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1）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董事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

綜合財務資料。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表、綜合現金流量

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及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全部均為未

經審核及簡明），連同有關說明附註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79,208 78,973

銷售成本 (46,975) (54,149)

毛利 32,233 24,824

其他收益 4,945 5,249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8,425) (6,575)

行政及其他開支 (14,191) (12,159)

經營盈利 5 14,562 11,339

融資成本 (2,697) (1,361)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111)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減虧損 (546) 299

期內盈利 11,319 10,166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281 10,121
少數股東權益 38 45

11,319 10,166

每股盈利 7
基本 1.38仙 1.31仙
攤薄 1.38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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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3,185 104,555
投資物業 61,450 61,45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2,755 12,916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4,327 24,419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546 4,687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電影轉授版權及按金 78,035 73,56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非流動部份 9 30,734 29,983

流動資產
存貨 6,641 7,42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39,721 24,542
銀行結存及現金 64,296 17,595

110,658 49,557

總資產 424,690 361,131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82,300 77,100
儲備 183,266 161,103

股東資金 265,566 238,203
少數股東權益 (4) (42)

總權益 265,562 238,161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554 4,554
借貸 — 15,212
可換股票據 11 96,011 —
融資租約承擔 113 182

100,678 19,94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0 7,260 8,888
預收款項及應計費用 50,041 63,963
應付票據 1,011 3,867
借貸 — 26,147
融資租約承擔 138 157

58,450 103,022

總負債 159,128 122,970

總權益及負債 424,690 361,131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52,208 (53,46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66,240 25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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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歸屬於股東

保留

可換 可供出售 盈利／

股份贖回 股票據  — 金融資產 （累計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繳入盈餘 匯兌差額 權益部份 儲備 虧損） 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 77,100 222,791 12 128,545 (306) — — (210,780) (131) 217,231

期內盈利 — — — — — — — 10,121 45 10,166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77,100 222,791 12 128,545 (306) — — (200,659) (86) 227,397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 77,100 — 12 107,099 (306) — 463 53,835 (42) 238,161

發行普通股，已扣除發行開支 5,200 11,156 — — — — — — — 16,356

發行可換股票據  －  權益部份 — — — — — 3,050 — — — 3,050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末期股息（附註8） — — — — — — — (2,881) — (2,881)

重估虧絀 — — — — — — (443) — — (443)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淨收入 5,200 11,156 — — — 3,050 (443) (2,881) — 16,082

期內盈利 — — — — — — — 11,281 38 11,319

期內確認之總收入 5,200 11,156 — — — 3,050 (443) 8,400 38 27,401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82,300 11,156 12 107,099 (306) 3,050 20 62,235 (4) 26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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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選擇附註

1. 一般資料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電視業務、電影放映及電影

版權授出及轉授、銷售及發行電影及節目以及透過其聯營公司加工影音產品。

本公司乃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獲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半年度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而編製。中期簡明財務報告應與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3. 會計政策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符。必須於截至二零

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採用之該等新訂會計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及詮釋並不會對本集團構成重

大影響。



— 5 —

4. 分部資料

期內，以主要呈報方式按業務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影音產品

電影放映及形式銷售及

電影版權 發行之 加工

電視業務 授出及轉授電影及節目 影音產品 對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銷售 28,628 32,167 18,413 — — 79,208

分部間銷售 — 4,271 — — (4,271) —

28,628 36,438 18,413 — (4,271) 79,208

分部業績 9,385 3,152 1,933 — (831) 13,639

未分配收入 4,361

未分配成本 (3,438)

經營盈利 14,562

融資成本 (2,697)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虧損） — — — (546) — (546)

期內盈利 11,319

物業、機器及設備

— 增加 12 — 2 — — 14

— 未分配增加 978

992

— 折舊 237 23 192 — — 452

— 未分配折舊 1,910

2,362

電影版權、電影轉授版權及按金

— 增加 13,222 11,204 3,895 — (4,271) 24,050

— 攤銷 6,140 13,356 3,523 — (3,439) 1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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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影音產品

電影放映及形式銷售及

電影版權 發行之 加工

電視業務 授出及轉授電影及節目 影音產品 對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銷售 29,365 23,297 26,311 — — 78,973

分部間銷售 — 2,700 — — (2,700) —

29,365 25,997 26,311 — (2,700) 78,973

分部業績 9,201 2,118 (784) — 1,089 11,624

未分配收入 4,706

未分配成本 (4,991)

經營盈利 11,339

融資成本 (1,361)

應佔盈利／（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 — (111) — (111)

