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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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
合財務資料。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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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選擇說明附註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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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 52,759 55,153
銷售成本 (40,543) (26,456)  
毛利 12,216 28,697
其他收入 6 7,457 6,094
其他收益 — 淨額 7 17,087 4,619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362) (2,564)
行政開支 (49,421) (47,892)  
經營虧損 8 (14,023) (11,046)
財務收入 706 856
融資成本 (116) (514)
財務收入 — 淨額 590 34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利潤淨額 (530) 800  
除所得稅前虧損 (13,963) (9,904)
所得稅開支 9 (218) (141)  
期內虧損 (14,181) (10,045)  
應佔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633) (9,587)
非控股權益 (2,548) (458)  

(14,181) (10,045)  
每股虧損 10 (0.20港仙） (0.1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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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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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14,181) (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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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 2,821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132)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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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52 8,261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時釋放儲備 — (419)
外幣換算差額 1,892 (3,37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2,702 6,81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1,479) (3,230)  

應佔：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931) (2,772)
— 非控股權益 (2,548) (45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1,479) (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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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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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02 27,296
物業、機器及設備 196,561 203,006
投資物業 209,030 211,449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132,360 136,64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4,396 4,66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8,238 8,186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2 1,878 5,661

589,365 596,908

流動資產
存貨 195 11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23,403 28,872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2,943 7,92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44,884 42,254
已抵押銀行存款 23,500 23,50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12,295 228,592

317,220 331,255  

總資產 906,585 92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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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35 233,366  

股東資金 750,338 759,269
非控股權益 2,203 651  

總權益 752,541 75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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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4 8,219 8,675
融資租約負債 15 — 75
遞延所得稅負債 22,685 22,498  

30,904 31,24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85,984 102,625
預收款項 21,883 21,635
借貸 14 3,921 1,337
融資租約負債 163 175
即期所得稅負債 11,189 11,223

123,140 136,995  

總負債 154,044 168,243  

總權益及負債 906,585 928,163  



— 5 —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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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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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118,475 407,428 12 189,009 12,178 4,358 71,464 7,119 (50,774) 651 759,920           

全面虧損
期內虧損 — — — — — — — — (11,633) (2,548) (14,181)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盈餘 — — — — — — 890 — — — 890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 — — — — — (132) — — — (132)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允值收益 — — — — — — — 52 — — 52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 — — — — 1,892 — — — — 1,892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 1,892 758 52 — — 2,702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 1,892 758 52 (11,633) (2,548) (11,479)           

購股權沒收 — — — — (260) — — — 260 — —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 — 4,100 4,100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直接於權益確認 — — — — (260) — — — 260 4,100 4,100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118,475 407,428 12 189,009 11,918 6,250 72,222 7,171 (62,147) 2,203 75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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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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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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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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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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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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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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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營運（所用）╱所得現金 (5,452) 40,556
已付所得稅 (197) (388)  

經營業務（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5,649) 40,16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665) (219)
購買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12,030) (66,426)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所得款項 384 —
已收利息 706 856
視作出售於一間附屬公司權益之現金流出 (535) —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所得款項 — 10,834
購買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1,200)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 (407)
購買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 (12,92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2,140) (69,489)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償還銀行貸款 (418) (25,063)
已付貸款及透支利息 (113) (508)
融資租約之利息部份 (3) (6)
償還融資租約之資本部份 (87) (84)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淨額 — 283,988
應付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360)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621) 257,967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18,410) 228,646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28,592 14,737
匯兌差額 (433) 243  

期末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09,749 24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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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95 244,489
銀行透支 (2,546) (863)  

209,749 24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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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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業務、演唱會、手機遊
戲應用程式及在線視頻以及物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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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獲批准刊發。

2. 編撰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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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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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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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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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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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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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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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遊戲
應用程式及
在線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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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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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銷售 22,798 9,456 13,132 6,598 645 88 42 — — 52,759
分部間銷售 — 200 — — — — — — (200) —          

分部收益 22,798 9,656 13,132 6,598 645 88 42 — (200) 52,759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1,902) (13,580) (4,044) 110 4,137 (1,699) (158) 2,945 105 (1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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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48) (4,152) (13) (447) (102) — — — (4,919)

電影版權攤銷 (7,497) (7,230) — — — — — — 94 (14,633)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191 — 268 — 2 — — — — 461
添置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8,202 4,028 — — — — — — (200) 12,030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56,093 106,539 25,140 5,235 20,909 8,238 630 216,800 (252) 439,332
可呈報分部負債 (26,005) (69,765) (14,631) (3,203) (115) (1,679) (45) (24,041) — (139,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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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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院業務 演唱會

