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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及簡

明賬目。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損益賬綜合現金流量表及綜合經確認損益表，與及本集

團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全部均屬未審核及簡明）連同

有關說明附註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78,616 109,422

銷售成本 (60,280) (82,706)

毛利 18,336 26,716

其他收益 7,257 10,260

其他收入 3 6,166 6,563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4,285) (6,789)

行政開支 (21,550) (18,362)

其他開支 — (65)

經營溢利 3 5,924 18,323

融資成本 (2,162) (1,91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661) (791)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減溢利 682 (12,246)

除稅前溢利 3,783 3,373

稅項 4 — —

股東應佔溢利 3,783 3,373

每股基本盈利 5 0.49 仙 0.44 仙

由於僅會包括上述除稅後溢利3,783,000港元（二零零零年：3,373,000港元），

故此並無呈列經確認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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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三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資產 6 185,538 181,081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834 2,520
聯營公司 72,572 76,931
投資證券 6,916 8,189
電影版權及攝製中電影 7 57,396 52,244
流動資產
存貨 16,010 12,993
電影轉授版權及按金 80,538 77,697
應收賬款 8 22,352 20,78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9,318 25,021
可退回之稅項 3 3
其他投資 — 20
銀行結存及現金 1,305 1,544

149,526 138,065---------------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8,857 8,418
預收款項及應計費用 20,299 18,653
應付票據 2,320 1,495
短期銀行貸款 — 有抵押 10,000 9,000
長期負債之即期部份 10 5,878 6,058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15,844 12,409
— 無抵押 1,357 1,367

64,555 57,400--------------- ---------------

流動資產淨值 84,971 80,665

409,227 401,630

資本來源：
股本 11 77,100 77,112
儲備 12 303,100 299,348

股東資金 380,200 376,460
長期負債 29,027 25,170

409,227 4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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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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審核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3,989 4,738

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之現金流出淨額 (2,158) (1,277)

退回稅項 — 41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9,798) (49,049)

融資前之現金流出淨額 (7,967) (45,178)

融資之現金流入淨額 3,303 24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 (4,664) (44,935)

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1,232) 23,770

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5,896) (21,16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1,305 225

銀行透支 (17,201) (11,390)

銀行貸款 (10,000) (10,000)

(25,896) (2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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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撰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賬目（「中期賬目」）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中期財務報告」而編撰。

簡明中期賬目應與二零零一年度之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除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起計之會計期間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而更改若干會計政策外，編撰

該等簡明賬目時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賬目所採用者相符：

(a) 會計實務準則第14條（修訂本）「租約」（適用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起

計之會計期間）

於簡明中期賬目附註14(b)內本集團已根據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4

條有關披露日後最低租金支出總額之規定披露經營租約承擔。該項新

規定有別於過往之會計實務準則只規定披露未來十二個月應付之最低

租金。

(b) 會計實務準則第26條「分類報告」

於簡明中期賬目附註2內，本集團已披露分類收入及業績（定義見會計

實務準則第26條）。

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報告，本集團已決定首先呈報業務分類資料，

而由於本集團來自香港以外市場之綜合營業額及綜合經營業績不足

10%，故此並無呈列按地區劃分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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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1 編撰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c) 會計實務準則第30條「業務合併」

商譽指收購成本超逾本集團分佔所收購聯營公司於收購當日之資產淨

值公平價值之差額。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因收購而產生之商

譽將計入無形資產，並以直線法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攤銷。於二零零

一年一月一日前因收購而產生之商譽自儲備中撇銷。本集團引用會計

實務準則第30條之過渡規定，而有關商譽並無追溯撥充資本及攤銷。

然而，有關商譽之任何減值將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31條「資產減值」入

賬。

本集團為擴大產品或市場佔有率而進行之重大策略收購所產生之商譽

按不超過15年攤銷。至於所有其他收購之商譽則按5年攤銷。

(d) 會計實務準則第31條「資產減值」

會計實務準則第31條列明須採取措施確保資產之賬面值不會超過其可

收回款項。資產之可收回款項指售價淨額與使用價值兩者之較高者。

本集團乃根據估計資產日後現金流量之現值及可使用年期結束時估計

出售所得款項而計算資產（包括固定資產、因採用收購計算法而將業

務合併入賬所產生之商譽及無形資產）之使用價值。本集團須於每年

結算日評估資產有否出現減值。倘若資產出現減值，則須釐定資產之

可收回款項。任何有關減值均自綜合損益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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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1 編撰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e) 詮釋第13條「商譽 — 有關過往於儲備撇銷／入賬之商譽及負商譽之

