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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
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ORANGE SKY GOLDEN HARVEST ENTERTAINMENT (HOLDINGS) LIMITED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2）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

摘要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本集團
營業額 741 561 +180 +32%
毛利 436 328 +108 +33%
經營業務之溢利 51 22 +29 +132%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40 13 +27 +208%
每股基本盈利 1.50仙 0.51仙

 

• 營業額增加32%至741百萬港元

• 毛利增長108百萬港元至436百萬港元

• 經營業務之溢利由22百萬港元增至51百萬港元

• 本集團影城業務之入場觀眾人次（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之總和）
按全數及總額基準計算超過16百萬人次

• 手頭現金為795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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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同期比較數字。
綜合業績已由本公司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收益表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740,836 561,038
銷售成本 (304,645) (233,435)

  

毛利 436,191 327,603

其他收益 18,731 8,971
其他淨收入 8,150 7,739
銷售及發行費用 (359,318) (267,269)
一般及行政費用 (50,195) (50,372)
其他營運費用 (2,275) (4,272)

  

經營業務之溢利 51,284 22,400

財務費用 4(a) (12,520) (4,448)
  

除稅前溢利 4 38,764 17,952

所得稅 5 1,584 (5,580)
  

本期間溢利 40,348 12,372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0,095 13,180
非控股權益 253 (808)

  

40,348 12,372
  

每股盈利 6
基本 1.50仙 0.51仙

  

攤薄 1.50仙 0.51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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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 40,348 12,37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以下財務報表時之匯兌差額：
 — 海外附屬公司 (3,730) 4,979
 — 海外共同控制公司 2,856 6,206

  

(874) 11,185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
 — 公平值儲備之變動淨額 — 1,96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39,474 25,52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9,274 26,150
非控股權益 200 (62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39,474 25,525
  

附註： 上述全面收益項目並無任何稅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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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225,020 1,206,446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 — 149
預付租金 26,950 28,472
會籍 2,490 2,490
租金及其他按金 112,958 106,631
商標 79,785 79,785
商譽 73,658 73,658
遞延稅項資產 16,682 7,335
已抵押銀行存款 73,288 48,010

  

1,610,831 1,552,976
  

流動資產
存貨 6,013 6,137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 — 20,000
電影版權 66,383 68,640
貿易應收款項 7 76,315 84,22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58,504 133,043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1,469 200
存款及現金 794,958 705,664

  

1,103,642 1,017,910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202,280 127,252
貿易應付款項 8 117,678 120,20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0,788 205,920
融資租賃債務 725 —

遞延收益 156,771 153,199
應付稅項 27,063 29,778

  

695,305 63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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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408,337 381,55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19,168 1,934,53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422,834 376,345
融資租賃債務 1,648 —

已收按金 8,689 9,891
遞延稅項負債 24,024 24,713

  

457,195 410,949
  

資產淨值 1,561,973 1,523,58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67,982 268,419
儲備 1,285,133 1,245,42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553,115 1,513,844

非控股權益 8,858 9,739
  

權益總額 1,561,973 1,523,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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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
條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本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二零一一年全年財務報表內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
於二零一二年全年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有關會計政策之變動詳情載於附
註2。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該
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應用以及按本年度截至目前為止基準呈列之資產、負債、
收入及開支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此等估計。

本中期財務報表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選定之解釋附註。此等附註包括對瞭解本公
司及本集團自二零一一年全年財務報表刊發以來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
件及交易說明。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規定編製詳盡財務報表所需全部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經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中期財務報表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列作過往呈報資料
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但取材自該等財務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可供查閱。
核數師於其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報告中對該等財務報表持無保留
意見。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多項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修訂。各項修訂均與本集團之中期財務報表無關，且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在本會
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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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地區管理業務。本集團已按與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用作資源分配及表現
評估之資料所用內部匯報方式一致之方式呈列下列報告分部。概無經營分部合併以構成
下列報告分部：

