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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彩業績（人民幣）
財政年度 收入（百萬元） 變動 純利（虧蝕）（百萬元）
2014 95.79 +245% 13.15
2013 39.10 -62.7% （42.47）
2012 104.84 -7.01% （1,107.95）
2011 112.73 +15.6% （110.24）
2010 97.51 +46.0% （1,030.05）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堡明

■馮敬謙指，自助彩票銷售系統日漸普及。 張偉民 攝

自助銷售普及 眾彩終見收成

亞太網絡彩票業發展成熟
中國互聯網彩票未正式開放，亞太區不少
市場或能為中國政府提供參考。無論是賭場
抑或彩票，人們總是不乏投注方式，可參與
的賭博五花八門。不少博彩公司花樣百出，
例如香港馬會就不斷增加足球博彩的種類，
甚至角球數目亦可供投注。
目前中國只批出兩個互聯網彩票試點，兩間
公司已於美國納指上市，分別為500彩票網及
世紀互聯。綜觀亞太市場，互聯網彩票業務發

展成熟，例如台灣的台灣彩券、新加坡的Sin-
gapore Pools，以及日本的Toto等。
不過，不能否認的是中國互聯網彩票業
發展僅屬起步階段，不論發展模式抑或分
成均未定型，難怪美國做空機構渾水早前
針對500彩票網攻擊。但普遍市場人士相
信，隨着彩票業務普及，互聯網業務於中
國仍然大有商機，始終中國是世界彩業銷
售增長的龍頭之一。

經營彩票公司毋須牌照
年初彩票股股價受互聯網牌照發放傳言
刺激，大有斬獲，惜世界盃舉辦前牌照落
空，股價應聲向下。不少投資者齊齊對彩
票業「Say No」，原因大多為彩票行業運
作不透明。馮敬謙指，目前行業中唯一牌

照便是互聯網試營牌照，除此以外未曾聽
說過營業需要任何牌照。
他推測或許有業內人士將與兩彩中心的
合同看成牌照，實際上營運彩票公司並不
需要牌照。

自2005年進軍彩票業務起，眾彩的生意未見突出，
直至今年，該集團終於首度錄得盈利。集團地產策劃及
發展部董事馮敬謙形容，「這是集團多年來播種的成
果」，隨着自助彩票銷售系統日漸普及，今年與中國
19個省簽訂合作協議，「重頭戲」才剛開始。
彩票業務佔眾彩總收入的85%，卻一直錄得虧蝕，

幸於2014年一洗頹勢，財務報告顯示錄得1,315萬元人
民幣純利。馮敬謙解釋，2006年起集團成為自助銷售
系統的先驅，惟當時自助系統並未普及，令眾彩變得
「太過先驅」。
隨着科技進步，市場及中國政府開始接受自助系統，

集團早年播下的種子終見收成，現時已經與19個省份
成功簽約，大部分合約開始不足1年，並已開始為各省
政府提供機器。

世盃增需求沖喜
雖然未有對系統機器數目訂立明確目標，但馮氏強調
設立零售點需要詳細計劃，以確保系統及資源分配穩
定。未來數年財務表現會陸續反映合同影響，更會研究
發展自助銷售機，減少對網點的依賴。

彩票公司收入依賴與政府的合作，然而合約總有完
結的一日，續約問題成為增長隱憂。馮敬謙對此卻稱
並不擔心，因政府兩彩中心着重的是運作穩定，內部
操作更涉及不少銀行交易，所以只要彩票公司營運得
當，基本上兩彩中心傾向合作。
提及彩票股，最令人感興趣的當然是世界盃的沖喜。

眾彩亦不例外，世界盃令其得以首度踏足體彩市場。於
世界盃期間，因民眾對體彩需求大增，帶動眾彩獲得4
個省份的體彩中心合同。
正如眾彩2006年的籌備相同，馮敬謙指集團與雲博
及中興的合作亦有相近意味，與中興合作是為未來部署
的一步，中興將協助開發彩票手機應用程式。馮氏又稱
由於互聯網彩票銷售未正式公開，所以未能大張旗鼓宣
布。