持續規定

根據詮釋第13條，評估商譽減值亦適用於過往自儲備撇銷且不會於採

用會計實務準則第30條時追溯重報之商譽。任何有關過往自儲備撇銷

之商譽之減值均須於綜合損益賬內確認為開支。

有關比較數字已作出適當之調整，以符合本期間經修訂之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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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電影及節目製作及發行、電影放映、轉授電影版權及提供

資訊科技及相關服務之業務。期內按主要業務劃分之已確認收入如下：

未審核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電影 提供資訊

發行電影及 放映及轉授 科技及 處理影音

影音節目 電影版權 相關服務 產品 其他 集團

營業額 67,158 11,043 232 — 183 78,616

分類成績 13,695 (3,954) (466) — (3,351) 5,924

融資成本 (2,162)

應佔溢利減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661) — — — — (661)

聯營公司 — — (1,159) 1,841 — 682

除稅前溢利 3,783

稅項 —

股東應佔溢利 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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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續）

未審核

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電影 提供資訊

發行電影及 放映及轉授 科技及 處理影音

影音節目 電影版權 相關服務 產品 其他 集團

營業額 89,742 17,043 2,037 — 600 109,422

分類成績 10,096 989 502 — 6,736 18,323

融資成本 (1,913)

應佔溢利減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791) — — — — (791)

聯營公司 — — (10,595) (1,651) — (12,246)

除稅前溢利 3,373

稅項 —

股東應佔溢利 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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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項目：

未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計入

出售投資證券之溢利 6,166 —

聯營公司權益攤薄所得之收益

（已扣除攤薄前增購該聯營公司

權益時產生之溢價） — 6,563

利息收入 4 636

已扣除

電影版權攤銷 8,032 10,268

折舊：

— 已擁有固定資產 7,304 7,874

— 租賃固定資產 179 18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40 —

4 稅項

由於期初有足夠承前稅項虧損可抵銷期內之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就香港

及海外利得稅作出撥備。

本集團於中國大陸之共同控制機構並無任何應課稅收入，故於賬目內並無

就中國稅項作出撥備。



11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5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溢利3,783,000港元（二零零零年：

3,373,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771,073,977 股（已計入二零

零零年十月十三日發行紅股之影響）（二零零零年：771,124,200 股）計算。

二零零零年度之每股盈利已據此調整。

由於行使購股權具有反攤薄效果，故此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計入於二

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6 固定資產

未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賬面淨值 181,081 143,668

重估調整 — (4,240)

增購 11,941 57,398

出售 (1) (16)

折舊（附註3) (7,483) (15,729)

期末賬面淨值 185,538 18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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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7 電影版權及拍攝中電影

未審核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六個月止 千港元

期初賬面淨值，如前呈列報告 52,244

期間增購 13,184

攤消（附註3) (8,032)

期末賬面淨值 57,396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成本 258,178

累計攤消 (200,782)

賬面淨值 57,396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成本 244,994

累計攤消 (192,750)

賬面淨值 5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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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8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以下 17,078 18,381

四至六個月 2,271 516

六個月以上 3,003 1,890

22,352 20,787

出售電影及影音節目之信貸期介乎七至三十日不等，而電影放映、轉授電

影版權及提供資訊科技及相關服務之營業額均以記賬方式進行，其中部份

結餘可以客戶已付予本集團之按金抵銷。

9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以下 3,354 3,492

四至六個月 275 2,141

六個月以上 5,228 2,785

8,857 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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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10 長期負債

未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銀行貸款（註(a)） 33,931 30,304

融資租約承擔（註(b)） 974 924

34,905 31,228

長期負債之即期部份 (5,878) (6,058)

29,027 25,170

(a) 有抵押銀行貸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222 5,516

2年後 3,542 1,389

3-5年 10,171 1,001

5年後 14,996 22,398

28,709 24,788

33,931 3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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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10 長期負債（續）

(b) 融資租約承擔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重列

未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56 542

在第二年內 224 353

第三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94 29

974 924

融資租約的將來財務支出 152 123

融資租約債務的折現值 1,126 1,047

下列融資租約債務的折現值分析：

一年內 746 609

在第二年內 264 398

第三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116 40

1,126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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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11 股本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

