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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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NAM JAPAN HOLDINGS Co., Ltd.
（於日本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889）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業績公告

概要

— 總投注為768,857百萬日圓（或54,375百萬港元Δ），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少0.8%；

— 收益為146,371百萬日圓（或10,352百萬港元Δ），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少3.8%；

— 除 所 得 稅 前 溢 利 為19,369百 萬 日 圓（或1,370百 萬 港 元Δ），較 截 至 二 零
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15.3%；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純利為12,596百萬日圓（或891百萬港元Δ），較截
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15.9%；

—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經營450間遊戲館（於二零一八年三
月三十一日：450間遊戲館）；

— 本公司每股基本盈利為16.4日圓（或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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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圓）。

Δ 按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即二零一九年三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1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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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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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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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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C及
審核委員會審核。

財務業績概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百萬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日圓 港元 日圓 港元

總投注 768,857 54,375 775,060 57,242
減：總派彩 (622,486) (44,023) (622,968) (46,009)

    

收益 146,371 10,352 152,092 11,233
遊戲館經營開支 (128,024) (9,054) (136,727) (10,098)
一般及行政開支 (5,023) (355) (5,049) (373)
其他收入 8,971 634 9,458 699
其他經營開支 (2,953) (209) (2,425) (179)

    

經營溢利 19,342 1,368 17,349 1,281
融資收入 471 33 236 17
融資開支 (444) (31) (781) (58)

    

除所得稅前溢利 19,369 1,370 16,804 1,241
所得稅 (6,778) (479) (5,879) (434)

    

年內純利 12,591 891 10,925 807
    

以下人士應佔純利：
本公司擁有人 12,596 891 10,870 803
非控股權益 (5) 0 55 4

    

年內純利 12,591 891 10,925 807
    

每股盈利
 基本 16.4日圓 1港元 14.2日圓 1港元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BITDA(*) 31,136 2,202 29,524 2,181
    

* EBITDA指扣除融資成本、稅項、折舊、攤銷及外幣兌換收益或虧損淨額前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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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月三十一日
（以百萬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日圓 港元 日圓 港元

非流動資產 125,457 8,873 131,826 9,736
流動資產 59,875 4,234 53,145 3,925
流動負債 36,452 2,578 39,643 2,928
流動資產淨值 23,423 1,656 13,502 99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8,880 10,529 145,328 10,733
非流動負債 7,080 501 7,813 577
權益總額 141,800 10,028 137,515 1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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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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低投注額遊戲為推廣重點。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開設2間低投注額遊戲館。此外，
我們配合業務範圍變動而結束1間低投注額遊戲館及1間高投注額遊戲館。我
們亦將4間高投注額遊戲館轉型為低投注額遊戲館及將1間低投注額遊戲館
轉型為高投注額遊戲館。因此，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經營合

共450間遊戲館。

按遊戲館類型劃分而言，我們經營176間高投注額遊戲館及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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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本集團遊戲館數目的轉變

截至三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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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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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館╱
 DYNAM信賴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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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煙的悠遊館及館內不容許吸煙（指定

吸煙區除外）的信賴之森，當中包括27
間由Yume Corporation經營的遊戲館及6
間由Cabin Plaza經營的遊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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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連鎖店管理及增長策略

■ 實現成為日常娛樂的措施

我們的目標是將日式彈珠機遊戲重塑成為人人均可以輕易享受的日常娛樂，

成為地區基礎設施。為了達成目標，我們管理業務的方式須令顧客在遊戲

館花費的時間及金錢在日常娛樂可接受水平。

因此，本集團將連鎖店管理作為其管理政策之一。

我們現正建立一個可以充分利用多館發展優勢並以低成本管理所有遊戲

館營運的框架。

以低成本管理日式彈珠機遊戲館可以令顧客享受低投注額遊戲，實現日

式彈珠機成為日常娛樂。

■ 多館發展及低成本營運為溢利來源

本集團連鎖店管理之特點為多館發展及以低投注額遊戲為重點的低成本

營運。制定低成本措施及有關開店以至店舖管理所需專業知識，對推廣低

投注額遊戲至為重要。本集團透過多館發展在購買遊戲機及普通獎品時

享有規模經濟的好處，在發展日式彈珠機遊戲館業務方面佔據穩健有利

的地位。我們亦將向前邁進，繼續利用作為日式彈珠機行業的龍頭公司（就

日式彈珠機遊戲館數目而言）之優勢，並透過實施連鎖店管理穩定累積長

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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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館發展

