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務摘要

‧ 營業額上升7%至205,748,000港元

‧ 股東應佔溢利下降93%

‧ 每股盈利下降93%

‧ 董事不建議派發股息

業績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205,748 192,493
銷售成本 (165,673) (132,222)

毛利 40,075 60,271
其他收益 19,503 15,120
其他收入 16,193 —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5,119) (14,513)
行政開支 (38,256) (22,054)
其他開支 (6,472) (7,711)

經營溢利 15,924 31,113
融資費用 (4,003) (3,507)
應佔共同控制機構
虧損 (1,926) (2,36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減溢利 (7,564) (7,147)

除稅前溢利 2,431 18,095
稅項 2 (1,233) —

股東應佔溢利 1,198 18,095

每股盈利 — 基本 3 0.2 仙 2.7 仙

附註：

1. 營業額

按各主要業務及市場劃分之本集團營業額及對經營溢利貢獻分析如
下：

營業額 經營溢利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以音像產品形式發
行之電影及節目 161,985 144,739 10,855 29,139

電影放映及電影
版權轉授 40,244 42,997 (7,210) (4,073)

提供網絡科技及
相關服務 2,672 3,273 (162) 1,173

其他 847 1,484 7,929 (1,335)

205,748 192,493  11,412 24,904

加：利息收入 4,512 6,209
減：利息開支 (4,003) (3,507)
減：分佔共同控制機構虧損 (1,926) (2,364)
減：分佔聯營公司虧損減溢利 (7,564) (7,147)

2,431 18,095

由於香港以外市場佔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及綜合業績少於10%，因
此並無提供地區分析。

2.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結算日具備足夠稅務虧損結餘，因此並無就香港及海
外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稅務方面，由於本集團在中國之共同控制機構於本年度並無任
何應課稅收入，故此賬目並無作出中國稅項撥備。

在綜合損益賬支銷之稅項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稅項如下：
聯營公司 1,233 —

1,233 —

由於未能確定潛在遞延稅務資產在可見未來作實，故此並無於賬目
就有關資產淨額9,291,000港元（二零零零年：13,566,000港元）作出撥
備。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稅務虧損之潛在遞延稅務
資產為16,937,000港元（二零零零年：16,056,000港元），而加速折舊
準備之遞延稅務負債則為7,646,000港元（二零零零年：2,490,000港
元）。

3.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溢利1,198,000港元（二零零零
年：18,095,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771,124,200股（已計入二零零零年
十月十三日發行紅股之影響）（二零零零年：679,699,644股）計算。二
零零零年度之每股盈利已作出相應調整。

由於行使年內授出之購股權會有反攤薄影響，故在計算每股攤薄盈
利時並無計入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4. 比較數字

由於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
報」，若干比較數字已相應地重新分類及擴大。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任何股息（二
零零零年：無）。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一年八月二
十八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亦不會登
記任何股份轉讓。

業務回顧
本集團回顧
過去一年對本集團而言充滿挑戰。由於亞太地區經濟萎縮，對娛
樂產品之需求普遍疲弱，故本公司之銷售額及轉授電影版權收益
均受到不利影響。區內貨幣兌港元之匯率普遍下降，令本已疲弱
之港元收益進一步惡化。此外，需求不振亦引致格價競爭加劇。
雖然面對困境，本集團之營業額仍成功取得7%增長，由二零零
零財政年度192,493,000港元增至二零零一財政年度205,748,000港
元。

然而，由於回顧年度內之激烈價格競爭及區內通縮令溢利率一直
受壓，整體毛利下降34%。

發行電影及節目影音產品
發行影音產品制式電影及節目之營業額上升12%，其中錄像鐳射
碟制式（「錄像鐳射碟」）及數碼鐳射碟制式（「數碼鐳射碟」）電影及
節目之營業額分別上升6%及116%。本集團營業額大幅增加主要
是由於本集團優異之發行網絡提高效率及本集團之豐富影視節目
庫所致。此外，由於數碼鐳射碟音質及畫質素遠較錄像鐳射碟出
色，加上數碼鐳射碟機之售價普遍下降，令數碼鐳射碟產品廣受
歡迎，而有關影視產品發行量也相應上升。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MEI AH ENTERTAINMENT GROUP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站：http://www.meiah.com

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 終 業 績 公 佈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電影放映及轉授電影版權
回顧年度內電影放映及轉授電影版權之總營業額下降6%，主要
是由於鄰近地區經濟普遍疲弱及貨幣貶值所致。

提供互聯網科技及相關服務
提供互聯網相關服務之營業額較去年減少18%，主要是由於年內
不少互聯網內容供應商縮小規模甚至終止經營所致。

儘管市況不景，本集團仍於年內取得股東應佔溢利1,198,000港元
（二零零零年︰18,095,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
日分享旗下科技公司智庫科技有限公司（「智庫」）在香港聯交所創
業板上市之成果，年內錄得因攤薄智庫之股權而出現視為出售之
溢利，令應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機構之虧損有所減少。

前景—作好準備，迎接挑戰

展望未來，董事對本集團之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首先，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為本集團帶來前所
未有之商機。加入世貿將可剌激中國經濟，同時進一步推動中國
現正進行之經濟及法制改革，大幅提高娛樂產品之市場需求、加
強版權保障，並開放海外經營者以往無法進入之市場。本集團目
前正在中國發展龐大之發行網絡，並擁有若干根基穩固之中外合
營企業，因此有極大優勢充分利用未來之市場機會。

其次，影響本集團之區內經濟低潮有望於來年結束。董事預期區
內經濟將於二零零二年復蘇，屆時市場需求將出現反彈。

再者，最近之科技發展將本集團之業務帶到全新領域。隨著寬頻
上網服務及網上廣播(webcasting)、多方廣播(multicasting)、自選
影院(video-on-demand)等技術急速發展，若干舊有之市場障礙已
不復存在。董事認為，本集團可藉此提高在區內娛樂市場之佔有
率。

