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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中期報告

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報告及簡明賬目。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業績、綜合現金流量

表及綜合股本變動表，與及本集團於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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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88,654 78,616

銷售成本 (75,521) (60,280)

毛利 13,133 18,336

其他收益 4,847 7,257

其他收入 3 — 6,166

銷售及市埸推廣開支 (5,436) (4,285)

行政開支 (20,461) (21,550)

經營（虧損）／溢利 3 (7,917) 5,924

融資費用 (2,303) (2,162)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182) (661)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429) 682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溢利 (10,831) 3,783

少數股東權益 155 —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10,676) 3,783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6 (1.38港仙) 0.4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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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資產 7 181,482 176,51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聯營公司 89,076 94,689

投資證券 7,540 3,023

電影版權及攝製中電影 7 15,081 16,826

電影轉授版權及按金 7 31,622 25,543

流動資產
存貨 10,315 11,771
應收賬款 8 24,372 21,73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3,136 15,910
可退回稅項 1,285 1,285
銀行結存及現金 1,793 1,248

50,901 51,949----------------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12,837 9,605
預收款項及應計費用 24,143 16,334
應付票據 3,958 4,750
銀行貸款  —  有抵押 10(a) 17,772 15,381
融資租約承擔 10(b) 1,982 1,460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15,564 13,045
— 無抵押 — 39

76,256 60,614---------------- ----------------
流動負債淨值 (25,355) (8,66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9,446 307,929

資本來源：

股本 11 77,100 77,100

儲備 183,885 194,561

股東資金 260,985 271,661

少數股東權益 (150) —

長期負債 10 38,611 36,268

299,446 30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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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48,585 30,56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53,338) (38,534)

融資前之現金流出淨額 (4,753) (7,967)

融資之現金流入淨額 2,818 4,30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 (1,935) (3,66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承前結餘 (11,836) (12,23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結轉結餘 (13,771) (15,89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1,793 1,305

銀行透支 (15,564) (17,201)

(13,771) (1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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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

承前結餘 77,100 77,112

購回股份 — (12)

結轉結餘 11 77,100 77,100
---------------- ----------------

股份溢價

承前結餘 222,791 222,862

購回股份 — (31)

結轉結餘 222,791 222,831
---------------- ----------------

股份贖回儲備承前結餘及結轉結餘 12 —
---------------- ----------------

繳入盈餘承前結餘及結轉結餘 128,418 128,418
---------------- ----------------

匯兌差額承前結餘及結轉結餘 (306) (306)
---------------- ----------------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承前結餘及結轉結餘 109 4,233
---------------- ----------------

其他物業重估儲備承前結餘及結轉結餘 — 829
---------------- ----------------

累計虧損

承前結餘 (156,463) (56,688)

期內（虧損）／溢利 (10,676) 3,783

結轉結餘 (167,139) (52,905)
---------------- ----------------

股東資金 260,985 38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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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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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準

則」）第25條「中期財務報告」而編撰。

簡明中期賬目應與二零零二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除本集團於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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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會

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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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賬目所採用者相符：

會計準則第1條（修訂本） ： 財務報表之呈報

會計準則第15條（修訂本） ： 現金流量表

會計準則第25條（修訂本） ： 中期財務報告

會計準則第34條 ： 僱員福利

採納該等新會計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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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作及發行電影及節目、電影放映、電影版權轉授、提供互聯網及相關服務及加

工影音產品。

期內按業務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未審核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影音產品 電影放映 提供

形式發行之 及電影 互聯網及 加工

電影及節目 版權轉授 相關服務 影音產品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81,595 6,240 670 149 88,654

分部業績 (3,563 ) (3,994 ) (517 ) (1,000 ) (9,074 )

未分配收入 4,596

未分配成本 (3,439 )

經營虧損 (7,917 )

融資成本 (2,303 )

應佔溢利減

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182 ) — — — (182)

聯營公司 — — — (429) (429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10,831 )

少數股東權益 155

股東應佔虧損 (10,6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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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審核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影音產品 電影放映 提供

形式發行之 及電影 互聯網及 加工

電影及節目 版權轉授 相關服務 影音產品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67,158 11,043 232 183 78,616

分部業績 11,060 (12,096 ) (466 ) (1,297 ) (2,799)

未分配收入 13,825

未分配成本 (5,102)

經營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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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應佔溢利 3,783

