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1）

截至二零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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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公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75,205 176,659
銷售成本 (149,874) (147,766)

毛利 25,331 28,893
其他收益 3 7,336 9,850
其他收入 4 8,995 10,652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5,688) (7,429)
行政開支 (31,076) (41,923)
電影版權之減值虧損 (7,632) (6,758)
其他開支 (1,285) (18,679)

經營虧損 4 (4,019) (25,394)
融資成本 5 (3,795) (4,38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1,237) (43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4,309 (3,095)

除稅前虧損 (4,742) (33,306)
稅項 6 (520) —

除稅後虧損 (5,262) (33,306)
少數股東權益 (316) 348

股東應佔虧損 (5,578) (32,958)

每股虧損  —  基本 7 (0.7仙) (4.3 仙)

附註：

1. 採納經修訂會計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並於二零零三
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經修訂會計實務準
則（「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所得稅」。

採納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對本集團之業績並無重大財
務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年內按各主要業務劃分之本集團營業額及經營虧損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影音產品 電影放映
形式銷售及 及電影 提供

發行之 版權授出 互聯網及 加工影音
電影及節目 及轉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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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35 19,372 22,479 219 — 175,205

未計減值之
分部業績 1,130 4,693 (9,444) (515) — (4,136)

電影版權、
電影版權
轉授及按金
之減值 (4,319) (3,313) — — — (7,632)

分部業績 (3,189) 1,380 (9,444) (515) — (11,768)

未分配收入 11,776
未分配成本 (4,027)

經營虧損 (4,019)
融資成本 (3,795)
應佔虧損減溢利：
共同控制實體 (1,237) — — — — (1,237)
聯營公司 — 1,899 — — 2,410 4,309

除稅前虧損 (4,742)
稅項 (520)

除稅後虧損 (5,262)
少數股東權益 (316)

股東應佔虧損 (5,578)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影音產品 電影放映
形式銷售及 及電影 提供

發行之 版權授出 互聯網及 加工影音
電影及節目 及轉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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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版權
轉授及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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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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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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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他收益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2,562 873
土地、樓宇、分租物業及
機器之租金收入 1,785 6,216

上市投資證券股息收入 — 700
發行佣金收入 2,987 1,697
利息收入 2 364

7,336 9,850

4. 經營虧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已計入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2,013 3,145
以往自損益賬撇銷之重估增值
—  投資物業# 5,396 —
—  租賃土地及樓宇# 20 —

呆賬撥備撥回# — 2,833

（# 列入其他收入）

已扣除
電影版權攤銷 7,304 3,029
永久及非永久電影版權攤銷 2,076 8,182
電影版權轉授攤銷 47,748 55,259
折舊
—  自置固定資產 5,369 12,113
—  租賃固定資產 675 1,076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3,537 4,134
融資租約之利息部份 258 249

所產生之總借貸成本 3,795 4,383

6. 稅項

由於本年度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此賬目並無就香港及海
外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三年：無）。

由於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共同控制實體於本
年度並無就中國稅項而言之任何應課稅收入，故此賬目並無
作出中國稅項撥備（二零零三年：無）。

年內，自綜合損益賬扣除之稅項乃指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稅項與使用本集團營運國家稅率所產生
之理論金額兩者間之差額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4,742) (33,306)

按稅率17.5%（二零零三年：
17.5%）計算 (830) (5,829)

毋須課稅收入 (2,178) (2,848)
不可扣稅開支 1,067 7,617
未確認稅項虧損 3,160 3,086
動用以往未確認稅項虧損 (699) (2,026)

稅項支出 520 —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虧損5,578,000港元（二零
零三年：32,958,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771,000,000股
（二零零三年：771,000,000股）計算。

由於在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兩個年度之每
股攤薄虧損。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股息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本集團本年度之股東應佔虧損
由約33,000,000港元減少至約5,600,000港元。董事並不建議
就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任何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目佔本年度總營業
額76%，年內減少約2.9%至約133,100,000港元（二零零三
年：約137,100,000港元），並繼續為本集團之主要收入來
源。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之收入微跌至約
19,4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約19,700,000港元）。年內，
本集團之電視業務為本集團帶來約22,500,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約19,300,000港元）之營業額。

市場競爭劇烈，加上本財政年度上半年爆發嚴重急性呼吸
系統綜合症對經濟環境及各行各業（包括娛樂行業）造成非
常不利之影響，打擊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分部收入。儘管本
集團自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年度以來藉開拓零售市場及發
行卡拉OK視像光碟與數碼多元光碟，實行發行渠道及產品
類別之多元化，惟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
目仍較去年微跌2.9%。

本集團一直致力發行符合客戶需求之影音產品，並通過擴
充市場以及向多間電影製作公司購入高質素及流行電影，
致力建立及增強其電影庫。本集團將繼續豐富其既有完善
之電影庫，並利用此寶貴資產為其股東帶來最大之回報。

