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6 月 28 日

麥迪森控股(8057 HK) 未評級

麥迪森控股 (8057.HK) 是一家於香港從事葡萄酒產品和其他酒類產品（專注於頂級珍藏紅酒及精選紅酒）零售及
批發及提供各種增值服務的公司，2015 年 10 月成功在創業板上市，調正後發行價為每股 0.075 港元（2016 年 10
月股份拆細將 1 股拆細為 10 股）
。公司從 2017 年起轉型開始開展金融業務，2018 年起涉足區塊鏈，陸續投資和
收購虛擬貨幣交易所和虛擬貨幣開採等公司，目前是唯一一家同時直接涉足實際區塊鏈技術和虛擬貨幣的香港上
市公司。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丁鵬雲，直接或間接持有公司 51.85%股份，其餘持股 5%以上
的股東包括丁璐(7.35%)及 Diginex Limited (5.24%)。

圖 1: 公司歷史發展沿革

2015 年 10 月 6 日于創業板
上市，發行價為 0.75 港元。
，发行价为 xx 元。
2017 年 6 月和 7 月分别成功收購
CVP Capital Limited 和 CAP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2018 年 4 月相继收购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Bitpoint 20% 股权，以太币开采公司 Diginex
51%股权

資料來源 : Bloomberg, 茂宸證券

1. 財務表現
作為回顧，公司 2016 財年，2017 財年和 2018 財年（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收入分別為 1.27 億港元，1.40 億
港元和 1.60 億港元，淨虧損 945 萬港元，1,564 萬港元及 1.38 億港元，2018 財年虧損大幅上升源於可交換債券之
公平值變動產生虧損 1.24 億港元。毛利率分別為 26.0%， 20.2%和 24.4%。2018 財年公司的主營構成中紅酒業務
取得收入 1.51 億港元，占總收入比重 95%。

2. 佈局區塊鏈市場注入新動力
區塊鏈是開源點對點去中心化帳本資料庫，由一串相互連接使用密碼學保護的資料塊組成。交易由同意通過協定
確定帳本真實狀態的節點驗證，區塊按照限行時間順序記錄，無需涉及中央仲介。根據諮詢機構 Markets and Markets
的報告，區塊鏈市場規模預計將從 2016 年的 2.199 億美元增長至 2022 年的 76.883 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CAGR）
為 79.6％。 區塊鏈市場的主要增長動力包括總體持有成本的降低，對簡化業務流程的需求的不斷增加，更高的透
明度和穩定性，更快的交易速度和“區塊鏈即服務”(Blockchain-as-a-service) 在不同應用領域更廣泛的潛力（包括
但不限於支付、金融服務、雲計算、物聯網、網路安全和加密貨幣等）
。虛擬貨幣作為區塊鏈技術的應用之一收
到了廣泛的關注。

圖 2: 比特幣行業價值鏈及主要參與者

資料來源 : 弗若斯特沙利文

截止 2017 年底，虛擬貨幣的總市值已增加至 1,770 億美元，是 2016 年的近 15 倍。日本是全球數碼資產及虛擬貨
幣之最活躍市場之一，於 2017 年引入虛擬貨幣交易牌照制度，虛擬貨幣正式成為日本獲認可的合法結算方式之一。
截止 2018 年 3 月，日本金融廳已發出 16 個虛擬貨幣交易平臺牌照。目前日本是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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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虛擬貨幣幣種和總市值規模呈爆炸性增長

資料來源 : Visual Capitalist

圖 4 和圖 5: 比特幣成交量在不同交易幣種中的分佈情況

資料來源 : CoinMarketCap

2.1 收購日本虛擬貨幣交易平臺 Bitpoint 20%股權
鑒於市場上虛擬貨幣需求的持續上升，董事對虛擬貨幣交易平臺的發展感到樂觀。2018 年 3 月 30 日，公司與賣
方 Remixpoint.Inc 簽訂協定以代價為 50 億日元 (相當於 3.62 億港元) 收購 Bitpoint 之 20%股權，並將於收購事項完
成時完全以現金支付。Bitpoint 是一家獲准於日本從事虛擬貨幣交易平臺的公司，成立於 2016 年 3 月 3 日，主要
支援的交易貨幣為比特幣 (BTC)，比特幣現金 (BCH)，乙太幣 (ETH)，LTC 和 XRP，賺取交易平臺服務收入 (主
要為虛擬貨幣及法定貨幣交易之差價，市場上買賣價差大約為 5％-7％) 。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此平臺
取得收入 45.5 億日元(約 3.23 億港元)，為上年度收入的 182 倍，淨利潤為 39.2 億日元(約 2.78 億港元)，實現扭虧
轉盈。主要得益于 1) 成功取得虛擬貨幣交易牌照帶來的客戶帳戶的大量增加；2) 於年底升級交易系統，以迎合
更大交易量並減少交易與結算時間之延遲。截止 2018 年 5 月，平臺會員數目已經超過 50,000 名。公司公告中表
示賣方委託一家日本業務估值公司對目標公司出具了估值報告，預計目標公司在 2019 財年的收入和淨利將分別達
到 216 億日元(約 15.34 億港元)和 139 億日元(約 9.87 億港元)。公司的收購價格約為 2018 財年盈利的 6.5 倍。公司
預計在七月完成收購，我們預計其將為公司 2019 財年帶來淨利潤約 1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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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收購加密採礦公司 Diginex 51%股權
2017 年 4 月 27 日，公司宣佈收購 Diginex (一名分散式分類技術 DLT 服務供應商) 51%的股權，總代價為 6,000 萬
美元，其中 1,000 萬美元為現金支付（已支付）
，另外 5,000 萬美元(約 3.92 億港元)由公司於收購完成日期發行 2.13
億股(每股 1.84 港元)獲得，相當於擴大後已發行股份的 4.98%。Diginex 成立於 2015 年 12 月 21 日，於 2017 年 6
月 1 日開始運營。目標公司目前於亞洲及歐洲擁有在管的 2.2 兆瓦數據中心。該實體主要使用高性能 GPU（「圖形
處理單元」
）採礦機開採乙太幣，主要選擇地理位置較為優越的瑞典等地區（氣溫較低、電費損耗等固定成本低、
稅收低）
。公司此次收購符合公司關於虛擬貨幣及區塊鏈相關領域的擴張計畫，虛擬貨幣的開採填補了業務鏈上
游。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Diginex 取得收入 1,212 萬港元, 淨虧損為 125 萬港元。根據公司的調研，當市
場上乙太幣的價格高於 200 美元時即可實現盈虧平衡。當乙太幣一年平均價格達到 640 美金時，預計 2019 年財年
實現淨利潤 4,000 萬美元。公司預計在七月完成收購，我們預計其將為公司 2019 財年帶來淨利潤 1,000 萬美元
（7,850
萬港元）
。

