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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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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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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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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9,510 39,103

銷售成本 (8,113) (15,645)  

毛利 21,397 23,458

其他收入 5,015 6,297

其他（虧損）╱收益– 淨額 5 (14,538) 7,405

銷售、分銷及市場推廣開支 (2,874) (1,424)

行政開支 (35,109) (40,315)  

經營虧損 6 (26,109) (4,579)

融資收入 58 65
融資成本 (4,354) (5,618)  
融資成本 – 淨額 7 (4,296) (5,553)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利潤淨額 (614) 3,752  

除所得稅前虧損 (31,019) (6,380)
所得稅抵免╱（支出） 8 1,018 (493)  

期內虧損 (30,001) (6,873)
  

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9,383) (6,873)
 非控股權益 (618) –  

(30,001) (6,87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9 (0.50港仙 ) (0.12港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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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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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30,001) (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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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2 10,392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2,502) (1,663)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6,482 16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8,392 8,892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11,609) 2,019
  

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10,991) 2,019
 –  非控股權益 (618) –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11,60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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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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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801 206,445
 投資物業 212,943 226,943
 使用權資產 66,258 74,859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
  版權按金 150,402 153,37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899 10,513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1 1,972 4,029  

651,275 676,166  

流動資產

 存貨 280 331
 預付款項、按金、貿易及其他應收
  款項 11 29,116 36,37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3,441 5,893
 已抵押銀行存款 13,500 23,500
 短期銀行存款 3,013 3,309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6,503 11,624  

65,853 81,030  

總資產 717,128 75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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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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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525) (166,534)  

 股東資金 348,378 359,369
 非控股權益 8,891 9,509  

總權益 357,269 368,878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13 99,372 96,068
 租賃負債 90,267 102,674
 遞延所得稅負債 27,709 26,431  

217,348 225,17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70,195 73,277
 合約負債 20,788 13,374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1,061 13,710
 銀行透支 13 10,989 23,056
 銀行貸款 13 15,013 24,216
 租賃負債 10,263 11,438
 當期所得稅負債 4,202 4,074  

142,511 163,145  

總負債 359,859 388,318  

總權益及負債 717,128 75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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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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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 118,475 407,428 12 189,009 (8,659) 107,114 (6,380) (447,630) 9,509 368,878          

全面虧損

期內虧損 – – – – – – – (29,383) (618) (30,001)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盈餘 – – – – – 14,412 – – – 14,412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 – – – – (2,502) – – – (2,502)
貨幣換算差額 – – – – 6,482 – – – – 6,482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 – – – 6,482 11,910 – – – 18,392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6,482 11,910 – (29,383) (618) (11,609)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118,475 407,428 12 189,009 (2,177) 119,024 (6,380) (477,013) 8,891 35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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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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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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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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營運所得╱（所用）現金 17,851 (3,420)
 已付所得稅 (28) (643)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7,823 (4,06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2,596) (10,081)
 購買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
  按金 (1,025) (2,018)
 已收利息 58 65
 短期存款變動 296 (1,026)
 已抵押銀行存款變動 10,000 –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6,733 (13,06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新造銀行貸款 22,000 –
 償還銀行貸款 (23,845) (3,279)
 已付銀行及其他借貸利息 (514) (1,373)
 償還租賃負債之本金部份 (4,406) (5,842)
 來自一名控股股東之墊款 – 10,187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765)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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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17,791 (17,430)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1,432) 3,352
匯兌差額 (845) 162  

期末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514 (13,91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結存分析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6,503 7,091
銀行透支 (10,989) (21,007)  

5,514 (1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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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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戲院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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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獲批准刊發。

2. 編撰基準

本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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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準則編撰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淨虧損 30,001,000港元。另外，於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76,65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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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動用現有及新造銀
行及其他融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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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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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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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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預期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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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本集團採納的經修訂準則及會計指引

本集團已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開始的本報告期間首次應用以下經修訂
準則及會計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的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機器及設備 – 作擬定用途