本集團根據連鎖店經營理論，開設新的標準遊戲館及收購其他日式彈珠機遊

戲館營運商納入本集團旗下，從而實行多館發展，以推動遊戲館數目上升。

■ 開設新的標準遊戲館

本集團透過將遊戲館類型標準化控制其初始開業成本，並集中於人口密

集小區開設遊戲館。與此同時，本集團享有多館發展下規模經濟的好處，

以控制購買遊戲機及普通獎品的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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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標準化遊戲館規格

本集團將遊戲館的佈局及遊戲機安裝數目標準化。此舉有助本集團削

減初始投資成本及縮短建設時間。

— 20年租約土地上的木製遊戲館

根據經驗，本集團於租賃土地建設木製遊戲館可避免過度投資於購買

土地，以便日後市場若出現變化亦易於撤館。

■ 收購其他日式彈珠機遊戲館營運商納入本集團旗下

本集團盡量利用上市公司身分的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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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本

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透過股份交換收購Yume Corporation納入本
集團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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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營運

為享有規模經濟之好處，本集團採用二手遊戲機、設立配送中心及利用 ICT*
系統以精簡遊戲館營運及節省遊戲機及人手開支等主要成本，當中佔遊戲館

營運開支約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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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日本全國設立16個配送中心，
每個配送中心應對遊戲館的物流需要及方便共享遊戲機。遊戲館內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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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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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出的日式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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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力開支，並節省顧客的時間及精力。此外，ICT系統按策略需要應用，可精
簡遊戲館管理、制訂市場策略、人事管理及會計等企業職能以及降低成本。

* 資訊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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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下表載列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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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3)

（以百萬計，百分比除外）
日圓 港元 (1) 日圓 港元 (2) %

總投注
 — 高投注額遊戲館 441,304 31,210 456,042 33,681 -3.2%
 — 低投注額遊戲館 327,553 23,165 319,018 23,561 +2.7%

     

總投注總額 768,857 54,375 775,060 57,242 -0.8%
     

總派彩
 — 高投注額遊戲館 368,190 26,039 378,360 27,944 -2.7%
 — 低投注額遊戲館 254,296 17,984 244,608 18,066 +4.0%

     

總派彩總額 622,486 44,023 622,968 46,009 -0.1%
     

收益
 — 高投注額遊戲館 73,114 5,171 77,682 5,737 -5.9%
 — 低投注額遊戲館 73,257 5,181 74,410 5,496 -1.5%

     

總收益 146,371 10,352 152,092 11,233 -3.8%
     

(1) 按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即二零一九年三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14.14日圓兌1.00
港元換算為港元。

(2) 按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日（即二零一八年三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13.54日圓兌1.00
港元換算為港元。

(3) 有關增減指日圓金額的變動，而並非已換算為港元的金額。

由於顧客數目減少、營運商以高投注額遊戲館為重點業務及遊戲收益持續減少，

日式彈珠機遊戲館行業的經營環境持續嚴峻。另一方面，我們透過增加低投

注額遊戲館數目及分階段減少設置賭博遊戲機的百分比，營造方便到訪及安

全的環境以吸引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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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情況下，本集團採納的主要政策包括以客戶的角度創建遊戲館及於各

