 74.3 26.0% 93.1 27.2%
折舊開支 24.5 6.5% 23.0 8.7% 23.6 7.6% 25.9 6.2% 25.3 8.8% 25.5 7.5%
租金 25.9 6.8% 28.2 10.6% 27.3 8.7% 27.3 6.6% 28.4 10.0% 27.9 8.1%
廣告開支 13.9 3.7% 8.8 3.3% 10.9 3.5% 14.9 3.6% 10.7 3.7% 12.5 3.6%
公用服務費 14.8 3.9% 13.1 4.9% 13.8 4.4% 15.6 3.8% 14.3 5.0% 14.8 4.3%
特別獎品開支 6.1 1.6% 5.0 1.9% 5.4 1.7% 8.8 2.1% 7.6 2.7% 8.1 2.4%
清潔及配套服務 9.6 2.5% 7.5 2.8% 8.4 2.7% 9.9 2.4% 7.7 2.7% 8.7 2.5%
維修及保養 11.4 3.0% 6.1 2.3% 8.3 2.7% 12.4 3.0% 5.7 2.0% 8.6 2.5%
其他 33.1 8.7% 22.6 8.5% 27.0 8.6% 40.0 9.6% 19.6 6.9% 28.5 8.3%            

總計 378.4 100.0% 265.9 100.0% 313.0 100.0% 416.0 100.0% 285.5 100.0% 34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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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館經營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34,659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8,682百萬港元）增加3,667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52百萬港元）或2.7%至截
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38,326百萬日圓（相當於約9,520百萬港元）。

整體遊戲館經營開支總額增加，主要是由於低投注額遊戲館的遊戲館員工成

本 及 租 金 開 支 增 加，反 映 遊 戲 館 數 目（包 括 開 設 新 遊 戲 館 及 收 購Yume 
Corporation納入本集團）大幅增加。

高投注額遊戲館的遊戲館經營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71,556百萬日圓（相當於約4,614百萬港元）減少1,555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07
百萬港元）或2.2%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0,001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4,818百萬港元）。每間遊戲館的平均遊戲館經營開支亦減少9%，主要
是由於每間遊戲館的平均日式彈珠機及日式角子機開支以及遊戲館員工成

本分別減少9.9%及7.3%，反映本財政年度下半年減少採購日式彈珠機及日式
角子機以及遊戲館數目增加。

低投注額遊戲館的遊戲館經營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63,103百萬日圓（相當於約4,069百萬港元）增加5,222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59
百萬港元）或8.3%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68,325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4,702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增設36間遊戲館（包括開設新遊戲館及收
購Yume Corporation納入本集團）以致遊戲館員工成本及租金開支增加。截至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間遊戲館的平均遊戲館經營開支為266
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8百萬港元），較上一財政年度減少6.9%，主要是由於本
財政年度下半年的遊戲館數目大幅增加以及減少採購日式彈珠機及日式角

子機。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5,456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352百萬港元）增加342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4百萬港元）或6.3%至截至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5,798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99百萬港元）。一
般及行政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收購Yume Corporation納入本集團導致僱員人
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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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收入分別為6,850
百萬日圓（相當於約442百萬港元）及8,184百萬日圓（相當於約563百萬港元）。
其他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錄得來自持作出售物業的銷售所得款項、自動販賣

機及店內銷售所得佣金收入增加以及餐飲服務收入增加。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947百萬日圓（相當
於約126百萬港元）減少142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0百萬港元）或7.3%至截至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805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24百萬港元）。其他
經營開支減少主要是由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減少，減幅部分被持

作出售物業銷售成本所抵銷。

融資收入

融資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151百萬日圓（相當於約
139百萬港元）減少1,840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27百萬港元）或85.5%至截至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311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1百萬港元）。融資收入
減少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匯兌收益淨額。

融資開支

融資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977百萬日圓（相當於約
127百 萬 港 元）減 少903百 萬 日 圓（相 當 於 約62百 萬 港 元）或45.7%至 截 至 二 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074百萬日圓（相當於約74百萬港元）。融資開
支減少主要是由於上一財政年終確認上市股份公平值變動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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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收益 6 155,911 154,556

遊戲館經營開支 7(a) (138,326) (134,659)
一般及行政開支 7(b) (5,798) (5,456)
其他收入 9(a) 8,184 6,850
其他經營開支 9(b) (1,805) (1,947)

  

經營溢利 18,166 19,344

融資收入 10 311 2,151
融資開支 11 (1,074) (1,97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7,403 19,518

所得稅 12 (6,864) (8,259)
  

年內純利 10,539 11,259
  

以下人士應佔純利：

本公司擁有人 10,544 11,303
非控股權益 (5) (44)

  

