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i ah IR17_18_j_final_op.pdf   1   14/12/2017   17:47:28



1 二零一七╱二零一八年度中期報告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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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
三十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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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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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 46,242 52,759

銷售成本 (49,667) (40,543)   

（毛損）╱毛利 (3,425) 12,216

其他收入 6 7,922 7,457

其他收益 — 淨額 7 5,394 17,08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9,284) (1,362)

行政開支 (29,372) (49,421)   

經營虧損 8 (28,765) (14,023)

財務收入 380 706
融資成本 (93) (116)

財務收入 — 淨額 287 59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淨額 (1,902) (530)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963) —   

除所得稅前虧損 (31,343) (13,963)

所得稅開支 9 (495) (218)   

期內虧損 (31,838) (14,181)   

應佔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9,928) (11,633)
非控股權益 (1,910) (2,548)   

(31,838) (14,181)   

每股虧損 10 （0.51港仙） （0.2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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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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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31,838) (1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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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7 890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43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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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1,708) 52

外幣換算差額 (5,020) 1,892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4,362) 2,702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36,200) (11,479)  

應佔：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4,290) (8,931)

— 非控股權益 (1,910) (2,54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36,200) (1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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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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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14 26,508

物業、機器及設備 179,485 179,280

投資物業 229,804 218,504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 

電影版權按金 198,621 148,26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065 12,944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1,225 2,18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5,004 6,712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2 5,897 4,757  

657,215 599,161  

流動資產
存貨 179 23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37,080 29,46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1,025 13,757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8,340 5,01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40,845 46,011

已抵押銀行存款 23,500 23,500

短期銀行存款 2,714 2,25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3,399 123,585  

187,082 243,828  

總資產 844,297 842,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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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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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83 155,673  

股東資金 647,286 681,576

非控股權益 4,136 6,046  

總權益 651,422 687,62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4 7,089 7,789

融資租約負債 15 229 312

遞延所得稅負債 23,398 22,822  

30,716 30,92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96,950 77,568

預收款項 43,534 34,005

借貸 14 10,508 1,441

融資租約負債 165 236

當期所得稅負債 11,002 11,194  

162,159 124,444  

總負債 192,875 155,367  

總權益及負債 844,297 842,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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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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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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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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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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營運所得╱（所用）現金 9,518 (5,452)
已付所得稅 (542) (197)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8,976 (5,64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1,289) (665)
購買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 
電影版權按金 (74,813) (1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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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706
視作出售於一間附屬公司權益之現金流出 — (535)
短期存款變動 (456)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6,178) (12,14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償還銀行貸款 (678) (418)
已付貸款及透支利息 (84) (113)
融資租約之利息部份 (9) (3)
償還融資租約之資本部份 (154) (87)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925)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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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淨額 (68,127) (18,410)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23,585 228,592
匯兌差額 (1,104) (433)  

期末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4,354 209,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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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99 212,295
銀行透支 (9,045) (2,546)  

54,354 209,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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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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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獲批准刊發。

2. 編撰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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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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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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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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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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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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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 9,518 11,725 3,908 — 934 76 — — 46,242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5,320) (21,005) (710) (4,006) (5,875) (72)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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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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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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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49,195 187,376 7,104 13,002 20,891 3,781 5,187 239,632 — 526,168

可呈報分部負債 (30,393) (89,466) (14,950) (8,199) (513) (1,917) (123) (27,220) — (17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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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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49,781 118,498 5,706 11,283 20,967 31,312 5,136 222,642 — 465,325

可呈報分部負債 (34,445) (60,648) (14,181) (7,382) (315) (3,126) — (24,972) — (14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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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虧損 (23,849) (14,086)

未分配款項：
未分配其他收入 1,877 1,646

未分配其他（虧損）╱收益 (5,166) 3,014

未分配財務收入 — 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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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9) (3,078)

未分配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1,045 907

未分配企業開支 (2,278) (2,366)  

除所得稅前虧損 (31,343) (13,963)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526,168 46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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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51 198,019

未分配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5,004 6,712

未分配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40,845 46,011

未分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1,765 108,774

未分配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0,950 14,009

未分配企業資產 1,514 4,139  

總資產 844,297 842,989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172,781 145,069

未分配負債：
未分配銀行借貸 17,598 9,230

未分配企業負債 2,496 1,068  

總負債 192,875 15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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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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9,738 19,222

中華人民共和國 12,315 16,431

台灣 4,550 5,517

其他國家 9,639 11,589  

46,242 52,759  

非流動資產
（財務資產除外）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33,252 365,892

中華人民共和國 161,272 170,437

台灣 26,281 25,274

其他國家 25,509 26,089  

646,314 58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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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1,877 1,616

租金收入 4,157 4,619

管理費及其他收入 1,888 1,222  

 7,922 7,457  

7. 其他收益 — 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虧絀） 10,560 (1,278)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公允值 

（虧損）╱收益 (5,166) 2,947

視作出售於一間附屬公司權益之利潤 — 15,351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收益 — 67  

5,394 17,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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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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影版權攤銷 13,513 14,633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394 394

銷貨成本 412 595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4,008 7,604

僱員福利開支 20,234 23,826

電影版權減值撥備 13,7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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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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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350 163