遊戲館內以客戶為促銷對象，並對遊戲館進行翻新工程，以及實施多項具試

驗性質的銷售政策，均為與當地社區共同成長及發展的舉措。此外，本集團

在公司內分享遊戲業內環境改善及各遊戲館採取銷售措施的成功例子，致力

改善營運。

本集團的目標是將日式彈珠機遊戲館建設成為社區設施之一部分，提供人人

均可輕易享受的日常娛樂。本集團亦致力擴大其於低投注額遊機館行業所佔

份額以達成此項目標。

於本財政年度，本集團於檢討商業範疇後開設2間新低投注額遊戲館及關閉2
間遊戲館。透過此項對策，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底，遊機館的數目為450間。
按遊戲館類型劃分而言，我們經營176間高投注額遊機館及274間低投注額遊
機館。

下文載列我們於本財政年度的總投注、總派彩及收益的詳細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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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75,060百萬日
圓（相當於約57,242百萬港元）減少6,203百萬日圓（相當於約439百萬港元*）或0.8%*
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68,857百萬日圓（相當於約54,375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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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56,042
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3,681百萬港元）減少14,738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042百萬
港元 *）或3.2%*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41,304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31,210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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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319,018
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3,561百萬港元）增加8,535百萬日圓（相當於約603百萬港
元 *）或2.7%*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327,553百萬日圓（相當
於約23,165百萬港元）。總投注增加主要是由於有關提升遊戲機使用率的營運
政策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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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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622,968百萬日
圓（相當於約46,009百萬港元）減少482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4百萬港元 *）或0.1%*
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622,486百萬日圓（相當於約44,023
百萬港元）。

按遊戲館類別劃分的總派彩如下。

高投注額遊戲館的總派彩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378,360
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7,944百萬港元）減少10,170百萬日圓（相當於約719百萬港
元 *）或2.7%*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368,190百萬日圓（相當
於約26,039百萬港元），與總投注的減幅相若。

低投注額遊戲館的總派彩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44,608
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8,066百萬港元）增加9,688百萬日圓（相當於約685百萬港
元 *）或4.0%*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54,296百萬日圓（相當
於約17,984百萬港元）。總派彩增加主要是由於總投注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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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52,092百萬日圓（相當於約
11,233百萬港元）減少5,721百萬日圓（相當於約405百萬港元）或3.8%*至截至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46,371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0,352百萬港元）。

按遊戲館類別劃分的收益如下。

高投注額遊戲館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7,682百萬
日圓（相當於約5,737百萬港元）減少4,568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23百萬港元*）或5.9%*
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3,114百萬日圓（相當於約5,171百
萬港元）。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總投注減少所致。收益率較上一個財政年度減
少0.4個百分點至16.6%，反映總派彩對總投注的比率上升。

低投注額遊戲館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4,410百萬
日圓（相當於約5,496百萬港元）減少1,153百萬日圓（相當於約82百萬港元*）或1.5%*
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3,257百萬日圓（相當於約5,181百
萬港元）。收益率較上一個財政年度減少0.9個百分點至22.4%，反映總派彩對
總投注之比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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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館經營開支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遊戲館經營開支為128,024百萬日圓（相
當 於 約9,054百 萬 港 元），較 上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的136,727百 萬 日 圓（相 當 於 約
10,098百萬港元）減少8,703百萬日圓（相當於約616百萬港元 *）或6.4%*。

按遊戲館類別劃分的遊戲館經營開支如下。

高投注額遊戲館的遊戲館經營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62,678百萬日圓（相當於約4,629百萬港元）減少5,157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65
百萬港元 *）或8.2%*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57,521百萬日圓
（相當於約4,068百萬港元）。

低投注額遊戲館的遊戲館經營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74,049百萬日圓（相當於約5,469百萬港元）減少3,546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51
百萬港元 *）或4.8%*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0,503百萬日圓
（相當於約4,986百萬港元）。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5,049百萬日圓（相
當於約373百萬港元）減少26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百萬港元 *）或0.5%*至截至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5,023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55百萬港元）。一
般及行政開支減少主要是由於改善生產力（例如成本下降）的成果所致。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收入分別為9,458
百萬日圓（相當於約699百萬港元）及8,971百萬日圓（相當於約634百萬港元）。
減少主要由於銷售二手日式彈珠機收益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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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425百萬日圓（相當
於約179百萬港元）增加528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7百萬港元 *）或21.8%*至截至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953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09百萬港元）。
增加主要由於出現災害導致的損失增加。

