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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表及

綜合全面收益表及本集團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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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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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39,103 32,456

銷售成本 (15,645) (12,532)
   

毛利 23,458 19,924

其他收入 6,297 14,017

其他收益╱（虧損）— 淨額 5 7,405 (7,715)

銷售、分銷及市場推廣開支 (1,424) (383)

行政開支 (40,315) (42,634)
   

經營虧損 6 (4,579) (16,791)

融資收入 65 308
融資成本 (5,618) (5,011)

融資成本 — 淨額 7 (5,553) (4,70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淨額 3,752 (4,823)

   

除所得稅前虧損 (6,380) (26,317)

所得稅（支出）╱抵免 8 (493) 517
   

期內虧損 (6,873) (25,800)
   

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873) (25,261)
非控股權益 — (539)

   

(6,873) (25,8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9 (0.12 港仙) (0.43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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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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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6,873) (25,800)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樓宇重估盈餘 10,392 900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1,663) (71)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外幣換算差額 163 39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8,892 1,223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2,019 (24,577)
   

應佔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2,019 (24,038)
— 非控股權益 — (539)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2,019 (2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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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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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532 191,011

投資物業 225,151 216,499

使用權資產 91,540 93,375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

按金 159,445 164,70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514 7,863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1 3,611 7,523
  

695,793 680,979
  

流動資產

存貨 358 134

預付款項、按金、貿易及其他應收

款項 11 45,244 42,825

遞延履約成本 300 30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4,792 5,74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3,500 23,500

短期銀行存款 3,226 2,20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091 25,219
  

84,511 99,918
  

總資產 780,304 780,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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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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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18,475 118,475
股份溢價 407,428 407,428
儲備 (149,339) (151,358)

  

股東資金 376,564 374,545
非控股權益 9,212 9,212

  

總權益 385,776 383,75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13 88,875 77,608
租約負債 104,319 105,592
遞延所得稅負債 25,672 23,873

  

218,866 207,07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66,814 85,387
合約負債 17,649 19,160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6,967 18,036
銀行透支 13 21,007 21,867
銀行借貸 13 26,888 29,228
租約負債 10,801 10,632
當期所得稅負債 5,536 5,757

  

175,662 190,067
  

總負債 394,528 397,140
  

總權益及負債 780,304 780,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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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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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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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118,475 407,428 12 189,009 (8,206) 82,605 (6,380) (408,398) 9,212 383,757
          

全面虧損

期內虧損 — — — — — — — (6,873) — (6,873)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盈餘 — — — — — 10,392 — — — 10,392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 
遞延稅項 — — — — — (1,663) — — — (1,663)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 — — — 163 — — — — 163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 — — — 163 8,729 — — — 8,892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163 8,729 — (6,873) — 2,019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118,475 407,428 12 189,009 (8,043) 91,334 (6,380) (415,271) 9,212 385,776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6二零二一╱二零二二年度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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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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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118,475 407,428 12 189,009 (11,504) 82,486 1,536 (350,149) 1,602 438,895
          

全面虧損

期內虧損 — — — — — — — (25,261) (539) (25,800)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盈餘 — — — — — 900 — — — 900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 
遞延稅項 — — — — — (71) — — — (71)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 — — — 594 — — — — 59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594 829 — — — 1,423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594 829 — (25,261) (539) (24,377)
與擁有人之交易，直接於 
權益確認

收購非控股權益 — — — — — — (8,372) — 8,372 —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118,475 407,428 12 189,009 (10,910) 83,315 (6,836) (375,410) 9,435 4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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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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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營運所用現金 (3,420) (7,479)

已付所得稅 (643) (358)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4,063) (7,83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10,081) (1,782)

購買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 
按金 (2,018) (6,420)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 
所得款項 – 4,400

已收利息 65 308

短期存款變動 (1,026) (978)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3,060) (4,472)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償還銀行貸款 (3,279) (605)

已付銀行及其他借貸利息 (1,373) (763)

償還租約負債之本金部份 (5,842) (2,523)

來自一名控股股東之墊款 10,187 9,000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307) 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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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淨額 (17,430) (7,200)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352 6,609

匯兌差額 162 1,352
  

期末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3,916) 76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結存分析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091 22,368

銀行透支 (21,007) (21,607)
  

(13,916)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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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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從事頻道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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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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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獲批准刊發。

2. 編撰基準

本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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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淨虧損6,873,000港元。另外，於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91,151,000港元。