遞延所得稅 145 55  

495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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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28,000港元（二零一六
年：11,633,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923,739,000股（二零一六
年：5,923,73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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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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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29,788 29,993

減：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0,930) (20,930)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8,858 9,063

預付款項 15,134 5,600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8,985 19,558  

42,977 34,221

減：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 非流動部份 (5,897) (4,757)  

流動部份 37,080 29,464  

按發票日期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7,945 9,063

四至六個月 857 —

超過六個月 20,986 20,930  

29,788 2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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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329 2,09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5,621 75,478  

96,950 77,568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808 449

四至六個月 — —

超過六個月 521 1,641  

1,329 2,090  

14. 借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9,045 —

有抵押銀行貸款 — 流動部份 1,463 1,441  

銀行借貸 — 流動部份 10,508 1,441

有抵押銀行貸款 — 非流動部份 7,089 7,789  

借貸總額 17,597 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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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借貸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0,508 1,441

一至兩年內 1,463 1,470

兩至五年內 4,582 4,603

五年後 1,044 1,716  

17,597 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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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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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252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236 323  

412 575

融資租約之未來融資費用 (18) (27)  

394 548  

融資租約負債之現值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一年內 165 236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229 312  

394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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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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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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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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期初 56,042,000 57,672,000

沒收 — (1,340,000)

失效 (56,042,000) —  

期末 — 56,332,000  

期初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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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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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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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47 60,786

投資 58,187 55,876

版權 — 2,730  

142,934 119,39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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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248 6,130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25,881 24,877

五年以上 56,948 58,683  

89,077 89,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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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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583 2,629

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 5,445 1,391  

11,028 4,0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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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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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6 6,134

應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播放服務 2,025 2,250

應收聯營公司之租金收入 487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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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行政成本 368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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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
無）。

業務回顧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收益 46,242,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52,759,000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29,92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11,633,000港元）。毛利由 12,216,000港元轉變為毛損 3,425,000港元，乃主要由於來
自電視業務及影院業務之收益減少，及期內電影版權減值撥備所致。

期內，來自本集團電視分部之收益由約 22,800,000港元微跌至 20,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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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在香港透過無綫收費電視提供電影頻道。

自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起，本集團與HBO Asia訂立一份協議，以分階段於不同亞洲國
家及地區推出及分銷「RED by HBO」頻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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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建立其品牌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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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收益。本集團期望將此頻道推廣至其他亞洲國家及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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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平穩約 9,500,000港
元。若干新電影正攝製中，並預期將於來年在市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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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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3,100,000港元）之收益。收益下跌乃主要由於鄰近競
爭加劇所致。

期內，經計及目前市況及相關資產之估計未來可收回金額後，本集團已就其電影版
權計提減值撥備 13,8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無）。

期內，由於期內所舉辦之表演項目較少，故本集團之演唱會經營分部錄得收益約
3,9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6,600,000港元）。由本集團投資製作之表演項目將於來
年陸續舉辦。本集團認為，此分部為本集團帶來之收益將會節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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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頻應用程式「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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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電影及節目以及藝人管理等其他分部應佔之收益
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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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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網絡亦向其他客戶提供播映、後
期製作、高清電影修復、頻道管理及手機應用程式開發服務。香港電影網絡已開始
以先進之M-OTT平台提供服務，讓觀眾可透過電視、個人電腦、智能手機、平板電
腦以及智能電視及機頂盒觀賞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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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日後為香港電影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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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收益 2,900,000港元）。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錄得重估
盈餘約 10,6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虧絀 1,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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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
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狀況或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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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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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融資約為 72,000,000港元，其中約
17,600,000港元已動用。本公司簽立之公司擔保及本集團總賬面淨值 12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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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乃按銀行貸款及融資租約負債總額
17,991,000港元（其中 10,673,000港元、1,634,000港元、4,640,000港元及 1,0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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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28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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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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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電影製作、電影及節目版權授出協議以及其
他投資之承擔合共約為 14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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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有 159名（二零一六年：1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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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23,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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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報披露。

計劃項下之購股權於期內之變動載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期初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期末未行使      

董事
李國興先生 6,500,000 — — (6,500,000) —

唐慶枝先生 6,500,000 — — (6,500,000) —

李燈旭先生 4,560,000 — — (4,560,000) —

董明博士 6,500,000 — — (6,500,000) —

熊曉鴿先生 1,500,000 — — (1,500,000) —

Alan Cole-Ford先生 1,500,000 — — (1,500,000) —

林家禮博士 1,500,000 — — (1,500,000) —

郭燕軍先生 1,500,000 — — (1,500,000) —

僱員
—本集團 15,846,000 — — (15,846,000) —

—一間聯營公司 4,566,000 — — (4,566,000) —

其他參與者 5,570,000 — — (5,570,000) —     

56,042,000 — — (56,04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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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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購股權計劃」一段所載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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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法團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李國興先生 325,557,500 189,843,750

附註 (i)

2,446,347,550

附註 (ii)

50.00%

唐慶枝先生 16,875,000 — —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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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持無投票權
遞延股份之數目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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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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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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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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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面值 0.02港元之本公司普通股權益

股份數目 — 好倉

名稱 附註 權益

於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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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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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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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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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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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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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