研網購彩票業務
至於與雲博的合作方面，因應電子商貿普及，眾彩留

意到非現金交易的潮流，認為彩票亦可通過非現金形式
購買，通過類似香港八達通的方式，甚至智能手機，便
可於網點直接購買，減省民眾所花費的時間。

中國彩票主要分為體彩及福彩兩種，兩
彩中心隸屬於不同部門，福彩中心隸屬於
中國民政部，彩票收入大部分用於慈善事
業，性質有點似香港的賽馬會；體彩中心
則隸屬於國家體育總局，主要彩票收入支
持國家體育事業發展。
與外國的職業制不同，中國體育實行舉

國體制，除用作培養運動員之外，亦會投
放於發展中國各項運動及設施。可以說，
中國彩票業與港股目前的澳門博彩股的目
標及性質完全不同，濠賭股
的盈利主要會用作股東分紅
及企業發展，博彩公司同時
受賭牌限制。

中國彩票業濠賭業有分別
■日本其中一個互聯網彩票網站Toto，
頁面精美反映日本彩票的盛行。

■新加坡彩票網Singapore Pools，當
中足球彩票的盛行程度甚至超越香港。

中國彩票業崛起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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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8月中國彩票銷售（人民幣）

月份 總額（億元）同比增長（%） 福利彩票（億元）同比增長（%） 體育彩票（億元）同比增長（%）
8月 315.36 28.1 170.29 21.4 145.07 37.0
7月 372.09 52.7 174.31 23.5 194.78 92.9
6月 360.54 45.7 168.13 18.1 192.40 83.0
5月 307.94 12.6 176.49 16.2 131.46 8.2
4月 315.29 10.4 177.02 13.4 138.27 6.8
3月 328.74 20.3 187.52 19.4 141.22 21.3
2月 200.10 18.7 117.59 18.9 82.52 18.3
1月 271.49 9.2 158.27 7.8 113.23 11.3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堡明

■馮敬謙指，中國
彩票銷售完全由福
彩中心及體彩中心
控制。 張偉民 攝

配套好玩法多 增長潛力巨大

中國彩票業務雖然仍屬發展階段，但銷售額每月
增長速度驚人，領跑於亞太區市場。2013年全

球彩票銷量的按年增長只有4.9%，並已連續兩年錄
得增長放緩；中國彩票去年的銷售額卻首次突破
3,000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幅達18.3%，其
中體育彩票按年增長超過兩成。

兩彩中心控制銷售
雖然其他地區的彩票業務初現飽和蹟象，不過中國

彩票市場的升勢卻未見停步，彩票銷售升幅持續擴
大。截至今年8月，中國彩票銷售總額已錄得2,471.6
億元，較去年數字升24.4%。當中6月至7月期間更因
世界盃帶動彩票收入，體育彩票銷售大幅向上，分別
上升83%及92.9%。 與香港各有異同，中國彩票主要
分福利彩票及體育彩票兩大類。福利彩票與六合彩相
近，體育彩票則以足球為主。眾彩地產策劃及發展部董
事馮敬謙接受本報訪問時指，中國彩票銷售完全由福彩
中心及體彩中心控制，一眾彩票公司的任務則是為兩彩
中心提供服務及解決方案。

分銷渠道花多眼亂
彩票公司可提供的服務多得可謂「眼花繚亂」，馮

敬謙解釋，服務供應商會就一兩個彩票銷售渠道提供
服務，銷售渠道主要包括語音、流動電話、互聯網、
自助銷售四大類。馮敬謙所屬的眾彩就是為自助銷售
渠道提供服務，馮氏更稱眾彩是自助銷售渠道的唯一
供應商。
彩票公司主要通過與兩間彩票中心簽訂合同，為指