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之收入維持穩定。年內，
本集團上映兩齣電影：「PTU」及「大丈夫」，而本集團擁有
50%權益之聯營公司天下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則上映「新紮師
妹2 —  美麗任務」。「PTU」在第二十七屆香港國際電影節
中獲選為開幕電影，並獲邀參與多個國際電影節。於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PTU」及「大丈夫」於第四十屆金馬獎頒獎
典禮分別獲11項及4項提名，而「PTU」更奪得最佳原創劇本
之獎項。於二零零四年三月舉行之第九屆金紫荊獎頒獎典
禮，「PTU」及「大丈夫」獲選為十大華語片，其中「PTU」更
奪得最佳電影及另外五個獎項，包括最佳導演、最佳男主
角、最佳編劇、最佳男配角及最佳女配角。此外，於二零
零四年四月舉行之第二十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
「PTU」奪得最佳導演之獎項，而「大丈夫」則奪得最佳新晉
導演獎及最佳男配角之獎項。「新紮師妹2 —  美麗任務」
在戲院上映、發行視像光碟及海外版權轉授方面亦取得令
人鼓舞之市場反應。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於電影製作行業，
製作廣受市場接納之高質素電影。

於二零零一年，本集團獲授12年期之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
牌照，並推出其首個放映頻道MATV1，提供其電影庫之電
影以及購自業務夥伴之其他節目。MATV1透過衛星放映免
費電影及節目，主要覆蓋東南亞地區。自此，本集團繼續
從其電視業務拓展具潛力之收益來源。年內，多個新設收
費電視頻道（包括now寬頻電視、ex-TV及香港寬頻）在香港
啟播，而本集團已與ex-TV及香港寬頻之營辦商取得合約，
以分別由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八
日起提供電影頻道MATV —  美亞電影頻道及MATV2 —
香港電影台。本集團致力發展上述頻道，使之成為「華語家
庭電影」專屬頻道。隨著香港電視頻道數目不斷增加，包括
近期公佈較現有模擬制式容許更多放映頻道之數碼電視信
號發展計劃，預期電視頻道內容之需求將會大增，故本集
團將繼續經營提供其他節目之頻道，如戲劇及資訊娛樂
等。憑藉其多年來投資於電視頻道及網絡之穩固基礎以及
其寶貴之電影庫，本集團相信，其將繼續取得可觀回報、
受惠於市場之新商機及享有電視業務之理想前景。

本集團對於中國內地（「中國」）市場電影及影音行業之發展
潛力同樣樂觀，尤其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內地與香
港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協議後，市場對娛樂產品之需求增
加，對版權之保護隨之加強，亦撤除打入中國市場之若干
限制。透過其強大分銷網絡，本集團已具備有利條件，把
握上述市場商機。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本集團以代價約25,000,000港元出售其
於智庫科技有限公司（「智庫」，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創業板上市之聯營公司）之全部權益。經參考本集團分佔
智庫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智庫最近期刊發賬目可
供查閱之日期）之資產淨值計算，出售之純利約為
15,700,000港元。董事認為，出售乃本集團變現其於智庫之
投資之良機，而經考慮出售之可觀溢利及運用該筆所得款
項可加強本集團之營運資金，董事認為，出售對本公司股
東有利，因而決定進行出售。該筆所得款項將用作本集團
之一般營運資金。

隨著實施有效及嚴謹之成本控制措施，本集團之銷售及市
場推廣開支分別減少23%及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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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本集團經驗豐富之管理層及清晰明確之業務策
略，本集團已具備穩固基礎，迎接經濟復甦時所帶來之商
機。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約
為71,000,000港元，其中約59,000,000港元經已動用。本集
團賬面淨值分別為142,000,000港元及500,000港元之若干物
業及定期存款已抵押予銀行，作為銀行信貸之擔保。本集
團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資產比率為24%（於二
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29%），乃根據銀行貸款、透支及
融資租約承擔合共約57,309,000港元（其中32,022,000港元、
5,046,000港元、16,280,000港元及3,9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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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927,000港元計算。本集團之借貸及銀行結餘主要以港
元計算，故此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值
24,37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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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版權轉授及按金從不間斷地
為本集團核心業務帶來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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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聯營公司信貸向銀
行作出擔保而須產生之或然負債約為5,300,000港元，而本
公司亦就若干附屬公司之銀行信貸約68,000,000港元作出擔
保。本集團有關電影製作及購買電影版權之承擔約為
13,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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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59名僱員。本集
團每年均會檢討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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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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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修訂生效
前之提述）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年報，稍後將於聯交所網站刊登。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國興先生、唐慶枝先生及周
其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尤勁峰博士及陳銀標先生，而獨
立非執行董事則為李文光先生及張睿佳先生。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國興

香港，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