純利 10,539 11,259
  

每股盈利 14

基本（日圓） 13.9 15.2
  

攤薄（日圓） 13.9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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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年內純利 10,539 1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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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精算收益或虧損產生的所得稅 3 (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4,510) –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產生的
   所得稅影響 237 –

  

(4,279) (1)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494) 1,14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 (8,979)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產生的所得稅影響 – 21

  

(494) (7,815)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已扣稅） (4,773) (7,816)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5,766 3,443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768 3,487
非控股權益 (2) (44)

  

全面收益總額 5,766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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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9,532 99,961
投資物業 2,179 740
無形資產 3,991 1,02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6,479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8,807
遞延稅項資產 11,229 10,954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534 10,722

  

145,944 132,213
  

流動資產

存貨 3,580 4,493
貿易應收款項 15 459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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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6 4,292
其他流動資產 6,151 7,28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134 29,239

  

43,240 48,723
  

資產總值 189,184 180,93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17,786 20,468
借貸 2,369 3,160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86 254
撥備 1,731 1,610
所得稅應付款項 2,497 719
其他流動負債 6,369 5,169

  

30,838 31,380
  

流動資產淨值 12,402 17,34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8,346 14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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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0 175
借貸 18,394 9,160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126 66
退休福利責任 243 –
其他非流動負債 1,685 1,002
撥備 5,259 4,100

  

25,727 14,503
  

資產淨值 132,619 135,05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000 15,000
資本儲備 12,883 10,129
庫存股份 (289) –
保留盈利 110,253 111,037
其他權益部分 (5,202) (1,08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2,645 135,077

非控股權益 (26) (24)
  

權益總額 132,619 13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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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株式会社ダイナムジャパンホールディング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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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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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金鐘金鐘道95
號統一中心32樓A1室。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六日，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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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批准及授權刊發綜合財務資料。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佐藤洋治先生及佐藤家族成員（定義見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招股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2.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根據所有適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及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該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通過重估按公平值列賬的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的金融資產、投資物業及界定福利退休計劃而修改。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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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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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訂準則及修訂本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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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15號的過渡條文，並無重列比較數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確認、分類及計量；終止確認
金融工具；金融資產減值及對沖會計的條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亦大幅修訂處理
金融工具的其他準則，例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a) 金融工具分類及計量

因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的金融工具分類及計量而對本集團保留盈利的影響總額

如下：

百萬日圓

期初保留盈利 —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111,037
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呈列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權益工具投資的公平值其後變動 (868)

 

期初保留盈利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110,169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管理層評估適用於本集團於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日期（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所持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並將其金融工具分類至
合適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類別。重新分類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類別對計量
類別並無影響。此項重新分類產生的主要影響如下：

附註

國際會計
準則第39號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的賬面值 重新分類 重新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
二零一五年
四月一日的

賬面值

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i) 2,925 (2,925) –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變動總額 2,925 (2,925) –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重新分類自可供出售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ii) 8,807 – – 8,807
  重新分類自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 (i) – 2,925 – 2,925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的變動總額 8,807 2,925 – 1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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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變動對本集團權益的影響如下：

對可供出售 (*)
儲備的影響

對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

儲備的影響
對外匯儲備

的影響
對保留盈利

的影響
附註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期初結餘 — 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 (3,129) – 2,037 111,037

將非貿易權益工具投資由

 可供出售重新分類至按
 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ii) 3,129 (3,129) – –
將非貿易權益工具投資由按

 公平值計入損益重新分類至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i) – 928 (60) (868)

    

影響總額 3,129 (2,201) (60) (868)
    

期初結餘 — 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 – (2,201) 1,977 110,169

    

* 可供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i) 先前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權益投資

本集團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先前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

所有權益投資的公平值變動，原因為本集團於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日期已考慮其投資目的。因此，公平值為2,925百萬日圓的資產由按公平值計
入損益的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而公平

值收益928百萬日圓及匯兌虧損60百萬日圓則由保留盈利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全面儲備的金融資產。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因

過渡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而由計入損益重新分類至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為1,936百萬日圓。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融資開支下跌989百萬日圓，原因為不再於損益確認公平值變動。

(ii) 先前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權益投資

本集團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先前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所有權益投

資的公平值變動，原因為此等投資並非持作買賣。因此，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公平值為8,807百萬日圓的金融資產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而公平值虧損3,129百萬日圓則由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儲備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儲備的金融資產儲備。截至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融資收入下跌212百萬日圓，原因為不再將出
售該等投資的累計金額（稅項影響70百萬日圓）由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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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時重新分類金融工具

於首次應用日期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本集團金融工具連同任何重新分類如下：

計量類別 賬面值
原訂（國際會計
準則第39號）

新訂（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 原訂 新訂 差額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非流動金融資產
股本證券 可供出售 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 8,807 8,807 –
政府債券 持至到期 攤銷成本 10 10 –
租金按金 攤銷成本 攤銷成本 5,510 5,510 –