手機遊戲
應用程式及
在線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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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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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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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05) (252) 263 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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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1) (159)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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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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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
可呈報分部資產 46,374 125,779 31,061 10,585 4,667 26,320 1,311 215,864 (147) 461,814
可呈報分部負債 (28,964) (76,145) (15,997) (6,079) (1,665) (3,217) (79) (23,960) — (15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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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虧損 (14,086) (4,555)
未分配款項：
未分配其他收入 1,646 930
未分配其他收益 3,014 1,653
未分配財務收入 — 淨額 —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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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8) (3,196)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 (3,195)
未分配企業開支 (1,459) (1,946)  

除所得稅前虧損 (13,963) (9,904)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歸屬於可呈報分部 461 219
未分配添置 204 —  

665 219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439,332 46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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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89 201,462
未分配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8,238 8,186
未分配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44,884 42,254
未分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08,908 195,264
未分配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8,108 12,584
未分配企業資產 1,126 6,599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之總資產 906,585 928,163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139,484 156,106
未分配負債：
未分配銀行借貸 12,140 10,012
未分配企業負債 2,420 2,125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之總負債 154,044 16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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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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9,222 17,752
中華人民共和國 16,431 17,818
台灣 5,517 7,782
其他國家 11,589 11,801  

52,759 5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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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65,365 342,757
中華人民共和國 145,673 183,157
台灣 24,984 24,512
其他國家 28,831 27,972  

564,853 57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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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1,616 930
租金收入 4,619 4,278
管理費及其他收入 1,222 886  

7,457 6,094  

7. 其他收益 — 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視作出售於一間附屬公司權益之利潤 15,351 —
投資物業重估（虧絀）╱盈餘 (1,278) 2,96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公允值收益╱（虧損） 2,947 (8,762)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收益 67 —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收益 — 10,415  

17,087 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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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影版權攤銷 14,633 8,844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394 394
銷貨成本 595 724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7,604 9,154
僱員福利開支 23,826 22,103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附註17） — 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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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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163 247
遞延所得稅 55 (106)  

218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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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3,000港元（二零一五年：9,587,000港
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923,738,000股（二零一五年：5,772,758,000股）計算。

(b) 攤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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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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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34,692 37,984
減：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1,919) (22,423)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12,773 15,561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2,508 18,972  

25,281 34,533
減：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 非流動部份 (1,878) (5,661)  

流動部份 23,403 28,872  

按發票日期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11,713 11,781
四至六個月 1,004 1,450
超過六個月 21,975 24,753  

34,692 3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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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2,803 7,31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3,181 95,313  

85,984 102,625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2,378 5,238
四至六個月 94 245
超過六個月 331 1,829  

2,803 7,312  

14. 借貸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2,546 —
有抵押銀行貸款 — 流動部份 1,375 1,337  

銀行借貸 — 流動部份 3,921 1,337
有抵押銀行貸款 — 非流動部份 8,219 8,675  

借貸總額 12,140 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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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借貸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3,921 1,337
一至兩年內 1,403 1,353
兩至五年內 4,392 4,232
五年後 2,424 3,090  

12,140 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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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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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181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 75  

165 256
融資租約之未來融資費用 (2) (6)  

163 250  

融資租約負債之現值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一年內 163 175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 75  

163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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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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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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3,199 5,923,199 118,464 11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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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購股權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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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餘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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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期初 57,672,000 71,220,000
沒收 (1,340,000) (1,822,000)
行使 — (10,164,000)  

期末 56,332,000 59,2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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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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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於綜合收益表中確認之購股權開支為3,19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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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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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45,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45,000,000港元），其中概無或然負債（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已被動用。

19.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但未於財務資料內作出撥備之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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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40 63,572
投資 57,504 59,237
版權 — 5,152  

118,344 127,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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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876 6,352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25,259 25,513
五年以上 62,060 71,163  

93,195 10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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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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3,125 4,448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857 952  

3,982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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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後期製作及原創服務 6,134 3,875
應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播放服務 2,250 1,963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租金收入 367 367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管理費收入 122 122
應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行政成本 368 65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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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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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59,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55,153,000港元），及本公司股權擁有人應佔虧損11,633,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9,587,000港元）。毛利由28,697,000港元下跌至12,216,000港元，乃主要由於來自電視
業務之收益減少、電影版權攤銷增加及與本集團電影庫升級至4K標準相關之創作成本上升。