定渠道提供解決方案，服務範疇包括市場推廣、零售
管理、尋找加盟商、系統銷售等。馮敬謙以眾彩為
例，該集團會為政府提供一籃子服務，除提供終端
機、交易系統等，亦會協助提高彩票銷量，例如興建
遊戲機中心、大規模市場推廣等。

主要收入來自分成
收入方面，基本上大部分彩票業務均是從兩間中心

的銷售額中獲取分成。公司與各省中心洽商合同，正
式運作後便可從零售銷售中獲得某個百分比。馮敬謙
指，傳統銷售的分成或只有一兩個點子，彩票零售點
分成卻可高達7至7.5個百分點。
中國有一個有趣的慣例，就是一個行業的興起會吸

引大量外行人入場，進而造成產能過剩。其中最典型
的例子就是中國豬肉業的發展，彩票業是另一個爆炸
式增長行業，又會否出現該問題呢？
馮敬謙直言彩票業某程度上是一個封閉市場，外行
人難以進入，因兩彩中心需要對企業有一定的信任，
然後通過投標，最後才能成功獲得合同。眾彩當初又
是如何涉足彩票市場的呢？馮氏解釋，眾彩是通過收
購中國首間全熱線彩票系統公司得以進入市場。

賭城風雲

近年中國彩票整體銷售（人民幣）
年份 彩票零售總額（億元） 同比增長（%）
2014年* 2,471 24.4
2013年 3,093 18.3
2012年 2,615 18.0
2011年 2,215 33.3
2010年 1,662 25.5
2009年 1,324 25.0
*截至8月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堡明

於香港上市的彩票股不算多，世界盃期間，股價各自沉底。
經歷震盪後，近期彩票股股價有重新上路之勢。分析員直言，
彩票股在炒作過後仍有一定吸引力，因中國彩票銷售增長仍處
於起步階段，近年彩票銷售保持雙位數增長。
天行聯合證券聯席董事黃志陽接受本報訪問時形容，「彩

票業增長潛力非常好」，現在只等待一個爆發點，令彩票分類重拾升
勢。彩票業目前配套完善，且民眾教育、系統、網絡普及程度等均較
以往進步，玩法亦日漸多元。國家體育總局9月19日更落實推行有關
增加體育彩票種類的建議，進一步推動彩票業務發展。

逢體育國際賽可短炒
至於彩票股投資策略方面，黃志陽指短線投資者可留意特定消息短

炒，例如世界盃、亞運等，世界級大型賽事舉行對彩票股有短期刺激
作用。長線投資者亦可入市，於彩票股中選取業績良好，即收入以高
雙位數持續增長的股份。黃志陽個人推薦華彩控股，因華彩是唯一專
一發展彩票業務的公司，可減低其他業務所造成的攤薄效應。不過，
不能否認的是彩票股波幅太大，黃志陽指世盃期間的急瀉，主要源於
投資者的過分憧憬，並發現該分類沒有出現爆炸式增長，造成期望落
差。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更直言不看好彩票股，稱世界盃效應過
後彩票股才見真章，惟過去數年增速只保持於約兩成，未見有機會噴
發式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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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方拉斯維加斯」澳門的博彩收入增長逐步

放緩之際，但中國內地彩票銷售額繼續穩步向上，

多年來保持雙位數增幅，儼然成為一個新興博彩市

場。然而中國彩票業某程度上是一個封閉市場，外

行人難以進入，因兩種彩票中心需要對企業有一定

信任，通過投標形式，才能成功獲得合同，打入市

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堡明

世盃後彩票股股價走勢(港元)
股份 世盃首日開市價 期間最低位

第一視頻 0.86元 0.64元
御泰中彩 0.94元 0.79元
匯銀家電 0.42元 0.335元
華彩控股 0.76元 0.60元
眾彩控股 3.84元 3.00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堡明

市場封閉 外人難分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