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佈

業績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茲提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176,659 164,244
銷售成本 (147,766) (142,677)

毛利 28,893 21,567
其他收益 9,850 14,067
其他收入 10,652 28,658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7,429) (11,945)
行政開支 (41,923) (43,176)
電影版權之減值虧損 (6,758) (67,928)
其他開支 (18,679) (21,020)

經營虧損 2 (25,394) (79,777)
融資費用 (4,383) (2,42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434) (3,503)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減溢利 (3,095) (13,966)

除稅前虧損 (33,306) (99,675)
稅項 3 — (88)

除稅後虧損 (33,306) (99,763)
少數股東權益 348 —

股東應佔虧損 (32,958) (99,763)

每股虧損—  基本 4 (4.3仙) (12.9仙)

附註：

1. 營業額

按各主要業務劃分之本集團營業額及經營虧損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影放映、

以影音產品 電影版權 提供
形式發行之 出售及電影 互聯網及 加工影音
電影及節目 版權轉授 電視業務 相關服務 產品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37,091 19,723 19,343 502 — 176,659

未計減值之
分部業績 (4,649) 3,496 (12,985) (14,695) — (28,833)

電影版權、
電影轉授
版權及按金
之減值 (6,707) (51) — — — (6,758)

分部業績 (11,356) 3,445 (12,985) (14,695) — (35,591)

未分配收入 20,502
未分配成本 (10,305)

經營虧損 (25,394)
融資費用 (4,383)
應佔虧損減溢利：
共同控制實體 (434) — — — — (434)
聯營公司 — (1,618) — — (1,477) (3,095)

除稅前虧損 (33,306)
稅項 —

除稅後虧損 (33,306)
少數股東權益 348

股東應佔虧損 (32,958)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影放映、

以影音產品 電影版權 提供
形式發行之 出售及電影 互聯網及 加工影音
電影及節目 版權轉授 相關服務 產品 其他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32,112 30,672 671 — 789 164,244

未計減值之
分部業績 (17,699) (21,128) (793) — (6,561) (46,181)

電影版權、
電影轉授
版權及
按金
之減值 (31,697) (36,231) — — — (67,928)

分部業績 (49,396) (57,359) (793) — (6,561) (114,109)

未分配收入 42,725
未分配成本 (8,393)

經營虧損 (79,777)
融資費用 (2,429)
應佔虧損減溢利：
共同控制實體 (3,503) — — — — (3,503)
聯營公司 — (5,399) (7,886) (681) — (13,966)

除稅前虧損 (99,675)
稅項 (88)

股東應佔虧損 (99,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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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經營虧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已計入
出售投資證券之收益淨額 — 5,677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 20,960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3,145 —

已扣除
電影版權攤銷 3,029 16,189
永久及非永久電影版權攤銷 8,182 10,855
電影轉授版權攤銷 55,259 43,124
折舊：
—  自置固定資產 12,113 14,995
—  租賃固定資產 1,076 78

電影版權及攝製中電影減值 51 21,163
永久及非永久電影版權之減值 — 15,068
電影轉授版權及按金之減值 6,707 31,697
電影版權減值虧損 6,758 67,928

3. 稅項
由於本年度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二零零二年：無），因此並
無就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作出撥備。
由於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共同控制實體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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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年綜合損益賬扣除之稅項乃指應佔一家聯營公司之課稅。