流動金融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攤銷成本 486 486 –
股本證券 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
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 2,925 2,925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攤銷成本 攤銷成本 29,239 29,239 –
其他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攤銷成本 1,522 1,522 –

流動金融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攤銷成本 攤銷成本 11,100 11,100 –
借貸 攤銷成本 攤銷成本 12,320 12,320 –

(b) 衍生工具及對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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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c) 金融資產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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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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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頒佈但本集團尚未採納的新訂準則、現有準則的修訂本及詮釋

於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前已頒佈但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的新訂準則、現有準則的修

訂本及詮釋如下。採納後對綜合財務報表的影響仍在調查中，故目前難以估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財政年度
強制執行

本集團自下列
日期止財政
年度起採納

新訂準則及
修訂本概要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
與客戶的合約

 所產生收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九年三月 有關收益確認會計方法的

 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
租賃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二零二零年三月 有關承租人於財務狀況表

 確認大部分租賃
 合約的規定

除上文所述者外，香港法例第622章新香港公司條例第9部「賬目及審計」的規定已於財政
年度生效，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內若干資料的呈列及披露出現變動。

5. 業務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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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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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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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收購對象的主要業務

Yume Corporation於日本經營日式彈珠機遊戲館業務。

(b) 收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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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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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識別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

所收購Yume Corporation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於收購日期的公平值如下：

代價： 百萬日圓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

權益工具（38,805,336股普通股）
 

所轉讓總代價 5,775
 

所收購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的已確認金額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958
投資物業 422
無形資產 142
存貨 284
貿易應收款項 7
其他資產 2,5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56
遞延稅項資產 1,820 17,94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95
借貸 9,491
退休福利責任 242
撥備 951
其他負債 2,071 14,850

  

可識別總資產淨值 3,098
 

商譽 2,677
 

收購代價： 5,775
因股份交換增加資本儲備 5,775

收購Yume Corporation所產生商譽來自其經營日式彈珠機遊戲館的預期盈利能力及
合併業務營運的預期未來經營協同效益，並將不會扣稅。

(d) 收購所產生現金流入

Yume Corporation所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756百萬日圓。由於業務合併透過股
份交換執行，故收購Yume Corporation並無現金流出。

(e) 收購相關成本

並非發行股份直接應佔的收購相關成本23百萬日圓於損益計入一般及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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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自收購日期起計入呈報期間綜合全面收益表的收購對象收益及溢利金額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此項收購提高本集團綜合收益5,704百萬日
圓及降低綜合溢利20百萬日圓。

(g) 合併實體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及溢利金額，猶如收購日期為
年度呈報期初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綜合收益及溢利金額分別為164,277
百萬日圓及9,930百萬日圓，猶如收購日期為年度呈報期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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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總投注 844,885 826,072
減：總派彩 (688,974) (671,516)

  

收益 155,911 154,556
  

7. 遊戲館經營開支以及一般及行政開支

(a) 遊戲館經營開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廣告開支 4,817 4,915
清潔及配套服務 3,707 3,406
折舊開支 10,453 10,040
特別獎品開支 2,401 3,197
遊戲館員工成本 47,372 45,090
日式彈珠機及日式角子機開支 35,832 36,607
租金開支 12,048 10,974
維修及保養開支 3,676 3,384
公用服務費 6,093 5,836
其他 11,927 11,210

  

138,326 13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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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般及行政開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薪金、花紅及津貼 3,219 3,141
審核費用 113 86
其他 2,466 2,229

  

5,798 5,456
  

8. 員工成本及董事薪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薪金、花紅及津貼 54,281 51,771
就界定福利退休計劃而確認的開支 20 7
界定福利退休計劃的供款 839 803

  

55,140 52,581
  

9. 其他收入及其他開支

(a) 其他收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自動販賣機及店內銷售所得佣金 4,240 4,053
沒收客戶會員卡所得收入 254 265
餐飲服務收入 514 407
持作出售物業的銷售額 858 –
出售二手遊戲機的收益淨額 423 378
租金收入 694 543
其他 1,201 1,204

  

8,184 6,850
  

(b) 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非金融資產出售成本 321 181
非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189 878
持作出售物業的銷售成本 440 –
租金成本 322 205
其他 533 683

  

1,805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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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融資收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銀行利息收入 16 54
股息收入 161 65
匯兌收益淨額 – 1,782
其他 134 250

  

311 2,151
  

11. 融資開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利息開支 299 68
銀團貸款費用攤銷 322 370
匯兌虧損淨額 368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虧損 – 1,258
其他 85 281

  

1,074 1,977
  

12. 所得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即期稅項 — 日本利得稅
 年度撥備 5,197 7,023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9 11

  

