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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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

摘要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本集團
收益 675 514 +161 +31%
毛利 396 308 +88 +29%
除稅前溢利 5 22 -17 -77%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3 12 -9 -75%
每股基本盈利 0.11仙 0.45仙

 

• 收益增加31%至6.75億港元

• 毛利由3.08億港元增至3.96億港元

• 除稅前溢利由2,200萬港元減至500萬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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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2,700萬人次

• 資產負債比率由26%降至22%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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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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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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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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3 675,141 514,495

銷售成本 (278,960) (206,320)
  

毛利 396,181 308,175

其他收益 15,929 35,132
其他虧損淨額 5(c) (3,143) (201)
銷售及發行費用 (372,895) (290,506)
一般及行政費用 (63,135) (49,274)
其他營運費用 (69) (180)

  

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 (27,132) 3,146

財務費用 5(a) (19,169) (23,541)
應佔合營企業之溢利 50,998 41,845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736 592

  

除稅前溢利 5 5,433 22,042

所得稅 6 (1,367) (8,847)
  

本期間溢利 4,066 13,195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104 12,139
非控股權益 962 1,056  

4,066 13,195  

每股盈利 7

基本 0.11仙 0.45仙  

攤薄 0.11仙 0.4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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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 4,066 13,19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以下財務報表時之匯兌差額：
 — 海外附屬公司 (401) (6,319)
 — 海外合營企業 4,911 2,214
 — 海外聯營公司 (31) (109)

  

4,479 (4,21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8,545 8,981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562 8,007
非控股權益 983 97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8,545 8,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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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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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150,225 150,488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32,628 1,377,940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263,046 243,27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0,759 12,415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 6,750 –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94,748 94,928
會籍 2,490 2,490
商標 80,524 80,524
商譽 87,212 73,658
遞延稅項資產 45,044 31,782
已 抵押銀行存款 21,875 21,880

  

2,195,301 2,089,376
  

流動資產

存貨 7,914 6,513
電影版權 82,510 74,289
貿易應收款項 8 133,137 92,027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27,198 237,211
已抵押銀行存款 – 25,000
存 款及現金 313,082 406,488

  

763,841 841,528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244,960 250,268
貿易應付款項 9 138,006 88,79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9,644 113,798
遞延收益 190,922 169,198
融資租賃債務 17,036 14,552
應 付稅項 16,239 12,755

  

756,807 64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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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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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4 192,163
  

資 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202,335 2,281,539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71,941 473,991
融資租賃債務 26,635 16,183
遞 延稅項負債 9,775 10,718

  

408,351 500,892
  

資 產淨值 1,793,984 1,780,64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74,252 274,252
儲 備 1,502,510 1,494,94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776,762 1,769,200

非 控股權益 17,222 11,447
  

權 益總額 1,793,984 1,78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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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括
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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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獲准刊發。

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於二
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會計政策之任何變動詳情載於附註
2。

管理層需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表時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
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及以年初至今為基準計算之資產與負債及收入
與支出之呈列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所出入。

中期財務報表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說明性附註摘要。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刊發
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之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
易之詮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全部資料。

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
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以上各項之發展對本集團本期或過往期間已編製或呈報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3 收益

收益指出售電影、影碟及電視版權、電影及電視劇發行、影城經營所得收入、宣傳及廣告
費收入、代理及顧問費收入以及出售影音產品之所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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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地區管理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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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用之內部匯報方式一致，本集團已呈列下列報告分部。概無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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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各報告分部之收益主要源自經營影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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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分部台灣及新加坡分別指在台灣及新加坡營運之合營企業之表
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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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按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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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折舊及攤銷開支以分配至該等報告分部。

報告分部溢利乃按除稅後經營溢利計算。

除收到有關除稅後經營溢利之分部資料外，有關收益之分部資料也會向管理層提供。

管理層主要基於經營溢利評估表現，包括各分部應佔合營企業之業績。分部之間定價一
般是按公平原則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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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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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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375 105,284 543,629 405,646 260,614 217,908 201,600 202,083 1,134,218 930,921
— 發行及製作 12,647 17,661 608 6,678 1,139 2,909 5,321 4,710 19,715 31,958
— 集團企業 552 690 – – – – – – 552 690          

報告分部收益 141,574 123,635 544,237 412,324 261,753 220,817 206,921 206,793 1,154,485 963,569
          

除稅後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16,967 3,518 (24,079) (3,799) 19,881 12,321 29,249 28,702 42,018 40,742
          

對賬 — 收益

報告分部收益 1,154,485 963,569
應佔台灣及新加坡合營企業之收益 (468,674) (427,610)
分部間收益抵銷 (929) (668)
其他 (9,741) (20,796)  

675,141 514,495
  

對賬 — 除稅前溢利

來自外部客戶之除稅後報告溢利 42,018 40,742
未分配經營開支淨額 (38,914) (28,603)
非控股權益 962 1,056
所得稅 1,367 8,847  

除稅前溢利 5,433 2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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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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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19,342 23,961
融資租賃債務之財務費用 1,085 1,417
其他附屬借貸成本 1,242 3,363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負債之財務
 費用總額 21,669 28,741
減：已資本化並列入為租賃裝修之財務費用* (2,500) (5,200)  

