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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中期報告

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報告及簡明賬目。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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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及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全部均屬未

經審核及簡明）連同有關說明附註載列如下：

簡  明  綜  合  損  益  賬
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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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87,632 88,654

銷售成本 (74,973) (75,521)

毛利 12,659 13,133

其他收益 5,176 4,84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7,726) (5,436)

行政開支 (17,374) (20,461)

經營虧損 3 (7,265) (7,917)

融資成本 (1,907) (2,30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130) (18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139 (429)

除稅前虧損 (8,163) (10,831)

少數股東權益 835 155

股東應佔虧損 (7,328) (10,676)

每股基本虧損 6 (0.95仙) (1.38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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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資產 7 158,156 164,32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聯營公司 75,291 83,908

投資證券 7,517 7,517

電影版權及攝製中電影 7 12,684 16,304

電影版權轉授及按金 7 29,548 32,139

流動資產
存貨 12,556 14,458
應收賬款 8 27,338 24,6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1,277 10,643
已抵押存款 500 500
銀行結存及現金 452 1,582

52,123 51,794----------------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4,115 9,752
預收款項及應計費用 34,973 33,048
應付票據 1,687 4,640
銀行貸款  —  有抵押 10(a) 19,023 18,084
融資租約承擔 10(b) 1,713 1,799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13,092 15,783

74,603 83,106---------------- ----------------
流動負債淨值 (22,480) (31,31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0,716 272,879

資本來源：

股本 11 77,100 77,100

儲備 154,166 161,494

股東資金 231,266 238,594

少數股東權益 (1,178) (343)

長期負債 10 30,628 34,628

260,716 27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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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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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28,151 48,58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23,123) (53,338)

融資前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5,028 (4,753)

融資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3,467) 2,65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減少） 1,561 (2,095)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4,201) (21,356)

期末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2,640) (23,45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452 1,793

銀行透支 (13,092) (15,564)

銀行貸款 (10,000) (9,680)

(22,640) (2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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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股  本  變  動  表
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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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

期初及期末 77,100 77,100
---------------- ----------------

股份溢價

期初及期末 222,791 222,791
---------------- ----------------

股份贖回儲備

期初及期末 12 12
---------------- ----------------

繳入盈餘

期初及期末 128,418 128,418
---------------- ----------------

匯兌差額

期初及期末 (306) (306)
---------------- ----------------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

期初及期末 — 109
---------------- ----------------

累計虧損

期初 (189,421) (156,463)

期內虧損 (7,328) (10,676)

期末 (196,749) (167,139)
---------------- ----------------

股東資金 231,266 26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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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中  期  賬  目  附  註

1. 編撰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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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撰。

本簡明中期賬目應與二零零二年／零三年度之全年賬目一併參閱。

編撰本簡明賬目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賬目所採

用者相符，惟本集團已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並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

期間生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採用後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有以下改變：

遞延稅項採用負債法就資產及負債之稅基與它們在財務報表之賬面值兩者之暫時差異作全數撥備。

遞延稅項採用在結算日前已頒佈或實質頒佈之稅率釐定。

遞延稅項資產乃就有可能將未來應課稅溢利與可動用之暫時差異抵銷而確認。

遞延稅項乃就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投資產生之暫時差異而撥備，但假若可以控制暫時

差異之撥回，並有可能在可預見未來不會撥回則除外。

往年度，遞延稅項乃因應就課稅而計算之溢利與溢利與賬目所示之溢利兩者間之時間差異，根據

預期於可預見將來支付或可收回之負債及資產而按現行稅率計算。採用新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乃

一項會計政策改變，惟對本集團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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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銷售及發行電影及節目、電影放映、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以及電視業務。

期內按業務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影音產品 電影放映

形式銷售 及電影

及發行之 版權授出 加工

電影及節目 及轉授 電視業務 影音產品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69,223 11,578 6,831 — 87,632

分部業績 (2,307) (1,540) (5,322) — (9,169)

未分配收入 5,176

未分配成本 (3,272)

經營虧損 (7,265)

融資成本 (1,907)

應佔溢利／（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130) — — — (130)

聯營公司 — 818 — 321 1,139

未計少數股東

權益前虧損 (8,163)

少數股東權益 835

股東應佔虧損 (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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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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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銷售 及電影 提供

及發行之 版權授出 互聯網及 加工

電影及節目 及轉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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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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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四大業務分部為：

— 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目；

— 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

— 電視業務；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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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少於10%，因此並無提供地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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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計入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1,430 —

投資證券股息 — 700

已扣除

電影版權攤銷 8,196 3,152

電影版權轉授攤銷 28,056 34,927

固定資產折舊 3,329 6,441

4. 僱員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及薪金 7,589 8,870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231 191

7,820 9,061

5. 稅項

由於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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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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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虧損7,32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虧損10,676,000港元）及期

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771,000,000股（二零零二年：771,000,000股）計算。

由於在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因此並無披露每股攤

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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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初賬面淨值 16,304 32,139 164,323

增購／（出售） 4,576 25,465 (2,838)

攤銷／折舊費用 (8,196) (28,056) (3,329)

期末賬面淨值 12,684 29,548 158,156

8.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16,216 15,139

四至六個月 5,409 9,369

超過六個月 6,762 4,565

28,387 29,073

減：呆賬撥備 (1,049) (4,462)

27,338 24,611

本集團應收賬款之信貸期為7至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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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2,554 5,991