為充分掌握上述商機，本集團採取策略，利用其龐大電影節目庫
及發行網絡全面提高市場滲透率。本集團計劃加強及拓展現有之
發行網絡，並發展全新發行渠道及地區市場，並充分發揮該等產
品媒體及市場之協同互動作用，盡量擴大在各產品媒體及地區市
場之佔有率，同時提高整個發行網絡之盈利能力，以提升市場滲
透率。

為實施該等計劃，本集團有意增加產品媒體類別及擴大地區市
場，進一步利用其電影節目庫賺取資金。本集團電影節目庫之華
語電影藏量在全球數一數二，擁有大量賣座華語電影、中國名著
或歷史人物之電視連續劇、日本知名導演系列，以及介紹自然、
動物、中國文化習俗及醫藥食療之教育節目及紀錄片。董事預期
對本集團產品之需求在來年將會大幅增長。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推出亞太區衛星電影頻道，為
進入電視市場及實施業務策略邁出重要大步。本集團計劃將此頻
道發展為服務區內數以億計華人觀眾之優質華語家庭電影頻道或
「中文HBO電影頻道」。長遠而言，本集團之目標乃將該頻道展為
全球華語觀眾首選之華語電影頻道。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二日，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美亞電視有限公司
（「美亞電視」）獲香港特區廣播事務管理局授予為期12年之非本地
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本集團之影視節目庫深受觀眾歡迎，加上與
其他傳統及採用新科技之發行渠道相輔相承，可以有利價格提供
多元化電影及電視節目，使本集團較其他同業更具競爭優勢。本
集團相信本身具備足夠條件令此項投資獲得成功。

此項新業務將大幅改變本集團之業務組合，並為本集團開拓區內
甚至歐美前以往未能及至之市場，從而提高其盈利潛力。此外，
該業務亦可為本集團創造多個新收入來源，包括商業廣告、出售
轉播權、向其他電視台轉授各種電視節目版權或爭取與地產發展
商合作經營內部電視節目，透過合營業務形式分享溢利。在中國
市場方面，本集團已向中國廣播電視部申請在三星級或以上酒店
以及外籍人士聚居地區播放節目，作為開拓中國市場之試金石。

另外，本集團亦計劃與香港及中國等主要市場之大型互聯網服務
供應商建立策略聯盟，以把握寬頻帶來之新商機。董事預期本集
團將踏出重要一步，成為區內市場各大寬頻經營商之主要電影供
應商。

本集團擁有41%之聯營公司中華文化傳播集團有限公司（前稱中
華萬年網有限公司）正將其互聯網業務轉形，計劃發展為採購及
推廣寬頻內容之旗艦，集中製作及收購動畫、互動電影及文化節
目等寬頻內容。此外，本集團亦正精簡該公司之成本結構。

本集團亦正加強區內電影版權轉授及數碼鐳射碟／錄像鐳射碟之
傳統發行網絡，致力提升經營效益及市場滲透率，以增加盈利能
力。

本集團之「美亞娛樂」品牌一直為區內家庭娛樂事業之中流砥柱，
所製作及發行之電影及電視電影深受數以億計華人觀眾之喜愛。
本集團以往之業務投資非常成功，並擁有全港最豐富、最受歡迎
之電影節目庫。本集團將繼續積極擴展，為客戶製作及發行高質
素影視產品，為本集團投資者爭取最大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之銀行信貸合共83,274,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
十一日已動用其中64%，作為一般貿易業務資金。

本集團於結算日之負債資產比率為0.104（二零零零年：0.065），
乃根據銀行貸款總額39,304,000港元（二零零零年：24,551,000港
元）及股東資金376,46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378,145,000港元）
計算。

僱員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95名僱員。薪金每年檢
討一次，而若干職員則享有佣金。除基本薪金外，職員福利包括
不定額花紅、醫療保險計劃及供款公積金。

買賣或贖回股份
於年內，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美亞物業投資有限公司以每股2港
元購回本公司41,4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股份以供註銷，代價約
為83,000港元。於年結日，上述股份正在辦理註銷手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各附屬公司於年內並無買賣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除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並須根據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
上輪流告退及重選外，本公司於整個年度均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根據上市規則，由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文光先生及張恭泰先生
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成立。

本公司董事會已於同日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成立審核委
員會之指引」制訂及採納書面職權範圍，列明審核委員會之職權
及職務。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務包括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
報程序及內部監控。

詳細業績公佈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規定所有資料之詳細業績
公佈，將於稍後在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刊登。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國興

香港，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茲通告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假座香港九
龍紅磡德豐街20號香港海逸酒店一樓3號宴會廳舉行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以商討以下事項︰

1. 省覽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
董事會與核數師報告書；

2. 重選董事，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彼等之酬金及人數上限；

3. 委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 給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現已發行股本轂面值10%之股份；

5. 給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配發及處理不超過現已發行股本20%
之額外股份；

6. 擴大給予董事發行股份之一般授權，加入所購回股份數目。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唐慶枝

香港，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註︰

(a)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包括首尾兩日）將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

(b) 凡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可委任一名或多名代表代其出席及投
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倘委任超過一名代表，則有關委任文件須列
明每名受委代表所代表之股份數目及類別。

(c)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
明之該等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無論如何須早於大會指定舉行48小時前交回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記處分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中環夏愨道10號和記
大廈4樓，方為有效。

(d) 載有上文第4至6項決議案其他資料之通函將連同二零零一年年報一併寄予各股
東。

Job: MEI AH      Name: 7196Ann (E)   Date: 26-07-01  No. 0107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