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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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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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
合財務資料。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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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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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選擇說明附註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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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 55,153 58,995
銷售成本 (26,456) (29,582)  
毛利 28,697 29,413
其他收入 6 6,094 6,449
其他收益 — 淨額 7 4,619 2,641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564) (7,914)
行政開支 (47,892) (40,466)  
經營虧損 8 (11,046) (9,877)
財務收入 856 713
融資成本 (514) (398)
財務收入 — 淨額 342 315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800 —  
除所得稅前虧損 (9,904) (9,562)
所得稅開支 9 (141) (210)  
期內虧損 (10,045) (9,772)  
應佔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587) (9,792)
非控股權益 (458) 20  

(10,045) (9,772)  
每股虧損 10
基本 (0.17仙） (0.17仙）
攤薄 (0.16仙） (0.1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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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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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10,045) (9,772)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樓宇重估盈餘 2,821 6,430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474) (1,031)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允值收益 8,261 1,81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減值虧損 — 49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時釋放儲備 (419) —
外幣換算差額 (3,374) (25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6,815 7,01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3,230) (2,761)  

應佔：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772) (2,781)
— 非控股權益 (458) 20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3,230) (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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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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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90 28,084
物業、機器及設備 210,009 218,668
無形資產 146 146
投資物業 226,098 223,575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155,897 98,94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335 2,12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4,772 6,149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2 5,775 5,960

643,722 583,654

流動資產
存貨 115 14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21,092 24,82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080 2,62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44,532 40,367
已抵押銀行存款 23,500 23,50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44,489 32,074

334,808 123,526  

總資產 978,530 707,180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 118,464 112,661
股份溢價 406,467 126,733
儲備 288,489 289,615  

股東資金 813,420 529,009
非控股權益 5,114 5,932  

總權益 818,534 53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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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4 9,108 10,314
融資租約負債 15 163 25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2,741 22,373  

32,012 32,93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97,216 64,402
預收款項 17,216 20,879
借貸 14 2,142 42,473
融資租約負債 172 169
即期所得稅負債 11,238 11,379

127,984 139,302  

總負債 159,996 172,239  

總權益及負債 978,530 707,180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206,824 (15,77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50,546 56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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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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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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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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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112,661 126,733 12 189,009 8,482 2,102 70,180 4,702 15,128 5,932 534,941           

全面虧損
期內虧損 — — — — — — — — (9,587) (458) (10,045)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允值收益 — — — — — — — 8,261 — — 8,261
出售時釋放 — — — — — — — (419) — — (419)
樓宇重估盈餘 — — — — — — 2,821 — — — 2,821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 — — — — — (474) — — — (474)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 — — — — (3,374) — — — — (3,37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 (3,374) 2,347 7,842 — — 6,815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 (3,374) 2,347 7,842 (9,587) (458) (3,230)           

發行股份 5,803 278,185 — — — — — — — — 283,988
購股權授出 — — — — 3,195 — — — — — 3,195
購股權行使╱失效 — 1,549 — — (1,827) — — — 278 — —
已付股息 — — — — — — — — — (360) (360)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直接於權益確認 5,803 279,734 — — 1,368 — — — 278 (360) 286,823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118,464 406,467 12 189,009 9,850 (1,272) 72,527 12,544 5,819 5,114 81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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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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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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112,661 126,733 12 189,009 — 2,292 63,065 1,533 54,466 7,493 557,264           

全面收益╱（虧損）
期內利潤╱（虧損） — — — — — — — — (9,792) 20 (9,772)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允值收益 — — — — — — — 1,818 — — 1,81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減值虧損 — — — — — — — 49 — — 49
樓宇重估盈餘 — — — — — — 6,430 — — — 6,430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 — — — — — (1,031) — — — (1,031)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 — — — — (255) — — — — (255)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 (255) 5,399 1,867 — — 7,011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 (255) 5,399 1,867 (9,792) 20 (2,761)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直接於權益確認
授出購股權 — — — — 45 — — — — — 45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112,661 126,733 12 189,009 45 2,037 68,464 3,400 44,674 7,513 55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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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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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營運所得現金 40,556 6,891
已付所得稅 (388) (510)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40,168 6,381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219) (663)
購買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66,426) (43,960)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所得款項 10,834 —
已收利息 856 713
購買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200) —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407) —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所得款項 (12,927)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9,489) (43,91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淨額 283,988 —
銀行貸款之所得款項 — 6,158
償還銀行貸款 (25,063) —
已付貸款及透支利息 (508) (398)
償還融資租約之資本部份 (6) (14)
融資租約之利息部份 (84) —
應付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360) —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57,967 5,74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228,646 (31,783)