融資收入

融資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36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7
百萬港元）增加235百萬日圓（相當於約17百萬港元 *）或99.6%*至截至二零一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71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3百萬港元）。增加主要由於
股息收入增加。

融資開支

融資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81百萬日圓（相當於約58
百萬港元）減少337百萬日圓（相當於約24百萬港元 *）或43.1%*至截至二零一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44百萬日圓（相當於約31百萬港元）。減少主要由於
銀行借貸還款的利息開支減少。

* 有關增減指日圓金額的變動，而並非已換算為港元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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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收益 5 146,371 152,092

遊戲館經營開支 6(a) (128,024) (136,727)
一般及行政開支 6(b) (5,023) (5,049)
其他收入 8(a) 8,971 9,458
其他經營開支 8(b) (2,953) (2,425)

  

經營溢利 19,342 17,349

融資收入 9 471 236
融資開支 10 (444) (781)

  

除所得稅前溢利 19,369 16,804

所得稅 11 (6,778) (5,879)
  

年內純利 12,591 10,925
  

以下人士應佔純利：

本公司擁有人 12,596 10,870
非控股權益 (5) 55

  

純利 12,591 10,925
  

每股盈利 13

基本（日圓） 16.4 14.2
  

攤薄（日圓） 16.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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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年內純利 12,591 10,925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退休計劃 – 2
 — 精算收益或虧損產生的所得稅影響 – (1)

物業重估盈餘 – –
 — 物業重估盈餘產生的所得稅影響 –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的

 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233 (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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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3

  

240 (334)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646 (764)
  

646 (764)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已扣稅） 886 (1,098)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3,477 9,82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3,481 9,771
非控股權益 (4) 56

  

13,477 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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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445 98,794
投資物業 1,351 1,490
無形資產 3,112 3,545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3,774 5,894
遞延稅項資產 10,615 10,694
其他非流動資產 11,160 11,409

  

125,457 131,826
  

流動資產

存貨 1,949 2,925
貿易應收款項 14 614 469
經營日式彈珠機遊戲館的獎品 3,791 4,114
其他流動資產 5,984 5,10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7,537 40,533

  

59,875 53,145
  

資產總值 185,332 184,97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19,297 19,220
借貸 2,124 7,351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227 256
撥備 2,013 1,971
所得稅應付款項 4,310 2,891
其他流動負債 8,481 7,954

  

36,452 39,643
  

流動資產淨值 23,423 13,50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8,880 14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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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8 6
借貸 502 1,221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353 326
其他非流動負債 687 799
撥備 5,530 5,461

  

7,080 7,813
  

資產淨值 141,800 137,51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000 15,000
資本儲備 12,741 12,741
保留盈利 115,204 114,106
其他權益部分 (1,124) (4,3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1,821 137,532

非控股權益 (21) (17)
  

權益總額 141,800 13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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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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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日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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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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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批准及授權刊發綜合財務資料。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佐藤洋治先生及佐藤家族成員為本公司

的最終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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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的金融資產及投資物業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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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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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響：

—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投資物業」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與客戶的合約所產生收入」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建立確認與客戶的合約所產生收入及若干成本的全面框架。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其中涵蓋銷售貨物及提供服
務而產生的收益。本集團已選擇採用累計影響的過渡方法。因此，並未重列比較資料，

且繼續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進行呈報。合約負債包括列入其他流動負債的未用彈
珠及遊戲幣，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的價值為6,224百萬日圓。

本集團選擇自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起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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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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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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

 企業的長期權益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有關釐清應用國際會計準則

 第9號「財務工具」為於聯營
 公司或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當中並無應用權益法）
 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一七年週期
 年度改進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有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
 所得稅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23號借款成本的少量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修訂本）
提早還款特性及

