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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1）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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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
合財務資料。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綜合現金流量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及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全
部均為未經審核及簡明），連同選擇說明附註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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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 57,012 46,242
銷售成本 (42,158) (49,667)  
毛利╱（毛損） 14,854 (3,425)
其他收入 6 7,022 7,922
其他（虧損）╱收益 — 淨額 7 (2,313) 5,394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925) (9,284)
行政開支 (44,493) (29,372)  
經營虧損 8 (26,855) (28,765)
融資收入 650 380
融資成本 (809) (93)
融資（成本）╱收入 — 淨額 (159) 28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淨額 (5,737) (1,902)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 (963)  
除所得稅前虧損 (32,751) (31,343)
所得稅開支 9 (235) (495)  
期內虧損 (32,986) (31,838)  
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9,742) (29,928)
非控股權益 (3,244) (1,910)  

(32,986) (31,838)  
每股虧損 10 （0.50港仙） （0.5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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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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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32,986) (31,838)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樓宇重估盈餘 2,616 2,797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389) (431)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允值虧損 — (1,708)
外幣換算差額 (8,270) (5,020)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6,043) (4,362)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39,029) (36,200)  

應佔：
— 本公司擁有人 (35,785) (34,290)
— 非控股權益 (3,244) (1,910)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39,029) (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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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5,325 25,720
物業、機器及設備 182,332 184,813
投資物業 242,336 241,486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181,919 176,17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2,937 11,121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4 4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3,498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2 6,063 5,918  

650,916 648,736  

流動資產
存貨 135 17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25,273 44,254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40,677 41,922
已抵押銀行存款 23,500 23,500
短期銀行存款 3,019 1,85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4,030 55,406  

126,634 167,117  

總資產 777,550 81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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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 118,475 118,475
股份溢價 407,428 407,428
儲備 61,949 97,734  

股東資金 587,852 623,637
非控股權益 1,447 4,691  

總權益 589,299 628,328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4 5,555 6,452
融資租約負債 15 61 144
遞延所得稅負債 24,737 24,445  

30,353 31,04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78,118 78,434
預收款項 16,686 25,458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624 1,834
借貸 14 50,134 39,590
融資租約負債 168 168
當期所得稅負債 11,168 11,000  

157,898 156,484  

總負債 188,251 187,525  

總權益及負債 777,550 81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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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股份

贖回儲備 繳入盈餘 匯兌差額
樓宇

重估儲備

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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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如過往呈報） 118,475 407,428 12 189,009 (1,889) 78,135 2,481 (170,014) 4,691 628,328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重新分類
（附註3） — — — — — — (2,481) 2,481 — —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重列） 118,475 407,428 12 189,009 (1,889) 78,135 — (167,533) 4,691 628,328          

全面虧損
期內虧損 — — — — — — — (29,742) (3,244) (32,986)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盈餘 — — — — — 2,616 — — — 2,616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 — — — — (389) — — — (389)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 — — — (8,270) — — — — (8,270)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8,270) 2,227 — — — (6,043)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8,270) 2,227 — (29,742) (3,244) (39,029)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118,475 407,428 12 189,009 (10,159) 80,362 — (197,275) 1,447 58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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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股份

贖回儲備 繳入盈餘

以股份

為基礎之

付款儲備 匯兌差額

樓宇

重估儲備

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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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本集團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118,475 407,428 12 189,009 11,861 8,814 73,048 5,645 (132,716) 6,046 687,622           

全面虧損

期內虧損 — — — — — — — — (29,928) (1,910) (31,838)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盈餘 — — — — — — 2,797 — — — 2,797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 — — — — — (431) — — — (431)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允值虧損 — — — — — — — (1,708) — — (1,708)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 — — — — (5,020) — — — — (5,020)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 (5,020) 2,366 (1,708) — — (4,362)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 (5,020) 2,366 (1,708) (29,928) (1,910) (36,200)