年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4,737 72,366
匯兌差額 243 (279)  

年末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43,626 40,30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結存分析
銀行及庫存現金以及短期銀行存款 244,489 46,964
銀行透支 (863) (6,660)  

243,626 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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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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目、藝人管理、電影院業務、物業投資以及
影視及視頻網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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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獲批准刊發。

2. 編撰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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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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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所用者一致。

中期期間收入之稅項乃採用適用於預期總年度盈利之稅率累計。

該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會計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
無關，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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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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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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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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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院業務

以影音產品
形式銷售及

發行之
電影及節目 藝人管理 物業投資

影視及視頻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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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a)）

分部收益 29,359 6,906 17,818 151 919 — — — 55,153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3,817 (6,934) (3,466) (252) 263 6,807 (4,805) 15 (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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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399) (5,470) (159) (7) — (261) — (6,352)

電影版權攤銷 (5,915) (2,944) — — — — — 15 (8,844)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76 5 15 3 — — 120 — 219
添置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6,970 59,456 — — — — — — 66,426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
可呈報分部資產 53,169 131,158 37,263 28,345 1,521 229,256 6,288 — 487,000
可呈報分部負債 (22,534) (80,459) (15,700) (3,076) (208) (24,220) (711) — (14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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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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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院業務

以影音產品
形式銷售及

發行之
電影及節目 藝人管理 物業投資

影視及視頻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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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a)）

分部收益 26,620 19,343 11,095 548 1,389 — — — 58,995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4,023 (6,713) (5,620) (887) (129) 4,135 (4,337) 15 (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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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560) (4,714) (230) (7) — (251) — (5,824)

電影版權攤銷 (4,040) (4,108) — — — — (310) 15 (8,443)
電影版權減值撥備 — (6,758) — — — — — — (6,758)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119 16 35 682 173 — 327 — 1,352
添置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9,806 33,844 — — — — 310 — 43,960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
可呈報分部資產 44,791 97,692 39,738 25,100 3,443 227,182 4,523 (161) 442,308
可呈報分部負債 (24,442) (44,462) (15,854) (3,704) (1,431) (24,325) (3,084) — (11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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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虧損 (4,555) (9,513)
未分配款項：
未分配其他收入 930 1,267
未分配其他收益 1,653 1,965
未分配財務收入 — 淨額 405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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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6) (2,707)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3,195) (45)
未分配企業開支 (1,946) (696)  

除所得稅前虧損 (9,904) (9,562)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歸屬於可呈報分部 219 1,352
未分配添置 — 43  

219 1,395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487,000 44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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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974 206,327
未分配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4,772 6,149
未分配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44,532 40,367
未分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20,367 65
未分配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521 4,749
未分配企業資產 5,364 7,215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之總資產 978,530 707,180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146,908 117,302
未分配負債：
未分配銀行借貸 10,626 52,787
未分配企業負債 2,462 2,150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之總負債 159,996 17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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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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
財務工具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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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7,752 24,605
中華人民共和國 17,818 15,686
台灣 7,782 6,472
其他國家 11,801 12,232  

55,153 58,995  

非流動資產（於聯營公司
之權益及財務工具除外）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06,336 358,401
中華人民共和國 157,810 153,946
台灣 26,966 29,131
其他國家 28,728 27,939  

619,840 56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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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930 1,267
租金收入 4,278 3,995
管理費及其他收入 886 1,187  

6,094 6,449  

7. 其他收益 — 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2,966 67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公允值（虧損）╱收益 (8,762) 2,014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收益 10,415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減值虧損 — (49)  

4,619 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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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影版權攤銷 8,844 8,443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394 394
銷貨成本 724 557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9,154 8,137
僱員福利開支 22,103 19,350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附註17） 3,195 45
電影版權及攝製中電影之減值撥備 — 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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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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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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247 213
遞延所得稅 (106) (3)  

141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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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9,792,000港
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772,758,000股（二零一四年：5,633,035,000股）計算。

(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乃經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至假設兌換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而計算。本公司
根據未行使認股權所附帶認購權之貨幣價值作出計算，以釐定可按公允值（基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
市價而釐定）取得之股份數目。按此計算之股份數目已與假設購股權獲行使時將予發行之股份數目
作比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千港元） (9,587)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772,758
就購股權作出調整（千股） 47,164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819,922 

每股攤薄虧損（港仙） (0.16)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期內並無攤薄事件，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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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44,612 46,323
減：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3,137) (34,910)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11,475 11,413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5,392 19,367  

26,867 30,780
減：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 非流動部份 (5,775) (5,960)  

