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適用於主板上市發行人 
 

 
 

翌日披露報表  
(股份發行人 ── 已發行 股本變動及/或股份購回) 

上市發行人名稱：__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_________ 
 
股份代號：_00880___     呈交日期：2010 年 3 月 24 日 
 
如上市發行人的已發行股本出現變動而須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25A 條作出披露，必須填妥 I 部 。 
 
如上市發行人購回股份而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0.06(4)(a)條作出披露，則亦須填妥 II 部。 
 
證券詳情： 每股面值港幣1.00元的普通股 

 
I. 

發行股份 
(註 6 及 7) 股份數目 

已發行股份佔 
有關股份發行前的 

現有已發行股本百分比 
(註 4、6 及 7)  

每股發行價 
 (註 1 及 7) 

上一個營業日的 
每股收市價  

(註 5) 

發行價較市值的 
折讓/溢價幅度(百分比) 

(註 7) 

於下列日期開始時的結存 
(註 2) 
 2010 年 2 月 28 日 

5,001,480,000   
   

(註 3) 
於2010 年3月2日， 
根據購股權計劃 (於2009 
年5 月13日採納) 行使購 
股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的董事行使除外) 而 
發行之普通股股份 

20,000 0.0004% 港幣 2.82 元 
港幣4.15元 

(2010 年3月1日 
收市價) 

折讓 32.05% 

於2010 年3月9日， 
根據購股權計劃 (於2009 
年5 月13日採納) 行使購 
股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的董事行使除外) 而 
發行之普通股股份 

450,000 0.0090% 港幣 2.82 元 
港幣4.39元 

(2010 年3月8日 
收市價) 

折讓 35.76% 



適用於主板上市發行人 
 

於2010 年3月12日， 
根據購股權計劃 (於2009 
年5 月13日採納) 行使購 
股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的董事行使除外) 而 
發行之普通股股份 

40,000 0.0008% 港幣 2.82 元 
港幣4.23元 

(2010 年3月11日 
收市價) 

折讓 33.33% 

於2010 年3月18日， 
根據購股權計劃 (於2009 
年5 月13日採納) 行使購 
股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的董事行使除外) 而 
發行之普通股股份 

500,000 0.0100% 港幣 2.82 元 
港幣4.44元 

(2010 年3月17日 
收市價) 

折讓 36.49% 

於2010 年3月19日， 
根據購股權計劃 (於2009 
年5 月13日採納) 行使購 
股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的董事行使除外) 而 
發行之普通股股份 

2,050,000 0.0410% 港幣 2.82 元 
港幣4.49元 

(2010 年3月18日 
收市價) 

折讓 37.20% 

於2010 年3月22日， 
根據購股權計劃 (於2009 
年5 月13日採納) 行使購 
股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的董事行使除外) 而 
發行之普通股股份 

20,000 0.0004% 港幣 2.82 元 
港幣4.57元 

(2010 年3月19日 
收市價) 

折讓 38.29% 



適用於主板上市發行人 
 

於2010 年3月23日， 
根據購股權計劃 (於2009 
年5 月13日採納) 行使購 
股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的董事行使除外) 而 
發行之普通股股份 

20,000 0.0004% 港幣 2.82 元 
港幣4.62元 

(2010 年3月22日 
收市價) 

折讓 38.96% 

於2010 年3月24日， 
根據購股權計劃 (於2009 
年5 月13日採納) 行使購 
股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的董事行使除外) 而 
發行之普通股股份 

320,000 0.0064% 港幣 2.82 元 
港幣4.89元 

(2010 年3月23日 
收市價) 

折讓 42.33% 

於2010 年3月24日，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董事根據
購股權計劃 (於 2009 年 5 月
13 日採納) 行使購股權而發
行之普通股股份 

300,000 0.0060% 港幣 2.82 元 
港幣4.89元 

 (2010 年3月23日 
收市價) 

折讓 42.33% 

股份購回 不適用 不適用    

於下列日期結束時的結存 
(註 8) 
 2010 年 3 月 24 日 

5,005,200,000     

 
 



適用於主板上市發行人 
I 部註釋： 
 
1. 若股份曾以超過一個每股發行價發行，須提供每股加權平均發行價。  
 
2. 請填上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5A 條刊發的上一份「翌日披露報表」或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5B 條刊發的上一份「月報表」（以較後者為準）的期終結存日期。 
 
3. 請列出所有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5A 條披露的已發行股本變動，連同有關的發行日期。每個類別須獨立披露，並提供充足資料，以便使用者可在上市發行人的「月

報表」內識別有關類別。例如：因多次根據同一股份期權計劃行使股份期權或多次根據同一可換股票據進行換股而多次發行的股份，必須綜合計算，在同一個類別下披
露。然而，若因根據兩項股份期權計劃行使股份期權或根據兩項可換股票據進行換股而進行的發行，則必須分開兩個類別披露。 

 
4. 在計算上市發行人已發行股本變動的百分比時，將參照以上市發行人在發生其最早一宗相關事件前的已發行股本總額 (就此目的而言不包括已購回或贖回但尚未註銷的任

何股份) ；該最早一宗相關事件是之前並未有在「月報表」或「翌日披露報表」內披露的。 
 
5. 如上市發行人的股份暫停買賣，則「上一個營業日的每股收市價」應理解為「股份作最後買賣的營業日當天的每股收市價」。 
 
6. 如購回股份： 

 「發行股份」應理解為「購回股份 」；及 
 「已發行股份佔有關股份發行前的現有已發行股本百分比」應理解為「已購回股份佔有關股份購回前的現有已發行股本百分比」。 

 
7. 如贖回股份： 

 「發行股份」應理解為「贖回股份 」；及 
 「已發行股份佔有關股份發行前的現有已發行股本百分比」應理解為「已贖回股份佔有關股份贖回前的現有已發行股本百分比」。 
 「每股發行價」應理解為「每股贖回價」。 

 
8. 期終結存日期為最後一宗披露的相關事件的日期。  



適用於主板上市發行人 
 
II. 
A. 購回報告 
 
 

 

交易日 
 購回證券數目  購回方式 

(註) 
 每股價格或 

付出最高價 (元) 
 最低價 

(元) 
 付出總額 

(元) 
 

 
 
 
 
 
 

           

合共 
           

 
B. 以貴交易所為第一上市地的發行人的其他資料 

 
1.  本年內至今天為止 (自普通決議案通過以來) 在貴交易所購回該等證券的數目 (a) _____________ 

 
2.  自決議案通過日期以來在貴交易所購回的證券佔於普通決議案通過時已發行股本的百分

比 
 

( (a) x 100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發行股本 

____________% 
 

 
我們確認，上文A部所述於貴交易所進行的購回是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進行，而已呈交貴交易所日期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說明函件所載資料並無

任何重大變動。我們亦確認，上文A部所述於另一家證券交易所進行的購股活動，是根據當地有關在該交易所購入股份的適用規則進行。 
 
 
II 部註釋：請註明是於本交易所、另一家證券交易所 (列明交易所名稱)、以私人安排方式或以全面收購方式進行。  
  
 呈交者： ___________郭淑莊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職銜： ___________公司秘書__________________ 
   (董事、秘書或其他獲正式授權的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