四至六個月 564 578

超過六個月 997 3,183

4,115 9,752

10. 長期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有抵押（附註 (a)） 49,367 51,615

融資租約承擔（附註 (b)） 1,997 2,896

51,364 54,511

長期負債之即期部份 (20,736) (19,883)

30,628 3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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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抵押銀行貸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9,023 18,084

在第二年內 7,784 8,084

第三至第五年內 15,707 15,636

在第五年後 6,853 9,811

30,344 33,531

49,367 51,615

(b) 融資租約承擔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952 2,054

在第二年內 320 1,183

第三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 62

2,272 3,299

融資租約之未來財務支出 (275) (403)

融資租約債務之現值 1,997 2,896

下列融資租約債務之現值分析：

一年內 1,713 1,799

在第二年內 284 1,042

第三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 55

1,997 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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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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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或然負債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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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3,011 82,744

聯營公司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82,011 91,744

13. 承擔

(a)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電影版權協議未於財務報告內作出撥備之承擔約為

15,6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29,340,000港元）。

(b)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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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複製費 (a) 15,330 18,554

收取聯營公司之租金收入 (b) 1,356 2,220

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播放服務費 (a) 2,220 1,240

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母版前期製作服務費及

　後期製作服務費 (a) 1,603 601

出售固定資產予一間聯營公司 (c) 5,700 —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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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向一間聯營公司出售固定資產乃於日常業務中按有關協議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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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  股  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業績摘要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為87,63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稍為下跌1.2%。股東應佔虧損

為7,32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收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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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約82,000,000港元下跌15%至約69,000,000港元，佔本集團期內營業額約79%。電影放映

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之收入增加86%，由約6,000,000港元增至約12,000,000港元。期內，

本集團之電視業務為本集團帶來約7,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無）之營業額。

回顧期內，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對經濟環境及各行各業（包括娛樂行業）造成非常

不利之影響，並打擊本集團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電影及節目為主之業務分部收入。由

於期內上映兩齣電影：「PTU」及「大丈夫」（二零零二年：無），故電影放映收入有所增加，

因而彌補部份上述收入之減少。

儘管營業額下跌，本集團仍能維持穩定之毛利率約14%。期內新上映兩齣電影導致銷售及市

場開支由約5,400,000港元增加至約7,700,000港元，而在實施有效及嚴謹之成本控制措施後，

行政開支得以較去年同期減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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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近年來，本集團一直致力發行符合客戶需求之錄像產品，並通過擴充市場以及向多間電

影製作公司購入高質素及流行電影，致力建立及增強其電影庫。本集團將繼續豐富其既

有完善之電影庫，並利用此寶貴資產為其股東帶來最大之回報。

除購入電影外，本集團亦以製作高質素之電影為目標。「PTU」在第二十七屆香港國際電

影節中獲選為開幕電影，並獲邀參與多個國際電影節。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PTU」及

「大丈夫」分別於第四十屆金馬獎頒獎典禮獲11項及4項提名，而「PTU」更奪得最佳原創

劇本之獎項。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天下電影製作有限公司所製作之另一齣電

影新紮師妹2 － 美麗任務在戲院上映及發行視像光碟方面亦取得令人鼓舞之市場反應。

隨著香港之收費電視等電視頻道日益增加，預期電視頻道內容之需求將大幅上升。於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本集團已取得一收費電視營辦商銀河衛星廣播有限公司之合約，以提

供電影頻道，為期五年。

繼二零零二年獲批之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本集團亦通過發掘商業廣告或合營企業

之良機，繼續從其電視頻道美亞電視拓展具潛力之收益來源。本集團亦開拓經營更多電

視頻道。憑藉其寶貴之電影庫，本集團相信其將繼續受惠於市場之新商機。

期內，智庫科技有限公司（「智庫」，一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之聯營

公司）已開始為本集團帶來溢利貢獻。於二零零三年九月，智庫進行業務重組，而現正

專注母版前期製作、後期製作及播放服務等媒體服務。重組有助智庫業務之定位更清晰

及強化，並有助接觸不同類型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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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對於中國市場之發展潛力甚為樂觀，尤其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內地與香港簽

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協議後，市場對娛樂產品之需求增加，並更完善地保護版權。透過本集團

於中國之共同控制實體，本集團已開發了一強大分銷網絡，並具備足夠條件，緊握市場之新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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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約為 70,000,000港元，其中約

64,000,000港元經已動用。本集團賬面淨值分別為137,000,000港元及500,000港元之若干物

業以及定期存款已抵押予銀行，作為銀行信貸之擔保。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之負

債資產比率為 28%，乃按銀行貸款、透支及融資租約承擔合共約 64,456,000港元（其中

33,828,000港元、8,068,000港元、15,707,000港元及6,85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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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6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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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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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0港元，而購買電影版權之承擔則約為15,600,000港元，將以本集團內部資金及銀

行信貸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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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60名僱員（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73名）。本集

團每年均會檢討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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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規定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名冊所記載或須知會本公司之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權益如下：

(a) 每股面值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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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法團權益

李國興先生 23,843,500 37,968,750 403,669,510

附註 (i)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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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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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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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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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時間並無訂立任何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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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內任何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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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及其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任何權益，亦無獲授或行使可認購本公司及其聯

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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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

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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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或以上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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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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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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股東於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開始日期」）批准之購股權計劃詳情已披露於本公

司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購股權計劃自開始日期起計十年後（即二零

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經已屆滿。

期內，並無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獲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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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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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買賣任何本公司之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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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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賬目。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國興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