本集團之四大業務分部為：

— 以影音產品形式發行之電影及節目

— 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轉授

— 提供互聯網及相關服務

— 加工影音產品

由於香港以外市場佔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及綜合經營業績少於10%，因此並無提供地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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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虧損）／溢利

經營（虧損）／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未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計入

出售投資證券之收益 — 6,166

投資證券股息 700 —

已扣除

電影版權攤銷 2,042 8,032

永久及非永久電影版權攤銷 2,713 3,473

電影轉授版權攤銷 33,324 12,424

固定資產折舊 6,441 7,483

4. 僱員成本

未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及薪金 8,870 12,792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191 428

9,061 1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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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由於期內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作出撥備。

由於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中國」）之共同控制實體於本年度並無任何應課稅收

入，故此賬目並無作出中國稅項撥備。

6.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虧損10,676,000港元（二零零一年：溢利3,783,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771,000,000股（二零零一年：771,073,977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因此並無披露期內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行使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此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時並無計入該等購股權。

7. 資本開支

電影版權及 電影轉授

拍攝中電影 版權及按金 固定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初賬面淨值 16,826 25,543 176,513

增購 1,407 41,006 11,410

攤銷／折舊費用 (3,152) (34,927) (6,441)

期終賬面淨值 15,081 31,622 18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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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20,954 23,241

四至六個月 5,918 1,679

超過六個月 8,372 7,687

35,244 32,607

減：呆賬撥備 (10,872) (10,872)

24,372 21,735

銷售影音產品形式之電影及節目之信貸期為7至30日。電影放映、電影轉授版權、提供互聯網及

資訊科技相關服務及加工影音產品之營業額乃以記賬方式計算。若干結餘有客戶付予本集團之按

金作保障。

9.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9,113 8,349

四至六個月 921 —

超過六個月 2,803 1,256

12,837 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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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長期負債

未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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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33 49,479

融資租約承擔（註(b)） 3,432 3,630

58,365 53,109

長期負債之即期部份 (19,754) (16,841)

38,611 36,268

(a) 有抵押銀行貸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7,772 15,381

在第二年內 7,762 4,819

第三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15,200 14,457

在第五年後 14,199 14,822

37,161 34,098

54,933 4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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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融資租約承擔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174 1,670

在第二年內 1,511 1,670

第三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137 807

3,822 4,147

融資租約的將來財務支出 (390) (517)

融資租約債務的折現值 3,432 3,630

下列融資租約債務的折現值分析：

一年內 1,982 1,460

在第二年內 1,328 1,460

第三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122 710

3,432 3,630

11. 股本

未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3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3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771,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77,100 7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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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或然負債

集團 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下列已動用銀行

信貸而向銀行作出之擔保：

附屬公司 — — 74,455 67,175

聯營公司 7,550 7,709 7,550 7,709

7,550 7,709 82,005 74,884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共同控制實體之或然負債。

13. 承擔

(a)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下列未於簡明賬目內作出撥備之承擔：

未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下列項目之其他承擔：

— 電影製作 14,173 14,173

— 版權協議 46,698 55,266

60,871 69,439

(b)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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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於日常業務中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如下：

未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複製費 (a) 18,554 33,091

收取聯營公司之租金收入 (b) 2,220 6,300

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播放服務費 (a) 1,240 —

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母版前期製作服務費 (a) 750 643

(a) 本集團向聯營公司支付複製費、播放服務費及母版前期製作服務費乃於日常業務中按有關

協議條款進行。

(b) 向聯營公司出租物業及若干機器之租金收入乃按補償成本基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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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一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摘要

本集團之未審核綜合營業額為88,65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3%。股東應佔虧損為

10,676,000港元。

本集團主要業務分部仍為以影音產品形式發行電影及節目，而該分部於期內之營業額自

67,000,000港元增加21%至82,000,000港元，佔本集團期內營業額約92%。電影放映及電影

版權轉授之收入減少43%，由11,000,000港元跌至6,000,000港元。

前景

雖然經營環境惡劣，然而本集團營業額仍然有所增長。本集團於期內取得中國星集團有限公

司（「中國星」）（股票代號：326）及豐采多媒體集團有限公司（「豐采」，前稱海岸集團有限公

司）（股票代號：764）獨家發行權，於三年內以影音產品制式在香港及澳門發行上述公司電

影庫內約800套電影。收購進一步拓展本集團規模龐大之電影節目庫，成為全球華語片藏量

最豐富之電影節目庫之一。

本集團製作之「大頭怪嬰」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獲頒米蘭國際電影展之最佳剪接獎。本集團