於期內，來自本集團電視分部之收益由約29,000,000港元下降至23,000,000港元，乃由於自
二零一五年末起若干頻道終止。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經不同營運商，包括在若
干亞洲地區透過HBO平台提供紅頻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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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收費電視提供電影頻道，以及在澳洲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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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階段於不同亞洲國家及地區推出
及分銷「紅頻道」。在此合作中，本集團負責透過其電影庫、自行製作及收購，為頻道提供電
影及劇集內容。此合作有助本集團將其內容傳播至亞洲以至全球市場，同時亦協助本集團在
電視及內容提供商業界建立其頻道品牌名稱。透過合作，本集團收到來自多個亞洲國家及地
區（包括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緬甸、柬埔寨及老撾）之收入。本集團期望
將此頻道推廣至其他亞洲國家及地區。除訂購頻道收益外，預期該頻道在日後於亞洲更流行
後將開始產生廣告收益。本集團正就內容創作及分銷與HBO Asia探討未來合作機會。

其他頻道為本集團帶來的貢獻亦持續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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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7,000,000港元增加至
9,000,000港元，該增加主要來自影片《踏血尋梅》之收益。該影片於眾多本地及海外電影節中
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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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繼續為其
觀眾提供優質及符合觀眾要求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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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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院票房收入最近
數年持續增長。考慮到中國之需求日益龐大，本集團會繼續透過收購、自行製作及聯合製
作，鞏固其電影庫。多部新電影正攝製中，並預期將於未來一年上映。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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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位
於上海嘉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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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備
有3D電影放映設備。位於天津之影院有7個銀幕及約1,200個座位，而位於上海嘉定之影院
有10個銀幕及約1,600個座位。兩家影院於期內一共帶來約13,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18,000,000港元）之收益。該下跌乃主要由於近期鄰近競爭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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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演唱會經營分部於期內舉辦一個演出項目，錄得收益約7,000,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零）。本集團認為，這一分部將為本集團帶來越來越多的收益。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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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116.tv」及其視
頻 apps「116」，包括電影、電視劇及娛樂新聞內容，同時亦投資於遊戲開發公司。由於該等
業務仍處於投資階段，故分部因推出兩款手機遊戲而於本年度產生收益約600,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零）。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四日之公告所披露，本集團旗下一間遊戲
開發公司美亞怪物遊戲有限公司（「美亞怪物遊戲」）於期內配發若干股份予某新投資者，代價
為30,000,000港元。該交易構成視作出售於美亞怪物遊戲之權益，而本集團於期內確認視作
出售之利潤約為15,000,000港元，及美亞怪物遊戲於視作出售後成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展
望將來，本集團認為此項新媒體投資將在行業引發一輪革命，並符合預期市場需求。

本期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目與藝人管理等其他分部應佔收益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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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網絡」）經營頻道管
理業務。除向本集團提供服務外，香港電影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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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網絡已開始以先進之M-OTT平台提供服務，
讓觀眾可以透過電視、電腦、智能手機、平板電腦以及智能電視及機頂盒觀看節目。香港電
影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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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於日後為香港電影
網絡及本集團帶來可觀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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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因投資市場的情況發生變化，本集團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錄得公允值收益
約3,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虧損約9,000,000港元）。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於年內錄得
重估虧絀約1,3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盈餘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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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到一份傳訊令狀及索償聲明（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經修訂），其中第三方並無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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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考慮迄今所獲資料）之意見後，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索償
理據薄弱，本公司擁有很好的機會為其立場辯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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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狀況
或綜合財務報表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發掘其他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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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約為73,000,000港元，其中約
12,000,000港元已經動用。本集團總賬面淨值115,000,000港元之若干存款、財務資產及物
業已抵押予銀行，作為銀行信貸之擔保。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
為1.6%，乃按銀行貸款及透支及融資租約負債總額12,303,000港元（其中4,084,000港元、
1,403,000港元、4,392,000港元及2,4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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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股東資金約750,338,000港元計算。本集團之借貸及銀行結存主要以港
元列值。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其外匯風險。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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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風險。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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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00港元之或然負債，而就電影製作、電影及節目版權授出協議以及其他投資之承擔
合共約為118,000,000港元。承擔將以本集團內部資源及銀行信貸及其他可用融資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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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94名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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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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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福利開支為
23,800,000港元，已於期內計入損益表。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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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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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並無買賣任何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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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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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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