購股權失效 — — — — (11,861) — — — 11,861 — —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118,475 407,428 12 189,009 — 3,794 75,414 3,937 (150,783) 4,136 65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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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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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營運所得現金 6,919 9,518
已付所得稅 (164) (542)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6,755 8,97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724) (1,289)
購買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22,584) (74,813)
已收利息 650 38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7,553) —
短期存款變動 (1,163) (45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1,374) (76,178)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銀行貸款所得款項╱（償還銀行貸款） 6,487 (678)
已付貸款及透支利息 (804) (84)
融資租約之利息部份 (5) (9)
償還融資租約之資本部份 (83) (154)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5,595 (92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淨額 (19,024) (68,127)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7,023 123,585
匯兌差額 (5,512) (1,104)  

期末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2,487 54,35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結存分析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4,030 63,399
銀行透支 (21,543) (9,045)  

12,487 54,354  



— 8 —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選擇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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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影版權授出及轉授、影院業務、演唱會及籌辦活動、手機遊戲應用程式及在線視頻、藝人管理、以影音
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目以及物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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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獲批准刊發。

2. 編撰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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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撰。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撰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32,751,000港元。另外，於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31,264,000港元。

董事經考慮本集團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可動用銀行信貸及本集團其他之財務資源，認為本集團有
足夠財務資源，在資產負債表日期之後的十二個月，適時清償到期的債務。因此，董事相信本集團將可
持續經營，並按持續經營之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

3. 會計政策

誠如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述，本公司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所用者一致，惟預期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
除外，有關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下文：–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財務報告準則及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集團
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本集團受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金融資產之分類和計量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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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它列出確認和計量金融
資產、金融負債及一些買賣非金融項目合約之要求。

本集團已根據過渡要求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存在之項目。本集團已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確認首次應用之累計影響作為期初權益之調整。因此，比較資料繼續按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呈報。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初始應用日期），本集團之管理層已評估適用於本集
團持有之金融資產之業務模式，並將其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重
新分類金融資產之主要影響如下﹕–

按公允值
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之期初結餘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41,922 3,498 2,481 (170,014)
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允值
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498 (3,498) (2,481) 2,481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之期初結餘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45,420 — — (167,533)    

該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效之其他新訂會計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及詮釋與本
集團無關或對本集團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4.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需要作出有可能影響會計政策之運用及資產及負債以及收入及支出申報金
額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不同。

編製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在運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時所作出之重大判斷及估計不明朗因
素之主要來源與適用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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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期內，以主要呈報方式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視業務

電影放映及
電影版權

授出及轉授 影院業務
演唱會

及籌辦活動

手機遊戲
應用程式及
在線視頻 藝人管理

以影音產品
形式銷售及

發行之
電影及節目 物業投資 對銷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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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a)）

分部收益 21,953 9,839 10,962 10,908 2,703 617 30 — — 57,012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3,847) (6,682) (2,953) (4,888) (9,017) (136) (3,017) 5,988 123 (24,429)
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租賃土地及 
土地使用權之折舊及攤銷 (307) (81) (761) (252) (47) — (162) — — (1,610)

投資物業重估之公允值收益 — — — — — — — 2,430 — 2,430
電影版權攤銷 (7,269) (7,553) — — — — — — 123 (14,69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 — — (5,983) — — — — (5,983)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41 — 654 1 — — 14 — — 710
添置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6,546 16,038 — — — — — — — 22,584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37,807 180,693 10,153 7,071 4,881 1,383 1,910 251,210 — 495,108
可呈報分部負債 (19,097) (48,818) (14,654) (10,501) (3,002) (15) (1,691) (29,224) — (12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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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視業務

電影放映及
電影版權

授出及轉授 影院業務
演唱會

及籌辦活動

手機遊戲
應用程式及
在線視頻 藝人管理

以影音產品
形式銷售及

發行之
電影及節目 物業投資 對銷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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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a)）