聯營公司 — 1,303 (105) (899) 299

期內盈利 10,166

物業、機器及設備

— 增加 645 15 90 — — 750

— 未分配增加 239

989

— 折舊 42 21 337 — — 400

— 未分配折舊 1,921

2,321

電影版權、電影

轉授版權及按金

— 增加 14,762 29,800 7,601 — (2,630) 49,533

— 攤銷 7,801 13,637 12,180 — (3,789) 2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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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以影音產品

電影放映及形式銷售及

電影版權 發行之 加工影音

電視業務 授出及轉授電影及節目 產品 對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36,930 60,173 115,810 — (8,406) 204,507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 — — — —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 — 24,327 — 24,327

未分配資產 195,856

總資產 424,690

分部負債 (16,143) (34,216) (3,337) — — (53,696)

未分配負債 (105,432)

總負債 (159,128)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以影音產品

電影放映及形式銷售及

電影版權 發行之 加工影音

電視業務 授出及轉授電影及節目 產品 對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30,029 51,194 67,627 — (7,620) 141,230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 — — — —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 — 24,419 — 24,419

未分配資產 195,482

總資產 361,131

分部負債 (27,756) (44,377) (23,099) — — (95,232)

未分配負債 (27,738)

總負債 (122,970)

由於香港以外市場佔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及綜合買賣業績少於10%，因此並無提供地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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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盈利

經營盈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計入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60 71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收益 264 —

已扣除

電影版權攤銷 19,580 29,829

固定資產折舊 2,362 2,321

銷貨成本 6,143 23,117

6. 稅項

由於本集團有由過往年度結轉之稅項虧損，因此本期間並無就香港利得稅及海外稅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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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項收入，故此並無於

簡明財務資料就中國稅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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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盈利11,281,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0,121,000港元）及期

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819,874,317股（二零零五年：771,000,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就假設按初步兌換價每股0.44港元兌換可換股票據（附註11）而調整未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及調整純利以對銷利息及交易開支減稅務影響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11,281

利息及交易開支（扣除稅項） 875

用以釐定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12,156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819,874

就假設兌換可換股票據而調整（千股） 63,338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883,212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1.38

由於在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因此並無披露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

8. 股息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0.0035港元（二零零五年：無），合共2,881,000港元

（二零零五年：無），並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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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28,642 27,467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814) (3,814)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24,828 23,65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5,627 30,872

70,455 54,525

減︰非流動部份

— 貿易應收款項 (14,789) (16,190)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945) (13,793)

(30,734) (29,983)

39,721 24,542

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4,468 7,190

四至六個月 4,040 3,255

超過六個月 20,134 17,022

28,642 27,467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期一般為7至90日。經仔細考慮若干客戶之信貸紀錄、財務狀況或現有抵押後，

該等客戶之信貸期可延長至超過十二個月。信貸期超過十二個月之結餘乃於綜合資產負債表中應收款項之

非流動部份分類及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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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4,355 5,817

四至六個月 1,197 678

超過六個月 1,708 2,393

7,260 8,888

11.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錦興集團有限公司及兩名其他票據認購人（兩者均為同一投資經理管

理之投資基金）訂立三份票據認購協議，內容有關認購本金總額為1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票據」）。

初步兌換價（可因若干事件作出反攤薄調整及按票據認購協議所載之機制作出重訂）為每股0.44港元。於票

據按初步兌換價獲全面兌換時，票據持有人將獲發行及配發合共227,272,726股本公司新普通股。票據之利

率為年息4厘，按每半年支付利息。票據將於自發行日起計第三週年到期。票據認購協議之其他條款及條件

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刊發之公告及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九日刊發之通函。認購協議經已

完成，而票據亦已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一日發行。

負債部份及權益兌換部份之價值乃於發行票據時釐定。負債部份之公平值乃採用等價之非可兌換借貸之市

場利率計算。剩餘價值指權益兌換部份之價值，乃計入儲備項下之股東權益。

於資產負債表確認之票據計算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一日所發行票據之公平值 100,000

有關發行票據之交易成本 (1,999)

98,001

權益部份 (3,050)

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一日初步確認之負債部份 94,951

利息開支 961

交易成本 99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負債部份 96,011

票據之負債部份於發行時之公平值為96,888,000港元。公平值乃採用按借貸利率7厘貼現現金流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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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附屬公司獲授銀行信貸而向銀行作出擔保之或然負債約為23,794,000港

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64,375,000港元）。

13. 承擔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電影製作及版權協議有已訂約但未於該等財務資料內作出撥備之承擔

約7,25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2,830,000港元）。

14.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本集團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以代價30,000,000港元認購150,000,000

股天下媒體集團有限公司（「天下」，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新股。認購協議須待若

干條件獲達成後，方告完成，而緊隨完成後，本集團將持有天下經認購協議及其他認購協議擴大之已發行

股本約46.15%。認購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刊發之公告。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79,208,000港元