將繼續投入資源，致力製作及購入優質電影，以提高電影節目庫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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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對中國市場之發展潛力充滿信心，尤其在中國入世後，市場對娛樂產品之需求將大

大提高，而對版權之保謢亦會隨之加強。透過廣州東亞音像製作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擁有

逾1,000小時內容之電視及電影片庫之共同控制實體，加上現正發展之強大中國發行網絡，

本集團具備有利條件，把握日後之商機。

隨著本集團將軍澳總部落成，本集團已整合各大業務，提高營運效率。此外，本集團亦精簡

業務，嚴格控制成本。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把握一切機會，締造良好業績，為股東爭取更佳回報。董事相信，憑藉

本集團經驗豐富之管理層、穩固業務基礎及清晰明確之業務策略，本集團已具備穩固基礎，

迎接不久將來經濟復甦時所帶來之商機。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約為 82,000,000港元，其中約

74,000,000港元經已動用。本集團賬面淨值分別為150,000,000港元及15,000,000港元之若

干物業以及廠房及機器已抵押予銀行，作為銀行信貸之擔保。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

日之負債資產比率為28%，乃按銀行貸款、透支及融資租約承擔合共73,929,000港元（其中

35,318,000港元、9,090,000港元、15,322,000港元及14,199,000港元分別於一年內、第二

年、第三至第五年及第五年後償還）以及股東資金約260,985,000港元計算。本集團之借貸及

銀行結餘主要以港元計算，故此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聯營公司信貸而向銀行作出擔保而產生之或然負債約為

7,600,000港元，而購買電影版權之承擔則約為61,000,000港元，將以本集團內部資金及銀

行信貸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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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84名僱員。本集團每年均會檢討薪酬，而其中若干

僱員可享有佣金。除基本薪金外，職員福利亦包括不定額花紅、醫療保險計劃及供款公積

金。

董事所擁有之股本或債務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擁有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

例」）第29條規定之公司保存之登記名冊所記載或須知會本公司之本公司或任何關聯法團（定

議見披露權益條例）之股份權益如下：

(a) 每股面值0.1港元之美亞娛欒資訊集團有限公司普通股

實益持有之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法團權益

李國興先生 20,761,500 37,968,750 401,155,510

註 (i) 註 (ii)

唐慶枝先生 3,375,000 — —

陳銀鏢先生 2,025,000 — —

周其良先生 7,209,000 — —

註：

(i) 該等股份由李國興先生之配偶李碧蓮女士持有。

(ii) 該等股份由李國興先生實益擁有之公司Kuo Hsing Holdings Limited持有。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

18

(b) 本公司附屬公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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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人權益：

所持無投票權遞延

股份之數目

名稱 個人權益

美亞鐳射光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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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述購股權計劃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

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於期內，各董事及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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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聯公司（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任何權益，亦無獲授或行使可認購本公司及其關聯公司（定義

見披露權益條例）股份之任何權利。

主要股東

除上文「董事所擁有之股本或債務證券權益」所披露之董事及行政總裁權益外，於二零零二

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規定設置之主要股東名冊所示，本公司並無獲

悉任何主要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應用指引第19項

作出披露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控權股東Kuo Hsing Holdings Limited將所持之

30,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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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股東於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批准之購股權計劃詳情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期內，所有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均已到期。

遵守上市規則之最佳應用守則

就本公司董事會所知，並無任何資料顯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任何時間違反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買賣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本身之股份。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股

份。

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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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就財務報告等事宜進行討

論，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簡明賬目。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國興

香港，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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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資  料

董事

執行董事

李國興（主席）

唐慶枝

周其良

尤勁峰

非執行董事

陳銀鏢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文光

張恭泰

公司秘書

唐慶枝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

將軍澳工業擥

駿才街28號

美亞集團中心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

太子大廈22樓

主要股份及認股權證登記及過戶處

Butterfield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Rosebank Centre

14 Bermudiana Road

Pembroke

Bermuda

香港股份及認股權證登記及過戶處

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

夏愨道10號

和記大廈4樓

審核委員會成員

李文光

張恭泰

法定代表

李國興

唐慶枝

網址： www.meiah.com

電郵： meiah@meia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