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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1）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告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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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37,300 153,394
銷售成本 (89,345) (102,601)

毛利 47,955 50,793
其他收入 2 10,476 11,023
其他收益 3 23,520 8,391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3,947) (15,357)
行政開支 (29,104) (25,686)
其他開支 (1,864) (4,256)

經營盈利 4 37,036 24,908
融資成本 (11,984) (2,90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332) (2)

除所得稅前盈利 22,720 21,997
所得稅開支 5 (733) (1,527)

年內盈利 21,987 20,470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1,933 20,378
少數股東權益 54 92

21,987 20,470

每股盈利  —  基本 6 2.67 港仙 2.64港仙

每股盈利  —  攤薄 6 1.78 港仙 不適用

股息 7 4,910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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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12,873 104,555
投資物業 67,730 61,45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2,594 12,916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5,794 24,419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6,202 4,687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電影版權轉授及按金 73,372 73,56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非流動部份 8 39,013 29,983

流動資產
存貨 6,968 7,42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20,898 24,542
按公平價值記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2,350 —
銀行結存及現金 47,140 17,595

77,356 49,557

總資產 444,934 36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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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88 161,103

股東資金 280,888 238,203
少數股東權益 12 (42)

總權益 280,900 238,161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731 4,554
衍生財務工具 28,459 —
可換股票據 62,771 —
借貸 — 15,212
融資租約承擔 1,650 182

99,611 19,94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9 6,200 8,888
預收款項及應計費用 44,413 63,963
應付票據 1,406 3,867
借貸 11,137 26,147
融資租約承擔 1,267 157

64,423 103,022

總負債 164,034 122,970

總權益及負債 444,934 361,131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12,933 (53,46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0,511 25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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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撰基準

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撰。綜合財務報表乃按

歷史成本常規法編撰，並就樓宇、投資物業、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按公平價值記入損益表之財務資

產及衍生財務工具之重估均按公平價值列賬而作出修訂。

2. 營業額、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年度已確認之收益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電視業務 58,610 62,151

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 49,501 41,958

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目 29,189 49,285

137,300 153,394

其他收入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3,217 3,482

其他租金收入 2,106 3,973

發行佣金收入 1,011 1,487

管理費收入 1,514 1,664

股息收入 63 117

利息收入 2,565 300

10,476 11,023

總收益 147,776 164,417

主要報告方式  —  業務分部

本集團之四大業務分部為︰

— 電視業務

— 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

— 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目

— 透過其聯營公司加工影音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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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主要業務劃分之本年度分部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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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10 49,501 29,189 — — 137,300
分部間銷售 166 8,160 — — (8,326) —

總收益 58,776 57,661 29,189 — (8,326) 137,300

分部業績 8,742 3,707 (383) — 1,632 13,698

未分配收入 32,385
未分配成本 (9,047)

經營盈利 37,036
融資成本 (11,98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308) — (2,024) — (2,332)

除所得稅前盈利 22,720
所得稅開支 (733)

年內盈利 21,987

物業、機器及設備
— 增加 1,429 10 2,201 — — 3,640
— 未分配 822

4,462

— 折舊 279 43 713 — — 1,035
— 未分配折舊 3,502

4,537

電影版權、電影版權轉授及按金
— 增加 28,644 18,219 5,690 — (8,326) 44,227
— 攤銷 20,431 24,801 8,496 — (9,959) 43,769
— 減值 — 50 600 — — 65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142 — 326 — —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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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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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51 41,958 49,285 — — 153,394
分部間銷售 — 9,449 — — (9,449) —

總收益 62,151 51,407 49,285 — (9,449) 153,394

分部業績 17,940 4,667 (9,193) — 713 14,127

未分配收入 17,327
未分配成本 (6,546)

經營盈利 24,908
融資成本 (2,909)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減虧損 — 1,303 — (1,305) — (2)

除所得稅前盈利 21,997
所得稅開支 (1,527)

年內盈利 20,470

物業、機器及設備
增加 646 — 714 — — 1,360
未分配 — — — — — 77

1,437

折舊 109 44 688 — — 841
未分配折舊 3,485

4,326

電影版權、電影版權轉授及按金
— 增加 30,342 52,081 11,634 — (9,450) 84,607
— 攤銷 19,447 25,123 14,996 — (10,162) 49,404
— 減值 — — 1,348 — — 1,3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1,490 — — — — 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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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322,000港元（二零零六年︰322,000港元）未分配至本集團之業務分部，

而非流動應收款項之攤銷成本514,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427,000港元）屬「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

發行之電影及節目」分部。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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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14 42,859 99,535 — (5,988) 176,220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 — —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20,158 — 20,425 — 40,583

未分配資產 228,131

總資產 444,934

分部負債 25,908 29,779 7,647 — — 63,334

未分配負債 100,700

總負債 164,034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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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 — —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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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次要報告方式  —  地區分部

由於香港以外市場佔本集團之綜合收益及綜合資產少於10%，因此並無提供地區分析。

3. 其他收益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及樓宇之重估盈餘淨額 6,570 6,394

按公平價值記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價值收益 1,600 —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價值收益 14,965 —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收益 385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1,96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 35

23,520 8,391

4.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行政開支及其他開支之開支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影版權及電影版權轉授攤銷 43,769 49,404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322 322

非流動應收款項之攤銷成本 514 2,427

存貨成本 11,431 21,756

折舊

—  自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4,238 4,143

—  租賃物業、機器及設備 299 183

電影版權及電影版權轉授減值虧損 650 1,348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63 —

5.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在年度內並無預測應課稅盈利，因此本年度並無於財務報表中就香港利得稅及海外利得

稅作出撥備（二零零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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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估計應課中國稅項收入，