 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
 至二零二零年的年度改進

會計指引第5號（修訂本） 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處理

採納該等經修訂準則及會計指引對在過往期間或本期間確認的金額並無
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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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已頒佈但本集團尚未應用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的影響

以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並非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
期間生效，而本集團亦無提早採納：

於以下日期或

之後開始的

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7號的修訂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
 非流動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
 （修訂本）

會計政策的披露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

 產及負債相關的遞
 延稅項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 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
 償還條款的定期貸
 款的分類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
 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定

本集團正在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於首次應用時的影響，初步
認為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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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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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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院

業務

應用程式

及在線

視頻

演唱會及

籌辦活動

物業

投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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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a)）

分部收益 15,186 7,291 7,002 – – – 31 29,510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3,764 (2,976) (11,630) (287) (523) (9,892) (299) (21,843)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13) (65) (5,811) (10) – – (99) (6,098)
使用權資產折舊 – – (2,965) – – – – (2,965)
投資物業重估之公允值
 虧損 – – – – – (12,086) – (12,086)
電影版權攤銷 (1,519) (85) – – – – – (1,604)
融資成本 – – (3,839) – – – – (3,839)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5 – 255 2,336 – – – 2,596
添置電影版權、攝製中電
 影及電影及節目版權
 按金 736 289 – – – – – 1,025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9,957 169,412 54,078 140 10,447 218,676 16,816 479,526
可呈報分部負債 (8,553) (53,234) (158,184) (10) (8,656) (3,151) (12,124) (24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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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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院
業務

應用程式
及在線
視頻

演唱會及
籌辦活動

物業
投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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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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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及電影及節目版權
 按金 1,664 354 – – – – – 2,018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16,375 166,755 69,056 11,566 150 234,522 26,875 525,299
可呈報分部負債 (10,853) (40,770) (146,241) (8,636) – (3,814) (20,669) (230,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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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虧損 (21,843) (1,694)
未分配款項：
未分配其他收入 9 –

未分配其他虧損 (2,452) (948)
未分配融資成本 — 淨額 (457) (1,347)
未分配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898) (3,392)
未分配使用權資產折舊 (394) (394)
未分配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利潤 (614) 3,752
未分配企業開支 (1,370) (2,357)  

除所得稅前虧損 (31,019) (6,380)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479,526 525,299
未分配資產：
未分配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 223,626 213,231
未分配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3,441 5,893
未分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88 68
未分配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益 9,899 10,513
未分配企業資產 548 2,192  

總資產 717,128 75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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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243,912 230,983
未分配負債：
未分配銀行及其他借貸 70,895 97,184
未分配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1,061 13,710
未分配即期所得稅負債 4,202 4,074
未分配遞延稅項負債 27,709 26,431
未分配企業負債 2,080 15,936  

總負債 359,859 38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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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6,013 10,263
中華人民共和國 8,570 20,450
台灣 3,516 4,176
其他國家 1,411 4,214  

29,510 3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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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資產

（財務資產除外）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85,923 473,445
中華人民共和國 140,885 171,974
台灣 22,495 25,400
其他國家 – 1,318  

649,303 672,137
  

附註 (a)

(a) 「物業投資」分部應佔之收益已計入其他收入。

5. 其他（虧損）╱收益 – 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盈餘 (12,086) 8,35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公允值虧損 (2,452) (948)  

(14,538) 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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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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影版權攤銷 1,604 5,186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9,996 9,700
使用權資產折舊 3,359 3,408
僱員福利開支 16,189 20,043

  

7. 融資成本 – 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  短期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58 65  

融資成本

 – 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1,813) (2,728)
 – 租賃負債之利息 (2,541) (2,890)  

(4,354) (5,618)  

融資成本 – 淨額 (4,296) (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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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抵免╱（支出）

香港利得稅已按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利潤以稅率 16.5%（二零二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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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156) (442)
遞延所得稅 1,174 (51)  