— 香港

—  中國內地

—  台灣

—  新加坡

就位於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之公司而言，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載列於
下表。

上述各報告分部主要以經營影城、電影及影碟發行、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提供廣告及
顧問服務作為收益來源。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資源，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按
下列基準監察各報告分部應佔收益及業績：

分部收益及業績

收益按本地公司之外部客戶所在地分配至報告分部。開支參考該等分部之銷售額及該等
地理位置產生之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及攤銷產生之開支分配至報告分部。

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計算方法為除稅後經營溢利。

除收到有關除稅後經營溢利之分部資料外，管理層亦會獲得有關收益之分部資料。

管理層主要基於經營溢利評估表現，包括各分部之共同控制公司按比例應佔之綜合業績。
分部之間定價一般按公平原則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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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香港 中國內地 台灣 新加坡 綜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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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 經營影城 106,916 94,749 232,251 106,646 203,955 152,693 168,888 173,148 712,010 527,236
— 發行及製作 33,066 20,828 3,483 9,437 777 1,059 8,336 8,705 45,662 40,029
— 集團企業 1,539 1,374 — — — — — — 1,539 1,374          

報告分部收益 141,521 116,951 235,734 116,083 204,732 153,752 177,224 181,853 759,211 568,639
          

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18,188 3,073 (7,411) (12,470) 21,302 15,424 27,419 27,160 59,498 33,187
          

對賬 — 收益

報告分部收益 759,211 568,639
分部間收益抵銷 (5,427) (7,777)
其他收益 (13,594) (7,992)
其他 646 8,168  

740,836 561,038
  

對賬 — 除稅前溢利

來自外部客戶之報告溢利 59,498 33,187
未分配經營開支淨額 (19,403) (20,007)
非控股權益 253 (808)
所得稅 (1,584) 5,580  

除稅前溢利 38,764 17,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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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財務費用

銀行貸款利息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0,207 1,662
 —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 6,846 2,631
可換股票據利息 — 155
融資租賃債務之財務費用 94 —

其他附屬借貸成本 2,173 —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負債之財務
 費用總額 19,320 4,448
減：已資本化並列入為租賃裝修之財務費用 * (6,800) —

  

12,520 4,448
  

* 該項財務費用已按年利率介乎5.25%至8.46%資本化（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21,574 17,939
服務提供成本 265,551 205,141
固定資產折舊 59,587 41,889
電影版權攤銷 17,520 10,355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之減值虧損 — 61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 1,663
出售可供出售股本證券之收益 (7,911) (6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748 1,154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6,305 (4,715)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5,503) (1,158)
一項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566) (330)

  

(c) 其他收入淨額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收入淨額中包括本集團就向一名中國
內地業主索償損失收取之賠償金淨額6,08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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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所列稅項指：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
即期所得稅
海外稅項撥備 7,204 1,784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47) 80
  

7,157 1,864

遞延稅項 — 海外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8,912) (3,093)

  

(1,755) (1,229)
  

共同控制公司
即期所得稅
海外稅項撥備 8,707 7,964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6,989) (704)
  

1,718 7,260

遞延稅項 — 海外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547) (451)

  

171 6,809
  

(1,584) 5,580
  

* 稅項抵免主要有關解決一項稅務爭議及因追溯應用新加坡新稅法而撥回過往期間
所作撥備。

於二零一二年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一一年：16.5%）
計算。

海外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適用即期稅率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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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40,09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180,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680,931,116

股（二零一一年：2,568,520,573股）計算。

(b)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及攤薄）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2,684,194,248 2,543,739,900

購回股份之影響 (3,263,132) —

轉換可換股票據之影響 — 24,780,673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2,680,931,116 2,568,520,573

攤薄影響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被視為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之影響 — 1,225,914

轉換可換股票據之影響 — 29,943,312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2,680,931,116 2,599,689,799
  