本公司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未來的流動資金需求及營運表現以及其可用的融資來源，
以評估本集團是否有足夠的財政資源履行其財務責任及持續經營。董事經考慮本集團來
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以及其經營表現、可動用現有及新銀行及其他信貸（包括來自本
公司控股股東的財務支援）之可能變化後，認為本集團有足夠營運資金，在二零二一年九
月三十日之後的十二個月，適時清償到期的財務責任。因此，董事認為本集團將可持續
經營，並因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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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預期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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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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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 第2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的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詮釋與本集團無關或對本集團會計政策並無任何重大
影響。

(ii)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該等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
效之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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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頻道業務

電影放映及

電影版權授出

及轉授 影院業務

應用程式及

在線視頻

演唱會及

籌辦活動 物業投資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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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0 9,039 11,307 367 — — 39,103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1,749 (2,207) (8,712) (3,668) — 11,144 (1,694)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7) (186) (6,102) (3) — — (6,308)
使用權資產折舊 — — (3,014) — — — (3,014)
投資物業重估之公允值盈餘 — — — — — 8,353 8,353
電影版權攤銷 (4,988) (198) — — — — (5,186)
融資成本 — — (4,206) — — — (4,206)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10 — 24 10,047 — — 10,081
添置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1,664 354 — — — — 2,018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12,223 181,332 90,754 643 11,450 233,017 529.419
可呈報分部負債 (8,102) (45,063) (173,126) (606) (8,635) (4,422) (23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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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頻道業務

電影放映及
電影版權授出

及轉授 影院業務
應用程式及
在線視頻

演唱會
及籌辦活動 物業投資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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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39 1,928 4,422 667 — — 32,456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5,873 (6,939) (5,989) (2,222) — (4,702) (13,979)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42) (72) (5,563) (3) — — (5,780)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 — (4,000) — — — (4,000)
投資物業重估之公允值虧絀 — — — — — (6,444) (6,444)
電影版權攤銷 (5,410) — — — — — (5,410)
融資成本 — — (3,976) — — — (3,976)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34 — 1,748 — — — 1,782
添置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3,395 3,025 — — — — 6,420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20,911 187,586 99,286 1,861 9,906 223,517 543,067
可呈報分部負債 (19,415) (31,995) (174,477) (875) (10,287) (2,064) (239,113)

       

損益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虧損 (1,694) (13,979)
未分配款項：
未分配其他收入 — 9
未分配其他虧損 (948) (1,271)
未分配融資成本 — 淨額 (1,347) (727)
未分配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3,392) (3,361)
未分配使用權資產折舊 (394) (394)
未分配應佔聯營公司利潤╱（虧損） 3,752 (4,823)
未分配企業開支 (2,357) (1,771)

 (26,317)

除所得稅前虧損 (6,380) (2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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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529,419 543,067
未分配資產：
未分配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 190,477 189,028
未分配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4,792 5,740
未分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1 75
未分配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益 11,514 7,863
未分配企業資產 44,041 35,124

  

總資產 780,304 780,897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239,954 239,113
未分配負債：
未分配銀行及其他借貸 93,014 86,966
未分配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6,967 18,036
未分配即期所得稅負債 5,536 5,757
未分配遞延稅項負債 25,672 23,873
未分配企業負債 3,385 23,395

  

總負債 394,528 39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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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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0,263 9,191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450 5,476
台灣 4,176 3,315
其他國家 4,214 14,474

 (26,317)

39,103 32,456
  

非流動資產

（財務資產除外）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67,657 446,710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7,786 196,199
台灣 26,739 25,986
其他國家 — 4,561

 (26,317)

692,182 67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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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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虧損） — 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虧損） 8,353 (6,444)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公允值虧損 (948) (1,271)

  

7,405 (7,7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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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影版權攤銷 5,186 5,410
銷貨成本 109 129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9,700 9,141
使用權資產折舊 3,408 4,394
僱員福利開支 20,043 1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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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 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 短期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65 308
  

融資成本

— 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2,728) (2,183)
— 租約負債之利息 (2,890) (2,828)

  

(5,618) (5,011)
  

融資成本 — 淨額 (5,553) (4,70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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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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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442 —
遞延所得稅 51 517

  

所得稅抵免 493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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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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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3,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25,261,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923,739,000股（二零二零
年：5,923,739,000股）計算。

(b) 攤薄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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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11. 預付款項、按金、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41,583 47,670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9,868) (20,868)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21,715 26,802

預付款項 2,025 6,197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25,115 17,349

  

48,855 50,348
  

減：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 非流動部份 (2,148) (4,105)
減：貿易應收款項 — 非流動部份 (1,463) (3,418)

  

流動部份 45,244 4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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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期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18,071 24,264
四至六個月 309 —
超過六個月 23,203 23,406

  

41,583 47,670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期一般為7至90天。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8,120 8,48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8,694 76,905

  