分部間銷售 20,081 9,518 11,725 3,908 — 76 934 — — 46,242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5,320) (21,005) (710) (4,006) (5,875) (408) (72) 13,518 29 (23,849)
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租賃土地及 
土地使用權之折舊及攤銷 (33) (39) (762) — (218) — (190) — — (1,242)

投資物業重估之公允值收益 — — — — — — — 10,560 — 10,560
電影版權攤銷 (7,830) (5,708) — — — — — — 25 (13,513)
電影版權減值撥備 — 13,752 — — — — — — — 13,752
分佔虧損

— 一間聯營公司 — — — — (2,947) — — — — (2,947)
— 一間合營企業 — — — — (963) — — — — (963)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45 788 163 — 28 — — — — 1,024
添置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6,890 67,901 — — — — — — — 74,791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41,528 197,089 6,183 20,827 1,263 6,310 29,883 247,172 — 550,255
可呈報分部負債 (29,495) (45,595) (18,137) (13,388) (1,214) (221) (1,855) (27,517) — (13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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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虧損 (24,429) (23,849)
未分配款項：
未分配其他收入 1,759 1,877
未分配其他（虧損）╱收益 (4,743) (5,166)
未分配財務收入 — 淨額 (450) 187
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折舊及攤銷 (3,393) (3,159)
未分配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246 1,045
未分配企業開支 (1,741) (2,278)  

除所得稅前虧損 (32,751) (31,343)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495,108 550,255
未分配資產：
未分配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07,251 203,645
未分配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3,498
未分配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40,677 41,922
未分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3,500 112
未分配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0,811 11,125
未分配企業資產 203 5,296  

總資產 777,550 815,853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127,002 137,422
未分配負債：
未分配銀行借貸 55,899 46,042
未分配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624 1,834
未分配企業負債 3,726 2,227  

總負債 188,251 18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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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報告方式 — 地區分部

本集團以香港作為註冊地。其位於香港及其他國家之外部客戶收益及非流動資產（財務資產除外）之業績
概述如下：

外部客戶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9,236 19,738
中華人民共和國 14,049 12,315
台灣 4,471 4,550
其他國家 19,256 9,639  

57,012 46,242  

非流動資產
（財務資產除外）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56,033 449,907
中華人民共和國 141,427 141,235
台灣 26,099 27,244
其他國家 21,294 20,934  

644,853 639,320  

附註 (a)

(a) 「物業投資」分部應佔之收益已計入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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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1,759 1,877
租金收入 4,375 4,157
管理費及其他收入 888 1,888  

7,022 7,922  

7. 其他（虧損）╱收益 — 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2,430 10,56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公允值虧損 (4,743) (5,166)  

(2,313) 5,394  

8.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以及行政開支之開支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影版權攤銷 14,699 13,513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395 394
銷貨成本 267 412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4,608 4,008
僱員福利開支 22,155 20,234
電影版權減值撥備 — 1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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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稅項

香港利得稅已按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利潤以稅率16.5%（二零一七年：16.5%）作出撥備。海外利潤之稅
款則按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利潤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332 350
遞延所得稅 (97) 145  

235 495  

10. 每股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29,742,000港元（二零一七年：29,928,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923,739,000股（二零一七年：5,923,739,000股）計算。

(b) 攤薄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期內概無未行使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
基本虧損相同。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潛在新增普通股具反攤薄效應，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
股基本虧損相同。

11.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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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37,157 45,711
減：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0,868) (20,868)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16,289 24,843

預付款項 1,904 6,464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3,143 18,865  

31,336 50,172
減：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 非流動部份 (6,063) (5,918)  

流動部份 25,273 44,254  

按發票日期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7,384 24,843
四至六個月 8,905 —
超過六個月 20,868 20,868  

37,157 45,711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期一般為7至90天。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4,596 2,41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3,522 76,022  

78,118 7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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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4,265 2,081
四至六個月 — —
超過六個月 331 331  

4,596 2,412  

14. 借貸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21,543 18,383
有抵押銀行貸款 — 流動部份 28,591 21,207  