（二零零五年：78,97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輕微增加。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由

10,121,000港元增加11%至11,281,000港元。

本集團來自電視分部之收益貢獻維持於約29,000,000港元水平，相當於本集團營業額約36%。

自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推出其首個廣播頻道，提供其電影庫之電影以及來自業務夥伴之其

他節目起，本集團不斷從其電視業務開拓多項收益來源。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向now寬頻電影、有線電視及馬來西亞提供頻道。自二零零六年五月起，本集團亦開始向

一個日本收費電視平台提供內容。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本集團亦已取得合約，向新加坡

一個電視平台提供電影頻道。此外，本集團亦與若干流動電話營辦商簽訂合約以提供頻道

內容。展望將來，本集團以為其他亞洲國家提供頻道，並取得該等電視頻道播放時段之廣

告收入，且發展更多不同類型之頻道為目標。

本集團將繼續透過收購、自行製作及聯合製作，加強其電影庫。憑藉本集團之電影庫及透

過本集團購入節目之經驗及網絡，本集團有信心，其將繼續為其觀眾提供優質及符合觀眾

要求之電視節目。本集團亦相信，其電視分部具備龐大增長潛力，並將繼續為本集團帶來

顯著且日益增加之貢獻。數碼電視較現有模擬制式容許更多放映頻道，故預期對電視頻道

內容之需求將隨香港之收費電視日益受歡迎以及香港及中國之電視訊號數碼化計劃而大增，

而本集團相信，其將繼續從這些新市場商機取得成果及可觀回報，以及受惠於其電視業務

之理想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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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付本集團對內容之需求，本集團分配更多資源製作電影。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推出「獨家試愛」、「至尊無賴」、「新紮師妹3」及「大丈夫2」。電影放

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分部之營業額由25,997,000港元增加40%至36,438,000港元。上述各

齣電影之市場反映熱烈。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繼續投資及全力支持香港電影製作行業，並

以製作廣受歡迎之優質電影為目標。

由於本集團重新分配資源及相關行業環境之影響，故其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

及節目應佔收益由26,311,000港元下跌30%至18,413,000港元。

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分部之業績受整體行業氣氛所影響。較少新電影於期內推出，

且競爭仍然激烈。隨著透過互聯網下載、以可重寫光碟機抄錄及商店向客戶提供影碟租借

服務等侵犯版權行為日趨普遍，銷售及發行影碟業務處於困境。儘管如此，本集團將繼續

購入符合客戶要求及受歡迎之影片，並致力將發行渠道多元化，以保持競爭力。

為應付本集團之業務發展及擴充，本集團於期內進行若干集資活動。二零零六年三月，本

公司與主要全球資訊科技服務供應商 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Inc.（「IDG」）所管理之基金訂

立配售協議，以籌集16,300,000港元作營運資金。二零零六年四月，協議完成，股份亦獲配

發。二零零六年六月，本公司亦與三名認購人訂立協議以發行可換股票據。發行可換股票

據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8,000,000港元。若干所得款項已用作償還銀行借貸，而餘下款項擬

用作收購電影、開發新媒體項目及增加營運資金。本公司相信，其亦將自擴闊之股東基礎

及增加參與全球娛樂行業中受惠。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本集團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以代價30,000,000港元認購

150,000,000股天下媒體集團有限公司（「天下」，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之公

司）新股。認購協議須待若干條件獲達成後，方告完成，而緊隨完成後，天下將成為本集團

之聯營公司，而本集團屆時將可透過天下之專業製作隊伍增強其製作部門，以支持本集團

之電視、授權及分銷業務之內容需求。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緊握每個機會，為其股東帶來最大回報及回饋彼等之長期支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約為54,000,000港元，其中約1,000,000

港元已經動用。本集團賬面淨值166,000,000港元之若干存款及物業已抵押予銀行，作為銀

行信貸之擔保。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負債資產比率為36%，乃按可換股票據負

債部份，（於三年內到期）及融資租約承擔合共約96,262,000港元（其中138,000港元及113,000

港元分別於一年內及第二年償還）以及股東資金約265,56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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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或然負債及承擔之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12及13。承擔將以本集團內部資

金及銀行信貸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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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48名僱員。本集團定期按個別僱員表現檢討薪酬。

除基本薪金外，僱員福利亦包括不定額花紅、醫療保險計劃及供款公積金。本集團亦設有

購股權計劃，合資格僱員可據此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對有關非執行董事之任期有所偏離外，本集

團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項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

任期，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

措施，以應付守則條文規定有關非執行董事任期之規定。

買賣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買賣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

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國興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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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陳銀鏢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張睿佳先生、王華蓉女士及張明敏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