(c) 每股攤薄盈利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潛在攤薄股份。於截至二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每 股 攤 薄 盈 利 乃 根 據 本 公 司 股 權 持 有 人 應 佔 溢 利
13,335,000港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599,689,799股計算如下：

截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3,180

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實際利息之除稅後影響 155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攤薄） 13,335
 



– 12 –

7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授出介乎一至三個月之信貸期。客戶各自擁有信貸限額，而管理層會定期審
閱逾期結餘。

截至報告期末之貿易應收款項（已按交易日期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67,116 82,187

四至六個月 3,488 1,622

六個月以上 5,711 417
  

76,315 84,226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包括應收關連公司款項合共1,799,000港
元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01,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於一年內
償還。

8 貿易應付款項

截至報告期末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93,032 107,975

四至六個月 11,401 1,287

七至十二個月 2,690 1,049

一年以上 10,555 9,894
  

117,678 120,20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貿易應付款項包括應付關連公司款項合共1,914,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62,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應要求
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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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為40百萬
港元，較去年同期所錄得純利13百萬港元顯著增加208%。在營運地區市況向好、
期內3D猛片上畫數目增加，加上在中國內地及台灣新影城的貢獻帶動，本集
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錄得驕人增長。儘管業界競爭激烈，期內各地之影城
業務貢獻均有所提升。

本集團期內的營業額上升32%至741百萬港元。期內，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的多
廳影城票房收入增加一倍，台灣的威秀則顯著增長40%，而香港的影城（不計
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結業的嘉禾荷里活電影城）亦錄得27%增長。另一方面，
新加坡嘉華院線期內的票房收入基於一家影城暫停營業進行翻新而微跌，惟
有關影響因解決一項稅務爭議及撥回過往年度的稅項撥備而得以抵銷。毛利
維持於約58%水平。本集團期內除利息、稅項及折舊前盈利為105百萬港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42百萬港元。

期內，本集團解決就杭州一處影城地段的租賃協議所引致的法律糾紛，錄得
淨額收益4.6百萬港元（扣除相關費用及稅項開支後）。本集團亦於期內出售若
干股本證券，錄得收益7.9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手頭現金達795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706百萬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
債比率增加至約23.1%（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6%），主要由於本集團
就發展營運地區影城網絡而增加銀行借貸所致。本集團已於期內耗資約115百
萬港元添置固定資產。

業務回顧

影城業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中國內地及台灣開設6家影
城共46個銀幕。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香港、台灣
及新加坡營運59家影城共451個銀幕，較去年40家影城共305個銀幕大幅增加。
本集團影城於期內的觀眾達16百萬人次，去年同期則為13百萬人次。按全數
及總額基準計算之票房總收入達934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飆升28%。期內上
畫的荷里活猛片主要包括《地心探險記2：世外秘島》、《飢餓遊戲》、《復仇者聯盟》、
《黑超特警組3》、《鐵達尼號3D》及《蜘蛛俠：驚世現身》。華語大片則包括《春嬌
與志明》、《桃姐》及《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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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各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內地 香港 台灣 新加坡

影城數目 * 32（附註） 6 11 10
銀幕數目 * 235 26 109 81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3.7 1.4 6.7 4.3
平均淨票價（港元） 44 66 64 56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以後再有兩家影城在中國內地開業

本集團不斷追求完美的聲畫質素，務求為觀眾提供盡善盡美的電影觀賞體驗。
目前，本集團於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新加坡的銀幕均已全部安裝數碼投
影設備，另超過50%銀幕支援3D放映。香港有多兩家影城配備Motion Chair D-BOX，
此系統能令座椅配合銀幕上呈現之動作場面產生同步動作，令觀眾仿如親歷
其境，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體驗。於台灣，本集團為獨家數碼 IMAX®營辦商，
並已於期內添置一個全新數碼 IMAX®銀幕。本集團現已於旗下在中國內地的
多廳影城安裝100套嶄新索尼4K投影系統，相信可提供無可比擬的視覺效果，
帶來更高層次的觀賞體驗。