流動部份 21,092 24,820  

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9,043 8,332
四至六個月 988 3,081
超過六個月 34,581 34,910  

44,612 46,323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期一般為7至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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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3,804 5,20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3,412 59,198  

97,216 64,402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2,131 3,367
四至六個月 211 142
超過六個月 1,462 1,695  

3,804 5,204  

14. 借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863 17,337
有抵押銀行貸款 — 流動部份 1,279 25,136  

銀行借貸 — 流動部份 2,142 42,473
有抵押銀行貸款 — 非流動部份 9,108 10,314  

借貸總額 11,250 5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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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借貸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142 42,473
一至兩年內 1,304 1,367
兩至五年內 4,079 2,816
五年後 3,725 6,131  

11,250 5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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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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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180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166 256  

346 436
融資租約之未來融資費用 (11) (17)  

335 419  

融資租約負債之現值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一年內 172 169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163 250  

335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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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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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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初 5,633,035 112,661
因先舊後新配售事項發行股份 
（附註 (a)） 280,000 5,600
因行使購股權發行股份 10,164 203  

於期末 5,923,199 5,633,035 118,464 112,661    

附註 (a)  根據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完成之先舊後新配售事項，本公司按每股1港元價格配發
280,000,000股股份。先舊後新配售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二零
一五年七月十六日及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之公告。

17.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已批准及採納一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根據該計
劃，72,800,000 份購股權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授出，行使價為每股0.7 港元。所授出之購股權當
中，30%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歸屬，30%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歸屬，餘下40%將於二零
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歸屬。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權利認購本公司之一股普通股。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數目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期初 71,220,000 —
授出 — 72,800,000
失效 (1,822,000) —
行使 (10,164,000) —  

期末 59,234,000 7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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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到期。

期內授出購股權之公允值乃以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釐定，每份購股權約為0.21 港元。此模式之主要輸入
數值為授出日期之股價0.61 港元、行使價0.70 港元、波幅61.64%、股息率0.00%、預計購股權有效期
三年及無風險利率0.94%。

期內於綜合收益表中確認之購股權開支為3,19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5,000港元）。

18.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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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45,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45,000,000港元），其中零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29,943,000
港元）已被動用。

19.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但未於財務資料內作出撥備之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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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97 66,405
投資 60,435 62,320  

124,632 12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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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經營租約承擔

(a) 經營租約承擔 — 集團公司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協議租賃其若干戲院營運項下之物業。租期介乎1 至20 年，且大部
份租約協議可於租期末按市場水平續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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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743 5,816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25,945 26,254
五年以上 71,999 77,034  

103,687 10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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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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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136 5,321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2,977 5,397  

9,113 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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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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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予聯營公司之後期製作及原創服務 3,875 2,882
應付予聯營公司之播放服務 1,963 2,004
應收聯營公司之租金收入 367 367
應收聯營公司之管理費收入 122 122
應付予聯營公司之其他行政成本 65 65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業務回顧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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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53,000 港元
（二零一四年：58,995,000港元）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9,587,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
9,792,000 港元）。

來自本集團電視分部之收益貢獻上升至約29,30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26,6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透過不同營運商提供渠道，包括在若干亞洲地區透過HBO
平台提供紅頻道、在台灣透過中華電信自選電影平台提供高清電影頻道、透過中國移動香港
之UTV多媒體平台提供電影頻道及綜合頻道、在香港透過TVB收費電視提供電影頻道，以
及在澳洲透過TVB收費電視平台提供電影頻道。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本集團與HBO Asia訂立協議，以透過分階段於不同亞洲國家及地區
推出及分銷「紅頻道」。於此項合作中，本集團負責透過其電影庫、自行製作及收購向該頻
道提供電影及劇集內容。此項合作已助本集團向亞洲及其後向全球市場分銷其影視內容。其
亦有助本集團為電視及內容供應商業務建立品牌名稱。通過合作，本集團得到歸屬於馬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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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緬甸、柬埔寨及寮國等多個亞洲國家之收入。本集團期待
於其他亞洲國家及地區推出該頻道。除訂購收益外，亦預期該頻道將於未來在亞洲漸受歡迎
後開始產生廣告收益。本集團現正發掘與HBO Asia就內容創作及分銷方面之進一步合作機
會。

其他頻道亦已向本集團帶來穩步增加之貢獻。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繼續發掘機會，與其他營
運商及其他媒體平台發展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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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0,000港元減少至
6,9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期內放映之新片數目減少。