5,206 7,034
即期稅項 — 海外
 年度撥備 28 13

遞延稅項

 年度撥備 1,630 1,212
  

所得稅開支 6,864 8,259
  

根據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頒佈的二零一六年稅制改革，用於計算期末遞延稅項

資產╱負債的適用實際稅率由33%減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32%，並由33%減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之後的31%。

企業稅率變動不會對本公司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計入上述海外稅項的香港利得稅已就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估計應課

稅溢利按稅率約16%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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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與除稅前溢利乘以日本利得稅率的乘積的對賬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除稅前溢利 17,403 19,518
  

日本利得稅率 33% 36%
按國內所得稅率計算的稅項 5,743 7,026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281) (206)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674 498
未確認暫時差額的稅務影響 (4) 70
未確認稅項虧損 305 19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9 11
附屬公司不同稅率的影響 (29) (187)
稅率變動的影響 251 674
其他 196 176

  

所得稅開支 6,864 8,259
  

13. 股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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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期 7.00 5,465 7.00 5,200
— 末期 6.00 4,596 7.00 5,200

  

10,061 10,400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董事會宣派末期股息每股本公司普通股6.00日圓，須於二
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向本公司股東派付。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建 議 末 期 股 息 金 額 乃 基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二十六日（董事會批准綜合財務報表）已發行的765,985,896股股份計算。

倘本集團於股息記錄日期二零一六年六月二日擁有任何庫存股份，建議末期股息金額

指已發行股份數目（撇除本集團於該日擁有的庫存股份數目）乘以每股股息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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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10,544 11,303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757,341,412 742,850,360
  

每股基本盈利（日圓） 13.9 15.2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不存在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

股攤薄盈利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15.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的信貸期一般介乎1至30日。

根據發票日期，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1至30日 432 437
31至60日 23 22
60日以上 4 27

  

459 486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重大已逾期結餘或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虧損撥備（二

零一五年：無）。

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貿易應付款項 1,432 1,287
遊戲館建造及系統應付款項 2,438 4,000
其他稅項開支 2,492 3,801
日式彈珠機及日式角子機應付款項 2,340 2,922
應計員工成本 8,102 7,734
其他 982 724

  

17,786 2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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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期，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1至30日 1,372 1,211
31至60日 11 60
超過60日 49 16

  

1,432 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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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奉行貫徹審慎管理的企業管治原則及企業責任。董事會相信，此承諾

將於長遠而言提升股東價值。董事會已設立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守則

規定的企業管治程序。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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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3

守則條文E.1.3規定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須於會議前最少足20個營業日寄交股東。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東週年大會預定於二零一六年六

月二十三日舉行，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預期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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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個曆日（寄
發日期及會議日期並不包括於此期間內）的規定，但股東週年大會通知期為

股東週年大會前不足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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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於

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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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審核財務報表（須獲董事會

批准）一併寄發。另一方面，年報須符合上市規則所規定載有根據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因此，我們需更多時間落實隨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寄交予股東的年報。

守則條文A.2.1

守則條文A.2.1規定，董事長及行政總裁的職責應由不同人士擔任。

然而，董事會相信，佐藤公平先生兼任董事長及行政總裁可為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的發展提供出色而穩健的領導，使本公司及其股東受惠，符合彼等利益。

此外，董事會認為，目前董事會的組成中過半數董事會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可確保權限及權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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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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本公司上市證券交易的行

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

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交易標準。

除標準守則外，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為有可能接觸本集團未公開

內幕消息的本公司僱員制定及採納「防止內幕交易的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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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財務申報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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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審核委員會曾舉行十五次會議，出席

率為100%。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業績。

末期股息

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6日圓，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
日派付予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假設按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日的765,985,896股已發行股份計算，預期應付末
期股息將約為4,596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16百萬港元）。於本公告日期，概無股
東已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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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

年五月二十六日前五個交易日（即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及二十三

日至二十五日）的平均貨幣匯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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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曾購回本

公司於聯交所上市的普通股15,669,800股，並已註銷其中14,825,600股。於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已購回844,200股股份，惟尚未註銷。於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所有購回股份已被註銷。有關股份購回的詳情概述如下：

購回月份
已購回股份

總數
每股購回價

總代價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月 3,225,800 14.22 8.99 41,445,898
三月 12,444,000 14.96 11.18 174,359,132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股份。

刊載年度業績及年報

本 年 度 業 績 公 告 乃 於 聯 交 所 網 站（http://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dyjh.co.jp）登載。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
報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在上述網站

登載以供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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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算為港元（視情況而定）：

1.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二零一六年三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
為14.53日圓兌1.00港元；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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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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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e Corporation遊戲館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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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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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館

內容許吸煙的悠遊館品牌及館內不容許吸煙（除

指定吸煙區以外）的信賴之森品牌經營，包括

Yume Corporation遊戲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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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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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佐藤公平

日本東京，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佐藤公平先生、佐藤洋治先生及森治彥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牛島憲明先生；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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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