銀行借貸 — 流動部份 50,134 39,590
有抵押銀行貸款 — 非流動部份 5,555 6,452  

借貸總額 55,689 46,042  

(a) 借貸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0,134 39,590
一至兩年內 1,523 1,606
兩至五年內 4,032 4,846  

55,689 4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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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融資租約負債

融資租約負債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約負債總額 ─ 最低租賃付款

一年內 176 176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59 147  

235 323
融資租約之未來融資費用 (6) (11)  

229 312  

融資租約負債之現值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一年內 168 168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61 144  

229 312  

16. 股本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5,000,000 15,000,000 3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5,923,739 5,923,739 118,475 118,475    



— 19 —

17.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於財務資料內作出撥備之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23,110 72,875
投資 — 61,306
版權 — 5,225  

23,110 139,406  

18. 經營租約承擔

(a) 經營租約承擔 — 集團公司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就其影院業務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協議租賃若干辦公室及物業。租期介乎15至20年。根
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支付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163 6,926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25,333 27,817
五年以上 47,112 55,607  

78,608 9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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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營租約承擔 — 集團公司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向若干客戶出租其投資物業。租期介乎2至3年。根據不可撤銷經營
租約收取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105 2,631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3,692 2,844  

8,797 5,475  

19. 有關連人士交易

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其他部份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之重大有關連人士交易如
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播放、後期製作及修復服務 4,663 6,991
應收聯營公司之租金收入 727 487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管理費收入 122 122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利息收入 233 233
應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行政成本 368 368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業務回顧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收益57,012,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46,242,000港元）、毛利14,854,000港元（二零一七年：毛損3,425,000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虧損29,742,000港元（二零一七年：29,928,000港元）。過往期間錄得毛損乃主要由於電
影版權減值撥備約13,800,000港元所致，而本期間概無該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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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來自本集團電視分部之收益由約20,100,000港元增加至21,9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
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經不同營運商提供頻道，包括在若干亞洲地區透過HBO平台提供
「RED by HBO」頻道、透過中華電信自選電影平台提供高清電影頻道、在香港透過無綫收費
電視及中國之愛奇藝平台提供電影頻道。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與HBO Asia訂立一份協議，於亞洲不同市場共同推出及分銷亞洲專
門頻道「RED by HBO」。於二零一八年，本集團與HBO Asia簽訂兩份補充協議，延伸及深化
合作。兩份補充協議主要由傳統電視頻道服務擴展至新媒體網上業務，並將合作期延長五年
至二零二二年。此外，亞洲其中一個最重要媒體市場新加坡之傳統電視平台及OTT平台之頻
道服務，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開展業務。

憑藉與HBO Asia擴大合作及與地區內其他主要媒體群之現有合作，本集團把握有利位置，
作為其中一間內容提供者，為大中華及亞洲地區之傳統及新媒體平台提供內容。我們相信，
媒體行業現正處於由傳統電視頻道業務轉移至新媒體業務之階段，且為本集團創造黃金機
會，迅速擴展其媒體業務。

其他頻道亦穩定地為本集團帶來貢獻。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繼續發掘各種機會，與其他營運
商及其他媒體平台發展多條頻道。

來自本集團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分部之收益貢獻由約9,500,000港元微升至
9,800,000港元。若干新電影正製作中，並預期將於來年在市場上映。該等項目於預售時之市
場反應令人鼓舞。

除自行製作及投資外，本集團亦藉着其已建立多年之龐大發行網絡，推廣其電影分銷代理業
務。憑藉本集團之電影庫以及採購節目之經驗及網絡，本集團有信心繼續提供符合觀眾口味
之優質節目。