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千港元

（千股）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3,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千港元

（千股）

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 257,042 25,704

發行股份（註 (a)） 514,083 51,408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771,125 77,112

註銷已回購之股份（註 (b)） (125) (12)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771,000 77,100

(a) 於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三日，本公司以股份溢價賬之進賬51,408,280港

元按面值繳足根據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每持有一股股份可獲發兩

股新普通股之比例而發行之514,082,8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

將已發行股本增至77,112,420港元。該等股份在各方面均與現有已發

行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b) 124,2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回購普通股股份於期內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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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儲備
投資物業 其他物業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匯兌差額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274,303 118,620 (306) 4,583 3,329 (48,088) 352,441
期內溢利 — — — — — 3,373 3,373

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 274,303 118,620 (306) 4,583 3,329 (44,715) 355,814
資本化發行 (51,408) — — — — — (51,408)
發行開支 (33) — — — — — (33)
物業重估減值 — — — (350) (2,500) — (2,850)
期內虧損 — — — — — (2,175) (2,175)
採用會計實務準則

第31條之影響 — 9,798 — — — (9,798) —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追溯重報 222,862 128,418 (306) 4,233 829 (56,688) 299,348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如前呈列報告 222,862 118,620 (306) 4,233 829 (46,890) 299,348
採用會計實務準則

第31條之影響 — 9,798 — — — (9,798) —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追溯重報 222,862 128,418 (306) 4,233 829 (56,688) 299,348
購回股份 (31) — — — — — (31)
期內溢利 — — — — — 3,783 3,783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222,831 128,418 (306) 4,233 829 (52,905) 30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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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儲備（續）

下表概述本集團採納新會計準則對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

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影響：

重新入賬 未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十二個月 六個月
溢利／（虧損）淨額 純利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如前前呈列報告 1,198 3,373
於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31條時
確認之商譽減值 (9,798) —

期內溢利，追溯重報 (8,600) 3,373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如前呈列報告 0.2仙 1.31仙
追溯重報 (1.12仙) 0.44仙

13 資本及財務承擔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下列已動用之銀行信貸
而向銀行作出之擔保：
附屬公司 — — 55,230 51,454
聯營公司 1,940 2,997 1,940 2,997

1,940 2,997 57,170 5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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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擔

(a)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下列未於賬目內作出撥備之承

擔：

未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i) 有關物業、機器及設備

之資本承擔 — 2,570

(ii) 有關土地及發展中物業

之資本承擔 18,993 21,871

(iii) 就下列項目之其他承擔：

— 電影製作 26,046 26,780

— 版權協議 24,294 25,333

50,340 52,113

(b)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須於未來一年支付有關土地及樓

宇之經營租約承擔如下：

未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租約屆滿期限：

— 一年內 118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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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關連人士交易

除賬目其他附註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年度與有關連人士之重大交易如

下：

未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付予聯營公司之複製費 (a) 33,091 40,214

收取聯營公司之利息收入 — 384

收取一間聯營公司之原創費 (b) 41 294

收取聯營公司之租金收入 (c) 6,300 6,950

收取一間聯營公司之網站

發展及網絡寄存費用 (d) 37 1,855

向一間聯營公司出售貨物 (e) 614 2,484

(a) 本集團向聯營公司支付之複製費乃按不遜於該聯營公司與其他第三者

客戶交易之價格及條款而計算。該項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中進

行。

(b) 已收一間聯營公司之原創費乃按不遜於與本集團其他第三者客戶交易

之價格及條款而計算。

(c) 向若干聯營公司分租工廠大廈及出租若干機器之租金收入乃按補償成

本基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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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關連人士交易（續）

(d) 向一間聯營公司收取之網站發展及網絡寄存費用乃按有關服務協議釐

訂。

(e) 向聯營公司出售影音產品乃於日常業務中進行，而有關價格及條款不

遜於與本集團其他第三者客戶交易之價格及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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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摘要

未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8,616 109,422 -28.2%

經營溢利 5,924 18,323 -67.7%

股東應佔溢利 3,783 3,373 +12.2%

每股基本盈利 0.49仙 0.44仙 -11.4%

本集團回顧

於業務回顧期間，本集團一直在經濟衰退之環境下經營。期間，本地生產總

值連續兩季出現負增長，而本集團之營業額則較去年同期下跌約28% 。

儘管減價促銷對本集團之邊際毛利造成極大壓力，惟在普遍通縮及本集團持

續致力控制成本下，本集團之邊際毛利維持於與去年同期相若之水平。



23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本集團長期持有之年代資訊影視有限公司（「年代」）股權已於本期間出售，為