所得稅抵免╱（支出） 1,018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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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83,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6,873,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923,739,000股（二
零二一年：5,923,739,000股）計算。

(b) 攤薄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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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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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預付款項、按金、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31,498 40,331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9,868) (19,868)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11,630 20,463

預付款項 10,737 11,986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68,487 73,007  

90,854 105,456
減：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59,766) (65,054)  

31,088 40,402
減：按金 – 非流動部份 (1,972) (2,198)
減：預付款項 – 非流動部份 – (1,831)  

流動部份 29,116 36,373
  

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6,935 12,305
四至六個月 – –

超過六個月 24,563 28,026  

31,498 40,331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期一般為7至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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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7,505 8,15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2,690 65,120  

70,195 73,277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3,018 943
四至六個月 – –
超過六個月 4,487 7,214  

7,505 8,157
  

13. 銀行及其他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10,989 23,056
有抵押銀行貸款 – 流動部份 15,013 24,216  

銀行借貸 – 流動部份 26,002 47,272
有抵押銀行貸款 – 非流動部份 7,358 –  

銀行借貸總額 33,360 47,272
其他借貸 – 非流動部份 92,014 96,068  

借貸總額 125,374 14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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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銀行借貸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6,002 47,272
一至兩年內 2,178 –

兩至五年內 5,180 –  

33,360 47,272
  

(b) 其他借貸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借貸的未償還本金為人民幣30,000,000
元（約 33,11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0,000,000元（約
36,900,000港元）），利息為人民幣8,650,000元（約 9,547,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525,000元（約 9,25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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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月至十
二月）起計五年內償還。貸款人為一家由本集團控股股東之胞弟部份持有
之公司。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亦有另一筆本金為25,000,000港元（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5,000,000港元）之借貸由本集團一家聯營公司提供。
該借貸為無抵押、免息及毋須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償還。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一筆本金為24,356,000港元（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24,912,000港元）之借貸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提供。該借貸
為無抵押、免息及毋須於二零二三年十月一日之前償還。

14. 股本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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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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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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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及節目版權按金 1,722 1,919
版權 1,480 1,399  

3,202 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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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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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 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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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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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
一年：無）。

業務回顧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錄得綜合收益29,51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9,103,000港元）、毛利21,397,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23,458,000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29,383,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6,873,000港元）。經調整虧損（撇除投資物業重估及按公允值計入
損益之財務資產的虧損合共14,53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淨收益7,405,000港元））
維持於14,84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4,278,000港元）。

期 內，來 自 本 集 團 頻 道 業 務 分 部 的 收 益 貢 獻 由 約 18,000,000港 元 下 降 至
1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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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頻道業務分部仍是本集團的主要收入分部。

在香港，本集團通過無線電視的新媒體平台myTV SUPER以及中國的OTT應
用程式，為觀眾提供一條華語電影頻道及數以百計電影。在台灣，本集團
通過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電訊╱OTT平台，為觀眾提供華語電影╱連續
劇頻道。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我們開始通過全球最大的新媒體平台之一
Youtube向觀眾提供電影內容。結果令人滿意，我們正在向Youtube觀眾提供
更多粵語本地電影。

不論是傳統媒體公司抑或新媒體公司，要在收視及收益方面與同業競爭，優
質媒體內容乃是關鍵。媒體行業正處於從傳統媒體轉型至新媒體行業的交接
階段，大量觀眾已由傳統電視服務轉至快速增長的OTT服務。本集團已準備
就緒，擔當傳統媒體及新媒體行業的華語電影及電視劇內容的重要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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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爆發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及處於行業轉型階段，媒體行業面臨
巨大挑戰。儘管如此，期內我們在香港及台灣的媒體業務的收視及收益均維
持穩定。我們在香港及台灣市場提供電視頻道及點播服務，觀眾可透過電視
機、個人電腦、手機及平板電腦收看我們的電影及電視劇。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發掘其他商機，提高來自頻道業務的收益貢獻。