本集團已開始進軍中國影院市場，並於二零一一年在天津設立首家影院。本集團位於上海
市之另一間影院亦已於二零一三年投入營運。本集團之影院均為數碼影院，備有3D電影
放映設備。位於天津之影院共有7個銀幕及約1,200個座位，而位於上海市嘉定區之影院共
有10個銀幕及約1,600個座位。兩家影院於期內帶來合共約10,9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11,700,000港元）之收益。收益下跌乃主要由於鄰近競爭加劇所致。本集團現正於廣州興建一
間共有9個銀幕及約1,300個座位之新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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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由於期內所舉辦之表演項目較多，故本集團之演唱會經營分部錄得收益約10,9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3,900,000港元）。本集團認為，此分部將繼續為本集團帶來更多貢獻。

手機遊戲應用程式及在線視頻分部方面，本集團已推出其視頻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當中包
括電影、電視劇及娛樂新聞內容；而本集團亦已投資於從事遊戲開發╱分銷以及網上廣告平
台業務之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業公司。展望將來，本集團認為新媒體投資將在行業引發一
場革命，並符合預期市場需求。

本集團已發展其藝人管理業務，並管理數名藝人之工作。期內，本集團之藝人管理業務貢獻
收益約607,000港元（二零一七年：76,000港元）。該業務成為建立藝人管理業務之基礎，且
本集團將發掘其他具潛質之藝人及表現者，以招攬及培育人才。

期內，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電影及節目應佔之收益並不重大。

本集團透過其聯營公司愛視通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愛視通」）經營頻道管理業務。除向
本集團提供頻道管理服務外，愛視通亦向數家其他媒體營運商提供相同播放服務外加後期製
作、高清電影修復及互聯網網絡解決方案。愛視通已計劃利用其已開發之平台，令客戶能傳
播不同形式之內容至不同終端，期望日後為愛視通及本集團帶來可觀回報。

期內，因投資市況轉變，本集團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錄得公允值虧損約4,7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5,200,000港元）。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錄得重估盈餘約2,400,000港元
（二零一七年：10,600,000港元）。該等未變現收益╱虧損對本集團之現金流量並無影響。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三日，本公司接獲一份傳訊令狀及申索聲明（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
日、二零一四年四月四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經進一步修訂），一名第三方並無於當中
就有關清盤中聯營公司管理層之指稱欺詐行為之損害賠償金額提出具體申索金額。在聽取法
律顧問之意見（已考慮迄今所獲資料）後，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申索理據薄弱，而本公司有
充份理據為其立場辯護。有鑑於此，本公司董事預期有關訴訟不會產生任何重大負債，且不
會對本公司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狀況或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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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發掘其他機會，為其股東帶來最大回報以回饋彼等長期支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融資約為71,000,000港元，其中約
55,700,000港元已動用。本公司簽立之公司擔保及本集團總賬面淨值115,000,000港元之若
干存款、財務資產及物業已質押予銀行，作為銀行融資之擔保。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
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9.5%，乃按銀行貸款及融資租約負債總額55,918,000港元（其中
50,302,000港元、1,584,000港元及4,032,000港元分別須於一年內、第二年內及第三至第五年
內償還）以及股東資金約587,852,000港元計算。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借貸主要以港元、人民
幣及新台幣計值。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其外幣風險。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
集團並無進行任何衍生工具交易，亦無訂立任何財務工具對沖所面對之外幣風險。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電影製作、電影及節目版權授出協議之承擔約為
23,000,000港元。承擔將以本集團內部資源及銀行信貸以及其他可用融資撥付。

僱員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有137名員工。本集團定期按市場趨勢及個別員工
表現檢討薪酬。除基本薪金外，員工福利包括酌情花紅、醫療保險計劃及供款公積金。本集
團亦設有購股權計劃，合資格參與者可據此獲授購股權以購入本公司股份。僱員福利開支
22,100,000港元已於期內在損益表扣除。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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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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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行為守
則，其條款不比上市規則附錄10項下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寬鬆，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
查詢後，本公司董事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及其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採納之行
為守則。

買賣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並無買賣任何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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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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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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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燈旭先生及董明博士；非
執行董事為熊曉鴿先生及Alan Cole-Ford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林家禮博士、郭燕軍
先生及梁德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