66,814 85,387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1,652 2,366
四至六個月 — —
超過六個月 6,467 6,116

  

8,119 8,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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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及其他借貸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21,007 21,867
有抵押銀行貸款 — 流動部份 26,888 29,228

  

銀行借貸 — 流動部份 47,895 51,095
有抵押銀行貸款 — 非流動部份 732 1,671

  

銀行借貸總額 48,627 52,766
其他借貸 — 非流動部份 88,143 75,937

  

借貸總額 136,770 128,703
  

(a) 銀行借貸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47,895 51,095
一至兩年內 732 1,671

  

48,627 52,766
  

(b) 其他借貸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借貸的未償還本金為人民幣30,000,000元（約
36,06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0,000,000元（約35,495,000
港元）），利息為人民幣6,400,000元（約7,69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5,275,000元（約6,242,000港元））。該借貸按固定年利率7.5%計息及無
抵押。本金及利息毋須於提取日期起計五年內償還。貸款人為一家部份由本集團
控股股東之胞弟擁有之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亦有另一筆本金為25,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25,000,000港元）之借貸由本集團一家聯營公司愛視通提供。該借
貸為無抵押、免息及無須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償還。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一筆本金為19,38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9,200,000港元）之借貸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所提供。該借貸為無抵押、免
息及無須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一日之前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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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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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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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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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 1,701
版權 1,666 1,994
一項數碼媒體項目投資 — 12,144

  

3,541 15,83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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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播放、後期製作、修復及項目
發展服務 5,070 2,767

應收聯營公司之租金收入 655 655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管理費收入 138 138
應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行政成本 284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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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

無）。

業務回顧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收益39,103,000港元（二零二
零年：32,456,000港元）、毛利23,45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9,924,000港元）及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6,87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5,261,000港元）。

期內，來自本集團頻道業務分部之收益貢獻由約25,000,000港元下降至約18,000,000
港元，主要由於與HBO Asia訂立的獨家內容供應合約自二零二一年六月起完成，而
此仍為本集團的主要收入分部。

優質媒體內容對傳統媒體及新媒體公司而言均為在收視及收益方面與同業競爭之關

鍵。媒體行業現正處於傳統媒體轉型至新媒體行業之交接階段。大量觀眾已由傳統

電視服務轉至快速增長之OTT服務。在業界轉型為透過互聯網向觀眾提供OTT服務
之期間，我們將本集團定位為向傳統媒體及新媒體公司提供中文內容之重要供應

商，由此可見業務策略取得成效。觀眾現時可透過手機、平板電腦、個人電腦及電

視機等裝置欣賞我們的內容。此項策略大幅擴大我們的內容覆蓋範圍至非傳統電視

服務客戶的觀眾。在東南亞，我們與HBO Asia完成訂立獨家內容供應合約，此為本
集團帶來無限商機，向東南亞快速增長之新媒體行業供應我們的內容，而國際新媒

體巨頭現正積極獲取內容以增加東南亞訂閱者。本集團將與該等新媒體公司採取非

獨家合作策略。在香港，本集團通過無綫電視的新媒體平台myTV SUPER，為觀眾
提供一條華語電影頻道及數以百計電影。期內，我們已於翡翠東方（無線電視集團之

中國合營企業公司）之OTT應用程式增加電影提供。在台灣，本集團通過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之電訊╱OTT平台，為觀眾提供華語電影╱連續劇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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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在YouTube上發佈了一定數目的電影，試行其內容業
務。觀眾對我們在YouTube試行的反應表示積極踴躍。由於試行結果大獲支持，我
們計劃來年在YouTube平台上全面發佈數百部電影。我們預計此項新媒體業務將自
二零二二年起開始為本集團創造廣告及訂閱收益。

向前展望，本集團將繼續發掘各種機會，透過其營運頻道增加貢獻。

儘管新電影項目原先的上映檔期因COVID-19爆發而遭延後，且年內並無上映新電影
項目，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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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港
元增加至9,000,000港元。不少新電影項目已計劃將於來年上映，包括《風再起時》及
《尖鋒姐妹》，及其他若干已拍攝完畢的電影項目。

中國對本集團之內容同樣需求殷切。自二零一八年起，本集團授權中國新媒體平台

愛奇藝以非獨家基準播放本集團優質片庫之內容。從去年起，本集團亦與優酷和西

瓜視頻（兩者均為中國新媒體營運商）訂立類似協議，以播放片庫之內容。期內，本

集團就通過嗶哩嗶哩及騰訊媒體平台投放內容而進一步訂立協議。此等合作進一步

確認本集團作為內容供應商進軍中國新媒體市場及釋放我們電影庫價值之重要擴張

策略。本集團將繼續與其他大型新媒體平台尋求合作，以進一步在浩瀚的中國媒體

市場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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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機構業務。憑藉本集團之電影庫以及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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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一年開始進軍中國影院市場，並在天津設立首家影院。於二零