中國內地

本集團中國內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內地城市地區的票房總收入上升
42%至人民幣81億元，而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的多廳影城所產生票房總收入則
較去年增加一倍。期內，本集團於北京、常州、成都、大連及西寧增設5家影城
共38個銀幕。由於鉅片陸續上映、觀眾對高質素娛樂的需求日益增加及中國
政府實施有利政策，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的多廳影城於期內服務觀眾約3.7百萬
人次，較去年同期增長90%。本集團已略為調高平均票價，務求令其於市場上
更具競爭力。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中國內地影城行業競爭激烈。中國內地
影城業務對本集團的貢獻於經營初期仍然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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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本集團香港影城之營運數據

期內，香港市場整體錄得票房收入754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633百萬港元上
升19%。儘管位於鑽石山之嘉禾荷里活電影城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結業，
本集團香港影城的表現仍持續改善，期內錄得票房收入93百萬港元（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82百萬港元）。本集團為香港首家配備Motion Chair D-Box的影城。
由於觀眾對電影放映技術的要求愈來愈高，且嘉禾旺角電影城去年引入的
Motion Chair D-Box大受歡迎，本集團於期內進一步在嘉禾荃新天地電影城及嘉
禾港威電影城裝設74張D-Box Motion Chairs。不計入嘉禾荷里活電影城，其他六
家影城之票房總收入及入場人次分別增加約27%及17%。本集團預期將維持約
12%的市場佔有率。

台灣

本集團台灣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台北市的整體票房收入為17.6億新台
幣（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16.4億新台幣）。本集團擁有35.71%權益的威秀院
線的票房收入及入場人次均較去年同期增長40%，主要受到當地多部華語片
包括《陣頭》及《愛》在內錄得驕人票房及去年兩家新開業的影城有良好表現所
帶動。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威秀於新竹開設第二家設有8個銀幕的新竹巨城威
秀影城。隨著此家新影城開幕，威秀在台灣的市場佔有率已增至約43%。威秀
為台灣獨家數碼 IMAX®營辦商，並已添置一個全新數碼 IMAX®銀幕，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合共有六個銀幕。期內，本集團分佔威秀的純利由去年同
期的16百萬港元增加35%至21百萬港元。

新加坡

本集團新加坡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新加坡市場票房總收入為95百萬新加
坡元，略高於去年同期的92百萬新加坡元。本集團擁有50%權益之嘉華院線之
領導地位未有動搖，市場佔有率達41%，期內票房收入達39百萬新加坡元（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40百萬新加坡元）。GV Jurong Point由二零一二年二月至
四月暫停營業進行翻新，因而影響對本集團的溢利貢獻。然而，於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開業的GV Katong表現理想，部分抵銷GV Jurong Point暫停營業的負面
影響。經計及因解決一項稅務爭議所產生之稅項抵免及撥回於過往年度作出
的稅項撥備後，本集團所分佔純利為25百萬港元，與去年同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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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及電視節目發行及製作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電影發行及製作業務錄得收
益46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40百萬港元）。本集團於中國內地、香港、
新加坡及台灣各地發行超過70部（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超過70部）電影。本
集團已調整其電影發行策略，集中發行經精挑細選的高質素非華語電影以及
投資及聯合製作華語電影及電視劇集。本集團的電影庫收藏超過140部擁有永
久性發行權之電影及電視節目，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版權收入貢獻。

前景

展望將來，本集團就中國內地等新興市場對高質素電影需求持續增長的前景
感到樂觀。除保持以快速步伐於中國內地市場開設影城及抓緊收購機會進一
步拓展本集團於亞太地區的影城版圖外，本集團將不斷鞏固其多元化電影業
務的業務整合，及對整體業務模式進行微調。本集團致力加強及發展具備更
大市場潛力及更佳回報的各個地區的放映及發行網絡，最終將成為亞洲領先
的電影產業鏈整合者。