 負補償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有關按攤銷成本或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全面收入（如符合
 特定條件）計算具負補償的
 可預付財務資產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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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一日
有關承租人於財務狀況表

 確認大部分租賃合約的規定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
 第23號

所得稅不確定性的

 處理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有關釐清如何於所得稅會計

 反映不確定性影響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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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外，預期該等準則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構成任何影響。以下為預期將適用於本集團的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進一步資料：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取代租賃會計處理
的現有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就承租人
引入單一租賃會計處理模式，並規定須就所有為期超過12個月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
及負債，除非相關租賃並不重大。該準則將取消承租人須就租賃合約分類為經營租賃或

融資租賃的現行規定。相對而言，涉及出租人的會計處理規定大致上維持不變，尤其是

租賃須繼續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
將就以往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的原則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該等
負債將按剩餘租賃付款的現值（使用初始應用當日的相關遞增借款利率貼現）計量。物業

租賃的相關使用權資產將按追溯基準計量，猶如一向應用新規則（使用初始應用當日的

相關遞增借款利率貼現）。其他使用權資產將按相等於租賃負債的金額計量，並就於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涉及該項租賃的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

款金額作出調整。本集團將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評估使用權資產於初始
應用當日的減值。在綜合損益表上，使用權資產的攤銷及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均確認為

經營租賃的開支，而於綜合現金流量表上，償還租賃負債的本金分類為融資活動的現金

流量。

於初始應用時對本集團整體進行的分析顯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將對本集團的綜
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尤其對財務狀況、除所得稅前溢利及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的呈列方式構成如下影響：

綜合財務狀況表：

將予確認約850億日圓資產、約940億日圓負債及約90億日圓負資產淨值。

綜合損益表：

除所得稅前溢利將增加約9億日圓。

綜合現金流量表：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將增加約100億日圓，而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則相應減少同等
金額。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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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只有一個單一可呈報分部定期經

主要營運決策人檢討。

本集團的顧客基礎分散，概無與任何顧客的交易金額超過本集團收益的10%。

收益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總投注 768,857 775,060
減：總派彩 (622,486) (622,968)

  

收益 146,371 152,092
  

6. 遊戲館經營開支以及一般及行政開支

(a) 遊戲館經營開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廣告開支 3,954 4,801
清潔及配套服務 3,975 4,125
折舊開支 10,770 11,170
遊戲館員工成本 49,326 49,887
日式彈珠機及日式角子機開支 25,320 31,910
租金開支 12,604 12,908
維修及保養開支 4,125 2,816
公用服務費 6,334 6,204
其他 11,616 12,906

  

128,024 136,727
  

(b) 一般及行政開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薪金、花紅及津貼 3,119 3,122
審核費用 96 96
其他 1,808 1,831

  

5,023 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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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員工成本及董事薪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薪金、花紅及津貼 56,234 56,866
就界定福利退休計劃而確認的開支 – 56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 921 828

  

57,155 57,750
  

Yume Corporation的界定福利退休計劃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轉移至界定供款退休計劃。

8. 其他收入及其他開支

(a) 其他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自動販賣機及店內銷售所得佣金 4,633 4,672
沒收客戶會員卡所得收入 221 280
餐飲服務收入 784 696
持作出售物業的銷售收益 161 205
融資租賃收益 841 1,390
出售二手遊戲機的收益淨額 221 406
租金收入 868 876
保險收入 470 –
其他 772 933

  

8,971 9,458
  

(b) 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非金融資產出售成本 158 292
非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924 595
持作出售物業的銷售成本 83 44
融資租賃的銷售成本 483 613
租金成本 334 372
災難損失 616 –
其他 355 509

  

2,953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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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融資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銀行利息收入 21 9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90 24
股息收入 273 112
其他 87 91

  

471 236
  

10. 融資開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利息開支 100 292
銀團貸款費用攤銷 99 120
匯兌虧損淨額 158 152
提早還款成本 – 130
其他 87 87

  

444 781
  

11. 所得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即期稅項 — 日本利得稅
 年度撥備 6,739 5,378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0

  