本集團帶來6,166,000港元之收益。年代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在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

儘管經濟不景及營商環境因難，惟於業務回顧期間本集團股東應佔溢利仍有

12%之增長。

前景 — 作好準備，迎接挑戰

展望未來，董事對本集團之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首先，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為本集團帶來前所未有之商機。

加入世貿將可剌激中國經濟，同時進一步推動中國現正進行之經濟及法制改

革，大幅提高娛樂產品之市場需求、加強版權保障，並開放海外經營者以往

無法進入之市場。本集團目前正在中國發展龐大之發行網絡，並擁有若干根

基穩固之中外合營企業，因此有極大優勢充分利用未來之市場機會。

其次，最近之科技發展將本集團之業務帶到全新領域。隨著寬頻上網服務及

網上廣播（webcasting）、多方廣播（multicasting）、自選影院（video-on-

demand）等技術急速發展，若干舊有之市場障礙已不復存在。董事認為，本

集團可藉此提高在區內娛樂市場之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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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充分掌握上述商機，本集團採取策略，利用其龐大電影節目庫及發行網絡

全面提高市場滲透率。本集團計劃加強及拓展現有之發行網絡，並發展全新

發行渠道及地區市場，並充分發揮該等產品媒體及市場之協同互動作用，盡

量擴大在各產品媒體及地區市場之佔有率，同時提高整個發行網絡之盈利能

力，以提升市場滲透率。

為實施該等計劃，本集團有意增加產品媒體類別及擴大地區市場，進一步利

用其電影節目庫賺取資金。本集團電影節目庫之華語電影藏量在全球數一數

二，擁有大量賣座華語電影、中國名著或歷史人物之電視連續劇、日本知名

導演系列，以及介紹自然、動物、中國文化習俗及醫藥食療之教育節目及紀

錄片。董事預期對本集團產品之需求在來年將會大幅增長。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推出亞太區衛星電影頻道，為進入電視市

場及實施業務策略邁出重要大步。本集團計劃將此頻道發展為服務區內數以

億計華人觀眾之優質華語家庭電影頻道或「中文HBO 電影頻道」。長遠而言，

本集團之目標乃將該頻道展為全球華語觀眾首選之華語電影頻道。二零零一

年四月十二日，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美亞電視有限公司（「美亞電視」）獲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之廣播事務管理局授予為期12 年之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本集團之影視節目庫深受觀眾歡迎，加上與其他傳統及採用新科技之發行渠

道相輔相承，可以有利價格提供多元化電影及電視節目，使本集團較其他同

業更具競爭優勢。本集團相信本身具備足夠條件令此項投資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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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新業務將大幅改變本集團之業務組合，並為本集團開拓區內甚至歐美前

以往未能及至之市場，從而提高其盈利潛力。此外，該業務亦可為本集團創

造多個新收入來源，包括商業廣告、出售轉播權、向其他電視台轉授各種電

視節目版權或爭取與地產發展商合作經營小區電視網絡，透過合營業務形式

分享溢利。在中國市場方面，本集團已向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申請在

三星級或以上酒店以及外籍人士聚居地區透過人造衛星播放節目，作為開拓

中國市場之試金石。

另外，本集團亦計劃與香港及中國等主要市場之大型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建立

策略聯盟，以把握寬頻帶來之新商機。董事預期本集團將踏出重要一步，成

為區內市場各大寬頻經營商之主要電影供應商。本集團亦正加強區內電影版

權轉授及數碼鐳射碟／錄像鐳射碟之傳統發行網絡，致力提升經營效益及市

場滲透率，以增加盈利能力。

本集團之「美亞娛樂」品牌一直為區內家庭娛樂事業之中流砥柱，所製作及發

行之電影及電視電影深受數以億計華人觀眾之喜愛。本集團以往之業務投資

非常成功，並擁有全港最豐富、最受歡迎之電影節目庫。本集團將繼續積極

擴展，為客戶製作及發行高質素影視產品，為本集團投資者爭取最大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銀行信貸為83,274,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83,274,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已動用其中76.2%（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65.5%），作為一般貿易業務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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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達22,352,000港元，較二零零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上升7.5%，主要是由於給予數個長期客戶延長付款期的