來自本集團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分部的收益貢獻略為下跌，由約
9,000,000港元跌至7,000,000港元。新電影原先的上映檔期因爆發COVID-19而
遭延後。於報告期末後，新電影《正義迴廊》上映，市場反映熱烈，好評如潮。
預計另一部電影《風再起時》即將上映。部份其他已完成拍攝的作品亦計劃在
來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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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優質片庫的內容。此後，本集團亦與優酷、西瓜視頻、嗶哩嗶哩、騰訊及
Disney+等其他新媒體營運商訂立類似協議，以播放片庫內容。這類合作進一
步鞏固本集團作為內容供應商進軍新媒體市場並釋放我們電影庫價值的重
要擴展策略。本集團將繼續尋求與其他大型新媒體平台合作，進一步在龐大
的媒體市場落地生根。

除自行製作及投資外，本集團亦憑藉已建立多年的龐大發行網絡，推廣其電
影發行業務。憑藉本集團的電影庫以及採購節目的經驗及網絡，本集團有信
心繼續提供符合觀眾口味的優質節目。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開始進軍中國戲院市場，並在天津設立首家戲院。於二
零一九年，本集團位於廣州的戲院及本集團持有 20%股權的另一家北京戲院
投入營運。本集團的戲院均為數碼影院，備有3D電影放映設備。受COVID-19
影響，戲院業務於去年不時暫停，因而期內來自戲院業務分部的收益由
約11,000,000港元減少至7,000,000港元，分部虧損亦由9,000,000港元增加至
12,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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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集團縮減成本的措施之一，經考慮全資控制實體北京在線九州信息技
術服務有限公司（「在線九州」）的累計及連續虧損後，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二
月達成協議，據此，本集團不再對在線九州實施控制，在線九州亦因此不再
綜合入賬至本集團賬目。在線九州已就本集團先前授予在線九州的累計墊款
提出人民幣 38,000,000元（約42,000,000港元）的還款計劃。根據還款計劃，累計
墊款須分期清償，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在線九州已根據還款計劃清償
的金額約為人民幣 9,000,000元（約10,000,000港元），計入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
十日的流動負債。已收回之金額須待整個還款計劃完成後，方可於收益表內
確認，而還款計劃須待達成若干條件後，方告完成。本集團將繼續與在線九
州監察還款計劃的實行及完成情況，收回餘下未償還金額。

由於爆發COVID-19，演唱會及籌辦活動的經營分部暫停，期內並無產生收益。

本集團的聯營公司愛視通有限公司（「愛視通」）提供播放服務、後期製作、
高清電影修復及互聯網網絡解決方案。期內，愛視通為本集團帶來虧損約
6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利潤 3,700,000港元）。

期內，因市況轉變，本集團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錄得公允值虧損約
2,5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900,000港元），而本集團的投資物業組合亦錄得
重估虧損約 12,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收益 8,300,000港元）。該等未變現盈
餘╱虧損對本集團的現金流量並無影響。

COVID-19為全球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娛樂行業更是首當其衝。考慮
到近期發展，疫情有望平復，而本集團營運將逐漸回復至正常水平。展望未
來，本集團將繼續積極尋找與本集團現有業務相關及╱或能與本集團現有業
務產生協同效應的投資機會，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以回饋其長期支持。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二零二三年度中期報告 26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融資約為 39,332,000港元，
其中約 33,360,000港元已動用。本公司簽立之公司擔保及本集團總賬面淨值
96,19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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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36%，乃按銀行貸款及其他貸
款總額 125,374,000港元（其中 26,002,000港元、2,178,000港元及97,19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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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37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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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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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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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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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有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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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9,000港元已於期內在損益表
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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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披露。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未行使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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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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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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法團權益

李國興先生 569,887,500 189,843,750 
附註 (i)

2,540,177,550 
附註 (ii)

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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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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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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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附註

實益持有之

股份數目 –
好倉

於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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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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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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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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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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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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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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