6,739 5,378

即期稅項 — 海外
 年度撥備 2 1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9 –

  

11 1

遞延稅項

 年度撥備 28 500
  

所得稅開支 6,778 5,879
  

計入上述海外稅項的香港利得稅已就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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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除稅前溢利 19,369 16,804
  

日本利得稅率 31% 32%
按國內所得稅率計算的稅項 6,094 5,325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65) (197)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616 681
未確認暫時差額的稅務影響 (23) 47
未確認稅項虧損 103 14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9 0
附屬公司不同稅率的影響 (71) (40)
商譽減值虧損 111 –
其他 4 (81)

  

所得稅開支 6,778 5,879
  

12. 股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向其股東宣派及派付╱應付
的股息：

每股股息
日圓

股息總額
百萬日圓

每股股息

日圓

股息總額

百萬日圓

— 中期 6.00 4,596 6.00 4,596
— 末期 6.00 4,596 6.00 4,596

  

9,192 9,192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董事會宣派末期股息每股本公司普通股6.00日圓，須於二
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向本公司股東（「股東」）派付。

截 至 二 零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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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年 五 月

二十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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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六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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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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12,596 10,870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765,985,896 765,985,896
  

每股基本盈利（日圓） 16.4 14.2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不存在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截

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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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的總賬面值為614百萬日圓（二零一八年：
469百萬日圓）。

根據發票日期，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1至30日 504 445
31至60日 31 18
超過60日 79 6

  

614 469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重大已逾期結餘或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虧損撥備（二

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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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貿易應付款項 1,465 1,456
遊戲館建造及系統應付款項 1,681 1,815
其他稅項開支 3,144 3,400
日式彈珠機及日式角子機應付款項 2,192 2,103
應計員工成本 8,689 8,635
廣告及宣傳 297 353
房租 223 239
其他 1,606 1,219

  

19,297 19,220
  

按發票日期，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1至30日 1,401 1,435
31至60日 6 1
超過60日 58 20

  

1,465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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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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已設立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規定的企業管治程序。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呈報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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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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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東週年大會於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行，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則於二零一八年五月

三十日寄發。上述安排符合按照公司法編製的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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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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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報期的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舉行，其通告將於二零

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寄發，因前段所述相同原因而無法符合守則條文E.1.3規
定的最短通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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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呈報期內，
董事長及行政總裁的職責並無分開，由佐藤公平先生同時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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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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及涉及董事的「防止內幕交易的規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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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及「防止內幕交易的規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本公司上市證
券交易的行為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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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及僱員制定及採
納「防止內幕交易的規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
已確認，彼等於呈報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交易標準及「防止內幕
交易的規則」。

呈報期後事項

自呈報期結束以來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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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審核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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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振基先生及神田

聖人先生。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財務資料及核數師報告以及監察財務報表是

否完備，監督財務申報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以及審核程序，並履

行董事會分派的其他職責及責任。審核委員會亦監察董事受委託職責的履行

情況。呈報期內業績已獲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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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建議宣派呈報期內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6日圓，而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派付予於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假設按於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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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百萬港元）。概無股東已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巿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呈報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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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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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即二零一九年三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
為14.14日圓兌1.00港元；或

2.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日（即二零一八年三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的匯率為
1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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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bin Plaza」
 (キャビンプラザ )

指 Cabin Plaza Co., Ltd.*(株式会社キャビンプラザ )，
於日本註冊成立的株式会社，為本公司全資附
屬公司

「Dynam」 (ダイナム ) 指 DYNAM Co.,Ltd.*（株式会社ダイナム），於日本註
冊成立的株式会社，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Yume Corporation」
 (夢コーポレーション )

指 Yume Corporation Co., Ltd.*（夢コーポレーション株
式会社），於日本註冊成立的株式会社，為本公
司全資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DYNAM JAPAN HOLDINGS Co., Ltd.
董事長

佐藤公平

日本東京，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佐藤公平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佐

藤洋治先生、藤本達司先生及牛島憲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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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山啓先生及神田聖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