優惠，而存貨則因美國世貿大廈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受到恐怖特襲後，

全球消費意慾驟降而令致期末之存貨量增存23.2%。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有抵押港元銀行貸款總額達43,931,000

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9,304,000港元），其中15,222,000港元（二

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4,516,000港元）須於回顧期後一年內償還；

13,713,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390,000港元）須於第二至五年

內償還，而餘額14,996,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2,398,000港元）

則須於五年後償還。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負債資產比率為0.116（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0.104），乃按銀行貸款總額43,931,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39,304,000港元）及股東資金380,2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376,460,000港元）計算。

財務風險管理

由於本集團之借貸、營業額及採購主要以港元計算，故此本集團於日常業務

中並無任何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大部份客戶均以記賬方式付款。為減低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風險，本集團會

定期評估借方之信貸狀況，並在若干情況下要求提供公司或個人擔保（如適

用）。本集團之壞賬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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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固定資產投資合共約

12,000,000港元。期內之支出主要用於建築本集團位於將軍澳之總部及廠房

美亞集團中心。本集團於本年度餘下期間之預計支出約為18,000,000港元，

主要用作美亞集團中心上層建築之後期工程及裝修工程。該筆款項部份將以

內部資金撥付，而部份則以本集團近期以香港最優惠利率向往來銀行取得之

長期銀行借貸支付。

僱員數目及酬金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97名全職僱員（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

日：99名）（包括本集團董事）。本集團每年均會就薪酬作出檢討，其中若干僱

員可享有佣金。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酌情花紅、醫療保險計

劃及供款公積金計劃等僱員福利。

本集團資產抵押詳情

本集團之銀行信貸乃以下列各項作抵押：

(a) 本集團持有之若干物業與機器；

(b) 本公司所提供之公司擔保；及

(c) Kuo Hsing Holdings Limited 持有之30,000,000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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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披露事項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董事所擁有之股本或債務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

例」）第29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或就本公司所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

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擁有之本公司及其相關法團（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股份及

購股權權益如下：

(a)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實益擁有之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法團權益

李國興先生 9,937,500 37,968,750 374,609,510

附註(a) 附註(b)

唐慶枝先生 3,375,000 — —

陳銀鏢先生 2,025,000 — —

周其良先生 7,209,000 — —

附註：

(a) 該等股份由李國興先生之配偶李碧蓮女士持有。

(b) 該等股份由李國興先生實益擁有之公司Kuo Hsing Holdings Limited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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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李國興先生持有下列附屬公司每股面值1港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實益擁有之股份數目

美亞鐳射影碟有限公司 100,000

美亞錄影製作有限公司 10,000

美亞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500,000

除上述者外，按本公司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載，

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包括彼等之配偶及18歲以下子女）並無擁有本公

司及其相關法團（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之任何其他股份權益。

(b) 購股權

於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本公司之股東批准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

權計劃」）。根據該計劃，本公司之董事可酌情邀請本集團之僱員（包括任

何執行董事）接納可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及條件認購本公司每股面值0.10

港元普通股之購股權（「購股權」）。

於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向全體執行董事授出合共14,000,000

份可認購本公司每股面值0.10 港元股份之購股權。該等購股權可於二零

零零年八月十九日至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八日期間行使。本公司已就於二零

零零年十月發行紅股將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由每股3.38 港元調整至

每股1.1267 港元，而尚未行使購股權之數目亦由14,000,000 份調整至

42,000,0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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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概無上述購股權獲行使。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向執行

董事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如下：

董事姓名 購股權數目

李國興先生 15,000,000

唐慶枝先生 13,500,000

周其良先生 13,500,000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

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包括彼等之配偶及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可藉購買本

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主要股東

除上述就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聯繫人士所披露之權益外，於二零零一年九

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公開權益）條例第16(1)條規定設置之主要股東名冊所示，

本公司並無獲知會任何主要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

管理合約

年內概無訂立或存在任何有關本公司全部或絕大部份業務管理與行政之合約。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作為董事會之諮詢機構，

並向其提供意見。審核委員會之成員目前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董事李文光先生

及張恭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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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就審計、內

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進行討論，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中期賬目。

最佳應用守則

就本公司董事會所知，並無任何資料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任何時間違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之最佳應用守則，惟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而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告退及重選連任。董事會認為，上述安排與最佳應用

守則之目的一致。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在聯交所網站公佈中期業績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規

定之資料稍後將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國興

香港，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