截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經營34家影城共248個銀幕，
另有11家影城共77個銀幕進行不同階段的內部佈置，並正籌劃開業事宜。根
據截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已簽訂之租賃協議，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三
年底在北京、長沙、常州、成都、重慶、大連、東莞、撫順、廣州、合肥、惠州、
嘉善、臨沂、馬鞍山、南寧、南通、上海、蘇州、唐山、天津、武漢、無錫、西安、
盱眙、鹽城、陽江及株州等地經營71家影城共523個銀幕，惟有關數字或因實
際接場日期、內部佈置、相關牌照申請進度及期內額外簽訂的新租賃協議而
有所變動。在新加坡，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在City Square Mall開設一
家配備6個銀幕的新影城。

有見華語電影需求日增，本集團將繼續拓展其發行及製作業務。本集團將於
二零一二年下半年重新製作經典電影《星願》。新《星願》將由原導演馬楚成先生
執導，並於中國內地首次嘗試採用索尼超高解像度4K數碼拍攝技術。本集團
亦將物色機會與荷里活製片商合作製作電影，並為聯合製作華語電影及電視
劇發掘優質劇本。

目前，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十分充裕，財務槓桿比率合理。為配合快速增長，本
集團將動用備用銀行貸款信貸額度為中國內地之影城項目及其他拓展投資機
會提供資金。管理層將密切監察及維持理想的資產負債比率結構，藉以限制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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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具備充足流動資金，現金結餘為795百萬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6百萬港元），流動資產淨值則為408百萬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2百萬港元）。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貸款
合共為625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4百萬港元）。銀行貸款大
幅增加乃為撥付中國內地的影城項目。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已耗資約115百萬港元作固定資產投資，當中約82百萬港元為中國內地
影城項目的資本開支。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外部借貸除資
產總值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23.1%（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6%）。
管理層將繼續監察資產負債比率結構，並會因應本集團發展計劃及經濟狀況
之轉變作出所需調整。

本集團之資產與負債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惟與新加坡及台灣之投資相
關之若干資產及負債除外。本集團海外合營企業以當地貨幣經營業務，所承
受之外匯風險極低。就香港及中國內地業務而言，鑑於貨幣市場反覆波動，
故管理層決定維持大量人民幣存款，從而降低外匯風險。董事將繼續評估外
匯風險，並會考慮採取可行之對沖措施，盡量以合理成本降低風險。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1,362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65
名）全職僱員。本集團主要根據行業慣例釐定僱員薪酬。除薪金、佣金及酌情
花紅外，若干僱員可就個人表現獲授購股權。本集團亦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條例設立定額供款退休褔利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因任何
僱員脫離退休福利計劃而產生沒收供款。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財務申報事宜，當
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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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深明良好企業管治對維持本集團競爭力及推動業務穩健增長之重要性。
本公司已採取措施，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亦旨在提升本集團之整體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條文規定，惟以下情況除外：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4.1條守則條文，上市發行
人之非執行董事須按指定任期獲委任，並須遵守重選規定。本公司全體非執
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 惟須按本公司公司細則之相關規定，最少每三年於本
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一次，並重選連任，此舉目的與指定委任任期
相同。

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不較企業管治守
則項下守則條文所載者寬鬆。

買賣及贖回上市證券

期內及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
其若干股份。董事認為購回股份對保留本公司投資的本公司股東有利。購回
股份之詳情如下：

年份╱月份
購回

股份數目
每股

最高價格
每股

最低價格

總代價
（不包括
交易成本）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二年一月 2,990,000 0.280 0.260 821
二零一二年五月 1,385,000 0.295 0.275 395

 

4,375,000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較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寬鬆之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彼等
均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
守則所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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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按上市規則規定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有財務
及其他相關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分別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
司網站。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
錄16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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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並向股東、客戶及業務夥伴之鼎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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