除自行製作及投資外，本集團亦善用其已建立多年之龐大發行網絡，以發展其電影分銷代理
業務。憑藉本集團之電影庫及透過本集團採購節目之經驗及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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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隨著中國經濟環境有所發展，中國電影放映行業近年增長步伐迅速。中國影院票房收入由二
零零八年約人民幣43 億元持續增長至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296 億元。考慮到中國之需求龐
大，本集團持續通過購買、自行製作及聯合製作以加強影片庫。正在製作多套新影片，預期
將於來年推出。此外，本集團已開始打入中國影院市場，並於二零一一年在天津設立首間影
院。於二零一三年，本集團位於上海嘉定之另一間影院亦已投入營運。本集團之影院均為數
碼影院，大部份都備有3D設備。

位於天津之影院有 7 個銀幕及約1,200 個座位，期內，此影院為本集團帶來約8,500,000 港元
（二零一四年：5,900,000港元）之收益。位於上海嘉定之影院有10 個銀幕及約1,600 個座位，
期內帶來約9,30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5,100,000 港元）之收益。儘管本集團之影院營運仍
處於投資階段，考慮到中國電影放映行業持續增長，本集團對該業務之前景充滿信心。

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目應佔收益下跌至約2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500,000港元）之水平。隨著影像行業痿縮及科技的迅速發展，電影及節目放映不再局限於影
像光碟，而是在互聯網上以數碼形式廣泛流傳。為適應消費者之預期未來消費模式，本集團
現正多元化拓展其發行網絡至網上下載及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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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推出其視頻網站www.116.tv及視頻 apps「116」，包括電影、電視劇及娛樂新聞之內
容，並投資遊戲開發公司以豐富網站內容。由於該業務仍處於投資階段，故分部於本期間產
生虧損約4,8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300,000港元）。然而，本集團認為此項新媒體投資
將在影像發行業引發一輪革命，並符合預期市場需求。

本集團之藝人管理業務於本期間為本集團帶來約9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300,000港元）
之收益。本集團將持續發掘其他有潛質之藝人及表演者，以擴大藝人群組，使所有未來製作
均可得益。

本集團透過其聯營公司香港電影網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HKM」）經營頻道管理業務。除
向本集團提供服務外，HKM亦向多間其他媒體營運商提供播映、後期製作、高清電影修復
及頻道管理服務。

HKM已開始以先進之M-OTT平台提供服務，讓觀眾可以透過電視、電腦、智能手機、平板
電腦及智能電視及機頂盒觀看節目。HKM亦與其他機構合作發展多媒體之更先進科技（如內
容發佈網絡），以為HKM及本集團帶來可觀回報。

期內，在投資市況變遷之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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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收益約2,000,000港元）。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於期內貢獻重
估盈餘約3,00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700,000港元）。本集團亦於期內出售若干可供出售財
務資產並錄得收益約10,4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本公司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72,800,000份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股份0.7
港元。期內以股份付款之開支約3,2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約45,000港元）已於損益中支
銷。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本公司完成先舊後新配售280,000,000股新股份並籌集款項淨額約
277,000,000港元，供本集團未來商業發展及一般營運資金。配售後，本集團之資金流動性有
所增強，本公司之股本基礎亦予進一步擴大及加強，本集團相信，彼將繼續因而及增加在全
球娛樂行業之曝光度而受惠。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三日，本公司接獲第三方發出無指定金額之申索陳述書（於二零一二年
十月十二日及二零一四年四月四日經修訂），內容有關針對清盤中之聯營公司管理層之指稱
欺詐行為之法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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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在取得法律顧問（在考慮目前所有資料後）提供之意見後，認為有關申索理據薄
弱，故本公司有相當機會為其立場辯護。就此而言，本公司董事並不預期此訴訟會構成任何
重大負債，故對本公司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狀況或綜合財務報
表概無重大影響。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發掘其他潛在新商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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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約為74,000,000 港元， 其中約11,000,000 
港元已經動用。本集團總賬面淨值114,000,000 港元之若干存款、財務資產及物業已抵押予
銀行，作為銀行信貸之擔保。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之負債資產比率為1.4%，乃
按銀行貸款及透支11,250,000 港元（其中2,142,000 港元、1,304,000港元、4,079,000港元及
3,725,000港元分別須於一年內、第二年內、第三至第五年內及五年後償還）之總額、融資租
約負債335,000 港元（其中172,000 港元及163,000 港元分別須於一年內及第二至第五年償
還）以及股東資金約813,420,000 港元計算。本集團之借貸及銀行結存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
算，故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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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至20。承擔將以本集團內部資金
及銀行信貸撥付。

僱員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79名僱員。本集團定期按個別員工表現檢討薪酬。
除基本薪金外，僱員福利包括酌情花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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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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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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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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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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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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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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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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敏
先生及郭燕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