2.3 收購三隻小熊科技公司 100%股權（2018 年 6 月 24 日公布交易终止）
2018 年 5 月 5 日，公司宣佈收購中國深圳市三隻小熊科技公司 100%股權，總代價為 11.31 億港元，其中 20% (2.26
億港元) 為現金支付，其餘 80%將分期發行股份支付，發行價為 1.80 港元，占經配發及發行所有代價股份擴大後
之已發行股本約 11%。目標公司主要從事移動互聯網技術及區塊鏈應用之軟體產品，針對遊戲產業普遍面臨的虛
擬道具所有權之不確定性，帳號被盜取之不安全性以及運營透明度較低等問題使用區塊鏈技術提供解決方案，同
時公司本身也提供各類自研手機遊戲。公司有 50-60 人規模的區塊鏈技術的研發團隊，董事認為區塊鏈為數據管
理及分享提供新方案的技術有潛力改變金融服務行業，此外團隊也積極建立一個能夠彙集虛擬貨幣專業人士進行
討論和交流的平臺作為流量入口。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目標公司取得營業收入 1.09 億港元，淨利潤為 7,065
萬港元。收購價格為 16 倍 2017 年 PE，此外賣方公司擔保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財年的淨利潤將不少於 7,000 萬
港元。賣方與買方雙方於 2018 年 6 月 19 日同意終止收購協議，董事會認為，終止收購協議乃符合公司及其股東
之整體利益，且對集團之現有業務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相關風險
3.1 虛擬貨幣的價格波動性较高
有關虛擬貨幣的持有、使用或挖礦的政策和法律的變化可能會虛擬貨幣價格面臨較高的波動性風險，從而可能對
公司的業績造成較大的影響。例如 2017 年 9 月 4 日，中國央行發佈公告，稱 ICO 本質上是一種未經批准非法公
開融資的行為，要求立即停止代幣發行融資活動。公告發出後，各大虛擬貨幣全線大跌。

4

圖 6: 比特幣價格近一年表現

資料來源 : Blockchain.info

3.2 持續收購帶來的股權稀釋情況和現金流需求
公司近兩次的收購金額分別達 50 億日元(相當於 3.62 億港元)和 6,000 萬美元(相當於 4.71 億港元)，其中現金代價
分別為 3.62 億港元和 1,000 萬美元(相當於 7,850 萬港元)，預計將於 2018 年 7 月收購完成時支付。2018 年 3 月公
司以每股 1.70 港元配售 7,006 萬股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共籌集約 1.2 億港元，相當於已發行股份的 1.8%，配售
所得款淨額用於收購 Bitpoint 之 20%股權。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宣佈完成行使可交換債券附帶之交換權，
Bartha International 確認成為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持有的現金 4,327 萬港元，公
司仍需額外的資金或融資來完成收購和實現進一步的發展，因此可能會繼續尋求發行額外股本、可轉換債券或其
他貸款融資等安排。此外應注意，由於收購同時使用了發行新股的方式，預計兩次收購順利完成後，大股東的持
股將從目前的 51.85%被攤薄至 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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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6

權益披露
分析員核證
分析員(等)謹此聲明，本報告所表達意見均準確反映分析員(等)對任何及一切所述公司及其證券之個人見解。有關分析員(等)之報酬部分以茂宸證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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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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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宸金融集團之財務權益及商務關係
茂宸金融集團可能隨時就本報告所述任何證券(或其衍生工具)進行莊家活動，或可能作為委託人或代理人作出購買或出售。茂宸金融集團亦有可能擁有與報告
中論述的上市法團有關的財務權益，包括在有關證券及/或期權、期貨或其他衍生工具上持有長倉或短倉。同樣地，茂宸金融集團，包括其雇員及高級人員，
隨時有可能擔任或曾擔任本報告中所述的上市法團的高級人員，董事或顧問。茂宸金融集團亦有可能在過去十二個月內不時招攬，提供或曾提供投資銀行服務，
包銷或其他服務(包括作為顧問、經理人、包銷商或借貸人)予本報告中所述的上市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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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2 個月的投資期為基準計算有關公司的股東總回報(由最近收市價計算的股價變幅+預計股息率)，預計公司股價漲幅將達 1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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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

以 12 個月的投資期為基準計算有關公司的股東總回報，預計公司股價漲跌幅將在 10%以內。

出售

以 12 個月的投資期為基準計算有關公司的股東總回報，預計公司股價跌幅將達 10%以上

股票研究部聯絡方式
股票研究部,
茂宸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99 號中環中心 12 樓 1 室
電話: (+852) 2218 2818
電郵: research@mason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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