4.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虧損32,958,000港元（二
零零二年： 99,763,000港元）及年內以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771,000,000股（二零零二年：771,058,527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
通股，故並無披露本年度每股攤薄虧損。由於行使於二零零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此
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計入該等購股權。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股息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提呈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本集團本年度之營業額及
股東應佔虧損分別約為 176,7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164,200,000港 元）及 33,000,000港 元（二 零 零 二 年 ：
99,800,000港元），與去年比較分別增加了7.5%及減少了
67%。年內虧損主要歸因於聯營公司應收款撥備約
11,6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5,600,000港元）、物業重估虧
絀超出過往重估盈餘之約 7,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1,600,000港元）及電影轉授版權及按金減值約6,700,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67,900,000港元）。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
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任何股息。
業務回顧
影音產品形式發行之電影及節目佔本年度總營業額77.6%，
年內增加約 3.8%至約 137,1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132,100,000港元），並繼續成為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來自
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出售及電影版權轉授之收入則減少
35.8%至約19,7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0,700,000港元）。
年內，本集團電視業務為本集團帶來約19,300,000港元（二
零零二年：無）之營業額。
儘管營商環境欠佳，本集團主要業務、銷售及發行視像光
碟（「VCD」）及數碼多元光碟（「DVD」）產品之營業額仍錄得
增長。年內，本集團向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及豐采多媒體
集團有限公司收購了為期三年在港澳兩地發行上述公司電
影庫內之電影之獨家發行權。本集團於年內又藉開拓零售
市場及發行卡拉OK VCD與DVD，實行發行渠道及產品類
別之多元化。
經過產品媒體擴散，市場擴充及向多家電影製作公司收購
電影版權，本集團建立之電影節目庫已成為全球華語片藏
量最豐富之電影節目庫之一。集團將致力發行流行之電影
及節目，從而加強本身的競爭力及開拓新收入來源。
本集團在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轉授方面營業額下降，是因
為娛樂行業隨全球經濟不景而走下坡。然而，集團仍努力
製作高質素電影：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本集團製作之「大頭
怪嬰」獲頒米蘭國際電影展之最佳剪接獎；本集團攝製之另
一齣電影「PTU」更是成績斐然，除獲選為第二十七屆香港
國際電影節之開幕電影外，更獲邀參加多個國際電影節。
隨著越來越多電視頻道（包括收費電視）在本港經營，可以
預見對電視頻道內容之需求將日益殷切。因此，本集團作
為提供高質素節目及電影之內容供應商，當可因以上市場
機會湧現而大大得益。
年內，本集團之電視業務也帶來約19,300,000港元營業額，
而繼二零零二年本集團獲授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後，
本集團將繼續開拓此等業務範疇之收入來源。
本集團亦看好中國市場之電影及影音業發展前景，尤其是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及內地最近跟本港訂立之更緊
密經貿關係協議後，市場對娛樂產品之需求將大大提高，
對版權之保護隨之加強，而打進內地市場之若干限制亦相
信將會撤除。透過廣州東亞音像製作有限公司（集團一家擁
有逾千小時內容之電視及電影片庫之共同控制實體），加上
國內之強大網絡，本集團已具備有利條件，把握日後之商
機。
隨著集團將軍澳總部落成，各大業務之整合已告完成，營
運效率得到進一步提昇。此外，本集團亦透過精簡業務來
嚴控成本。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把握一切機會，締造良好業績，為股
東爭取更佳回報。董事相信，憑藉集團經驗豐富之管理層
及清晰明確之業務策略，集團已具備穩固基礎，迎接不久
將來經濟復甦所帶來之商機。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
約為75,000,000港元，其中約72,000,000港元經已動用。本
集團若干賬面淨值分別為139,000,000港元及500,000港元之
物業及定期存款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所獲銀行信貸之擔
保。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資產比率為
29.5%，乃根據銀行貸款總額、透支及融資租約承擔約
70,294,000港元（其中 35,666,000港元、 9,126,000港元、
24,309,000港元及1,193,000港元須分別於一年內、第二年、
第三至第五年及五年後償還）及股東資金約238,594,000港元
計算。本集團之借貸及現金結存主要以港元列值，故此本
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幣波動之風險。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值
31,312,000港元。雖然如此，分類為非流動資產之本集團之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電影轉授版權及按金從不間斷地
為本集團核心業務產生收益，因此董事認為來年可動用之
營運資金足夠償付一年內應付之款項。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聯營公司所獲信貸
向銀行提供擔保而須承擔之或然負債約為9,000,000港元，
而物業、廠房與機器及收購電影版權之承擔則分別約為
159,000港元及29,340,000港元。上述承擔均將由本集團內部
資金及銀行信貸撥付。
僱員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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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亦設有購股權計劃，可向合資格僱員授出可認購本
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於年內概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於年內亦概無買賣本公司任何股份。
業績公佈詳情
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
錄16第45(1)至45(3)段規定之所有資料之詳盡業績公佈，將
儘快在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刊登。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國興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正假座香港九龍將
軍澳工業擥駿才街28號美亞集團中心會議廳舉行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以商討以下事項︰
1. 省覽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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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選董事、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及訂定董事之最高人數；
3. 續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列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根據及在適用法例之限制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董事會於有

關期間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以購回其股份；
(b) 依據上文(a)段所批准購回之股份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本決議

案通過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10%，上文之批准
亦以此為限；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至下列
較早時間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ii) 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方式撤銷或修訂本決議

案授予之權力；及
(iii)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召

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期限屆滿。」；
5.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列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一般及無條件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間內行使本公司所有權

力，在本公司所發行認股權證所附認購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
之任何股份以外，發行、配發及處理本公司額外股份，以及
訂立或授出可能須要在有關期間內或之後配發、發行或處理
股份之建議、協議或購股權，惟所發行、配發、處理或有條
件或無條件同意發行、配發或處理（不論依據購股權或其他
方式）之額外股份之面值總額（惟根據於指定記錄日期向股東
按其當時持股比例配售新股（董事會有權就零碎股份或就香
港以外任何地區之法例或任何認可監管機構或證券交易所之
規定所引致之任何限制或責任，必須或權宜取消股東在此方
面之權利或作出其他安排）或根據任何優先購股權計劃或當
時所採納之類似安排而向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僱

員發行本公司之股份或授出可購入本公司股份之權利或根據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規定之以股代息計劃或類似安排而配
發股份，以代替本公司股份之全部或部份股息除外），合共
不得超過本決議案通過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
20%，而上文之批准亦以此為限；及

(b)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至下列
較早時間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ii) 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方式撤銷或修訂本決議
案授予之權力；及

(iii)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召
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期限屆滿。」；及

6.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列普通決議案：

「動議將依據上文第4及第5項決議案授予本公司董事會而當時仍可
有效行使本公司之權力以配發股份及訂立或授出可能須要行使此
等權力之建議、協議及優先購股權之一般權力擴大，增幅為本公
司自獲得該一般授權後因本公司董事會行使本公司購回股份之權
力而購回之本公司股本中股份之面值總額，惟此數額不得超過於
本決議案通過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10%。」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陳麟浩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註︰

(a)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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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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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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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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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年報一併寄
予各股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