一九年，本集團位於廣州之影院及本集團持有20%股權之另一家北京影院投入營
運。本集團之影院均為數碼影院，備有3D電影放映設備。受COVID-19影響，影院
營運於去年暫停了約三個月，因而期內來自此分部之收益由約4,000,000港元增加至
11,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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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COVID-19疫情爆發，演唱會及籌辦活動之經營分部暫停且於期內並無產生收
益。隨著該分部於近期重新啟動，預計演唱會活動將於不久將來重新舉辦。

本集團透過其聯營公司愛視通有限公司（「愛視通」）經營頻道管理業務。除提供頻

道管理服務外，愛視通亦提供播映服務、後期製作、高清電影修復及互聯網網絡

解決方案。期內，愛視通為本集團貢獻利潤約3,7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
4,800,000港元）。

期內，因投資市況轉變，本集團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錄得公允值虧損約

9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1,300,000港元）。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錄得重估盈
餘約8,3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6,400,000港元）。該等未變現盈餘╱虧損對本
集團之現金流量並無影響。

就針對本公司提起之法律訴訟，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二月與原告方達成和解契約，

以對該訴訟作最終及全面和解。 期內，和解契約項下的和解金額已全部結清。

本財政年度上半年經歷富挑戰性之時期。COVID-19對全球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挑
戰，而娛樂行業所受到的影響更是首當其衝。考慮到近期疫苗供應進展順利，疫情

有望平復，而本集團之營運將逐漸回復至正常水平。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繼續積極

探尋有關及╱或能為本集團現有業務創造協同作用之投資機會，為其股東帶來最大

回報以回饋彼等長期支持。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23 二零二一╱二零二二年度中期報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融資約為51,120,000港元，其中約
48,627,000港元已動用。本公司簽立之公司擔保及本集團總賬面淨值69,500,000港元
之若干存款及物業已質押予銀行，作為銀行融資之擔保。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九月

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36.3%，乃按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總額136,770,000港元（其
中47,895,000港元、25,732,000港元及63,143,000港元分別須於一年內、第二年內及
第三年後償還）以及股東資金約376,56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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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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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任何金融工具對沖所面對之外幣風險。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電影版權按金及授

權之承擔約為3,541,000港元。該等承擔將以本集團內部資源以及銀行及其他可用融
資撥付。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有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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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000港元已於期內在損益表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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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之購股權計劃（「計劃」）詳

情已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刊發之通函及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報披露。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未行使之購股權。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有聯繫法
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依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條例」）第352 條而
設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據本公司接獲之通知，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其

有聯繫法團（按證券條例之定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每股面值0.02 港元之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普通股

實益持有之股份數目 — 好倉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法團權益 之百分比

李國興先生 529,907,500 189,843,750

附註(i)
2,540,177,550

附註(ii)
55.03%

李燈旭先生 1,940,000 — — 0.03%

董明博士 5,000,000 — — 0.08%

附註：

(i) 該等股份由李國興先生之配偶李碧連女士持有。

(ii) 該等股份由李國興先生實益控制之公司Kuo Hsing Holdings Limited 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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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附屬公司權益

李國興先生個人持有下列附屬公司每股面值1 港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名稱

所持無投票權

遞延股份之數目

個人權益

美亞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500,000

美亞報業有限公司 100,000

美亞錄影製作有限公司 10,000

除上文所披露之權益外，

(i) 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其聯營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概無

訂立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持有本公司或其有聯繫法

團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及

(ii) 於期內任何時間，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包括彼等之配偶及未滿十八

歲之子女）並無擁有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按證券條例之定義）任何權

益，亦無獲授或行使可認購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按證券條例之定義）股

份之任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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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

根據依證券條例第XV部第336條須設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顯示，於二零二一年九月
三十日，本公司接獲通知以下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主要股東權益及淡
倉。該等權益為上文所披露有關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者以外之權益。

每股面值0.02 港元之本公司普通股權益

名稱 附註

實益持有之

股份數目 —
好倉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何志成 (a) 398,840,000 6.73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Associates 

L.P.

(b) 370,205,516 6.25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GP  
Associates Ltd.

(b) 370,205,516 6.25

周全 (b) 370,205,516 6.25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 L.P. 307,385,666 5.19
李丕前 334,042,000 5.64
李國林 296,195,000 5.00

附註：

(a) 包括附註(b) 所載之370,205,516 股股份。

(b) 指同一批股份及包括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 持有之307,385,666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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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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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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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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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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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