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稿
LT Game 将在直播混合游戏系统增添 EZ Baccarat 游戏;
澳门美高梅娱乐场的 100 多台直播混合游戏终端机将首先试用
香港 – 2016 年 11 月 15 日– 澳门领先娱乐场服务及电子博彩设备供应商汇彩控股有限公司(香港
联交所:1180) (「汇彩」或「公司」) 今天宣布，其子公司 LT Game Limited (「LT Game」) 将
于直播混合游戏系统提供 EZ Baccarat 游戏; 而澳门美高梅娱乐场(「MGM Macau」) 已同意成
为首家娱乐场试用电子 EZ Baccarat 游戏，预计明年会安装在其 100 多台直播混合游戏终端上。
LT Game 与 DEQ 系统公司（TSXV：DEQ）于 2015 年 4 月份签署了一项协议，成为 EZ Baccarat
在澳门的独家经销商，并在澳门数千台的 LMG 终端上共同开发专有游戏。 LT Game 目前在澳
门配置了大约 4500 多台 LMG 终端。
EZ Baccarat（也称为 Dragon 7 游戏 ）是在北美市场领先的百家乐游戏品牌，特别是在洛杉矶，
旧金山，多伦多和温哥华市场。
汇彩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陈捷先生表示：「我们很高兴与 DEQ 合作，将他们最受欢
迎的 EZ Baccarat 游戏整合在我们的 LMG 系统上。毫无疑问，它一方面可以显著提高百家乐玩
家的游戏体验，而另一方面 MGM Macau 也可以受益于额外的边注功能。我们相信，游戏技术
的进步将给运营商和玩家带来最大的好处。」
EZ Baccarat 的共同创造者 Francisco “TJ” Tejeda 表示：「跟像往常一样，MGM Macau 于
其直播混合游戏终端上首先试用 EZ Baccarat 游戏，巩固了其创新先锋的地位。多年前他们也是
早期向玩家提供 EZ Baccarat 的赌桌游戏。我们认为，EZ Baccarat 赌桌游戏给玩家的娱乐价值
带将成功地转化到 LT Game 的 LMG 终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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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彩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1180)
汇彩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1180) 乃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集团主要从事电子博彩系统之
开发、供应及销售，并提供娱乐场管理服务。
有关汇彩控股有限公司的更多资料，请浏览本公司网站：http://www.hk1180.com 和
LinkedIn：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lt-game-ltd

About EZ Baccarat
EZ Baccarat® is a baccarat game created and developed by Robin Powell and Francisco "TJ"
Tejeda of Talisman Group. The game employs a revolutionary method of accelerating the speed
of baccarat by eliminating the commission. Players can also make optional side wagers called
Dragon 7™ and Panda 8™. The Dragon 7 is when the Banker wins with a total of seven
consisting of three cards and pays 40 to 1. The Panda 8 is when the Player wins with a total of
eight consisting of three cards and pays 25 to 1.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www.ezbaccarat.com.
About DEQ Systems
DEQ Systems Corp. (TSXV: DEQ) is one of the market leaders in Table Games, Progressive
Systems, Proprietary Table Games content and Utility solutions. DEQ's systems and games are
installed in over 300 casinos, in 3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combination of our services,
industry leading products and revenue generation capabilities make DEQ a leader for innovation
in the table game bonusing segment of the global gaming market.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de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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