故此並無於本財務報表就中國稅項作出撥備（二零零六年：無）。

自綜合收益表扣除之稅項開支乃指遞延所得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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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除所得稅前盈利稅項開支與使用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稅率產生之理論金額兩者間之差額如

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盈利 22,720 21,997

按稅率17.5%（二零零六年︰17.5%）計算 3,976 3,850
毋須課稅收入 (2,411) (1,615)
不可扣稅開支 452 613
未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之稅項虧損 615 2,042
動用以往未確認稅項虧損 (1,899) (3,363)

稅項開支 733 1,52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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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0,378,000港

元）及年內已發行之加權平均普通股821,432,877股（二零零六年︰771,000,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是透過調整已發行普遍股加權平均數，以假設根據初步轉換價每股0.44港元轉換本公

司發行之可換股票據計算，而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盈利乃撇銷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價值收

益及有關可換股票據增加之利息作出調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21,933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價值收益 (14,965)
增加之利息 10,216

用於釐定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17,184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821,433
就假設轉換可換股票據作出調整（千份） 145,081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966,514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1.78

由於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7. 股息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每股0.005港元（二零零六年：0.0035港元），合計為

4,91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880,000港元）之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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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27,577 27,467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4,140) (3,814)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23,437 23,65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6,474 30,872

59,911 54,525
減︰非流動部份
—  貿易應收款項 (19,106) (16,190)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907) (13,793)

(39,013) (29,983)

20,898 24,542

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3,043 7,190
四至六個月 1,936 3,255
超過六個月 22,598 17,022

27,577 27,467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期一般為7至90日。

9.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4,012 5,817
四至六個月 700 678
超過六個月 1,488 2,393

6,200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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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並無買賣任何本公
司之股份。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包括首尾兩日）止期間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登記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獲派擬派末期股息，
必須最遲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正前，將所有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
票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
號金鐘匯中心26樓。末期股息（倘獲股東批准）將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派付。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137,300,000港元（二零
零六年︰153,394,000港元），較去年下跌10%。年內之股東應佔盈利為21,933,000港元（二
零零六年︰20,378,000港元）。

本集團經營三大業務分部︰電視業務、電影放映、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以及銷售及發行
影音產品，分別為本集團之營業額帶來43%（二零零六年︰41%）、36%（二零零六年︰27%）
及21%（二零零六年︰32%）貢獻。

來自本集團電視分部之收益貢獻保持在約59,000,000港元之水平，約佔本集團營業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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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向Now寬頻電影提供三條頻道。年內，本集團亦簽訂一份合約，自二零零七年七
月起，開始向新加坡電視平台提供電影頻道。自二零零六年五月起，本集團亦已開始向
一個日本收費電視平台提供內容。此外，本集團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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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以進一步發掘其他亞洲國家頻道業務，並取得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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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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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電視分部仍然具備龐大增長潛力，並將繼續為本
集團之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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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推出「獨家試愛」、「至尊無賴」、「新紮師妹3」、「大丈夫2」及「生
日快樂」。向第三方提供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之分部收益由41,958,000港元增
至49,501,000港元，增幅為18%。上述各齣電影之市場反應熱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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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集團將其資源重新分配，以及整體業務環境未如理想之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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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85,000港元下跌至29,189,000港元，跌幅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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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新電影於年內推出，
且競爭依然激烈。由於透過互聯網下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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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多，銷售及發行影碟業務困境加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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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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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籌集約16,000,000港元之資金作為營運資金用途。二零零六年四月，
協議完成，股份亦獲配發。二零零六年六月，本公司亦訂立協議以向三名認購人發行本
金額為1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該等票據」）。發行票據之所得款項淨額為約
98,000,000港元。若干所得款項已用作償還銀行貸款，餘額將擬用作收購電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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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五月及六月，票據之若干認購人（「認購人」）按轉換價每股0.44港
元將本金總額70,000,000港元之票據轉換為本公司新股份，據此，合共159,090,905股本公
司新股份已發行及配發予該等認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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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媒體集團有限公司（「天下」）之新股份，天下乃一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
板上市之公司。認購協議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完成，而天下現時為本集團擁有43.73%權
益之聯營公司。本集團相信，收購天下之權益可透過天下之專業製作團隊增強其製作部
門，以支持本集團之電視、授權及發行業務之內容需求。二零零七年六月，本集團亦訂
立可換股債券認購協議，據此，天下有條件同意發行，而本集團有條件同意認購本金額
相等於由天下根據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透過配售代理成功配售之可換股債券本金總額50%
及最多為5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上述事項須經天下獨立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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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緊握每個機會，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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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約為53,800,000港元，其中約
12,500,000港元已經動用。本集團賬面淨值177,600,000港元之若干存款及物業已抵押予銀
行，作為該等銀行信貸之擔保。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資產比率為
37.5%，乃按可換股票據及衍生財務工具（3年到期）及銀行貸款、透支及融資租約承擔合
共105,284,000港元（其中12,404,000港元、1,178,000港元及472,000港元分別於一年內、第
二年及第三至第五年償還）以及股東資金約280,88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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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授予其附屬公司之信貸向銀行作出擔保而產生約
24,000,000港元之或然負債，而就電影製作及節目版權協議之承擔約為18,000,000港元。承
擔將以本集團內部資金及銀行信貸撥付。

僱員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45名僱員。本集團會按個別員工表現定期檢討
薪酬。除基本薪金外，僱員福利亦包括酌情花紅、醫療保險計劃及供款公積金。本集團
亦設有購股權計劃，合資格僱員可據此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守則」），惟下述有關非執行董事任期之偏離除外。

根據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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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
以應付守則規定有關非執行董事任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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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年度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國興

香港，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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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為熊曉鴿先生及陳銀鏢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張睿佳先生、王華蓉女士、張明
敏先生及林家禮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