19,169 23,541  

* 該項財務費用已按介乎5.94%至6.75%（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4%
至8.19%）之年利率資本化。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6,884 13,641
服務提供成本 257,980 188,44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8,361 66,275
電影版權攤銷 4,096 4,2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67 (181)
匯兌虧損淨額 3,629 5,684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3,609) (5,636)
其他利息收入（附註） – (13,230)  

附註： 本集團與一名關連人士就中國內地之物業訂立租賃協議。該名關連人士未能
按時交付物業後，本集團與該名關連人士就押後租賃物業之交付日期訂立備
忘錄，並就預付租金金額按年利率7.5%收取利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期間，就延遲接場之預付租金之利息13,230,000港元已入賬為其他收益。

(c) 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虧損淨額包括一筆為數3,594,000港元之
金額，乃指有關中國內地若干新影城因施工進度延誤影響開業時間而應收一名承建
商之補償及懲罰性損害賠償。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確認有關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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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所列之稅項乃指：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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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6 7,572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1,026) (751)
 

 

15,650 6,821

遞延稅項 — 海外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4,283) 2,026
 

 

1,367 8,847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採用估計年度實際稅率16.5%（二
零一四年：16.5%）計算。

同樣地，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乃按適用於所在相關司法權區之估計年度實際稅率計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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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2,139,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742,519,248股（二
零一四年：2,679,819,248股）計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及已發行普通股 2,742,519,248 2,679,81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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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3,10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139,000港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742,519,248股（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85,806,266股），並就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作出調整後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42,519,248 2,679,819,248
被視為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
 以零代價發行股份之影響 – 5,987,018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2,742,519,248 2,685,806,266
  

8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授出介乎一至三個月之信貸期。就每名客戶設有信貸限額，而管理層會定期
審閱逾期結餘。

於報告期末，以發票日期為基準及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91,917 68,900
一至兩個月 9,313 2,909
兩至三個月 6,797 1,530
三個月以上 25,110 18,688

  

133,137 92,027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包括應收關連公司款項合共29,971,000港
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161,000港元）及應收一家合營企業款項合共988,000港
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150,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可於一年內
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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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三個月 94,501 57,884

四至六個月 6,084 1,382

七至十二個月 4,496 7,265

一年以上 32,925 22,263
  

138,006 88,79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貿易應付款項包括應付關連公司款項合共48,829,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480,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應要
求償還。

10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收購兩間於中國經營影城之公司。收購總代價合共
為人民幣24,000,000元（相當於約30,000,000港元）。

於 報 告 期 末 後，本 公 司 向 若 干 合 資 格 參 與 者 授 予 購 股 權 以 認 購 本 公 司 股 本 中 合 共
140,16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股份，惟須待彼等接納方可作實。

於報告期末後，本集團就獲授予新銀行融資合共160,000,000港元與銀行訂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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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及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6.75億港元，較去年同期5.14億港元增加31%。回
顧期間內毛利率維持於59%之穩定水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60%）。股權
持有人應佔純利為31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1,210萬港元減少74%。

上半年度收益增加乃由於中港兩地上映電影較去年同期賣座及中國內地較去
年同期多11家多廳影城共75塊銀幕投入服務。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經營
之大部分影城均錄得平穩增長，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微升9%。然而，由於去
年同期因延遲影城接場確認一次性補償利息收入，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上半
年之純利由去年同期的1,210萬港元下降至310萬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3.13億港元（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6億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資
產負債比率減少至22%（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主要由於期內本
集團償還銀行借貸所致。

業務回顧

影城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新
加坡營運93家影城共690塊銀幕，較去年同期80家影城共592塊銀幕分別增加
16%及17%。期內，本集團影城觀眾接近2,70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35%。按
全數及總額基準計算之票房總收入達14.36億港元，較去年增長25%。期內上映
荷里活猛片有《狂野時速7》、《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元》、《侏羅紀世界》及《哈比
人：五軍之戰》。華語猛片則有香港上映之《五個小孩的校長》；香港及中國內
地上映之《賭城風雲2》；中國內地上映之《殺破狼 II》及《天將雄獅》；台灣上映之
《大囍臨門》；及新加坡上映之《新兵正傳3之蛙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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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各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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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3 （附註） 6 13 11
銀幕數目 * 447 24 127 92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12 1.4 8.8 4.7
平均淨票價（港元） 39 80 62 59

*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中國內地再有三家影城落成並正在申請牌照，其中一家影城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開業，
其餘兩家影城預期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前開業。此外，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已就三家影
城簽訂買賣協議，計劃於二零一五年十月接場。

本集團不斷追求完美聲畫質素，務求為觀眾帶來嶄新電影觀賞體驗。目前，
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新加坡所有銀幕已全面安裝數碼投影設備，另本集
團大部分銀幕支援3D放映。除數碼 IMAX®銀幕及索尼4K超高解像投影系統外，
本集團亦於各地部分影城安裝4DXTM及D-Box Motion Chairs以及先進環迴杜比
全景聲系統。

中國內地

本集團中國內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五年
六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

影城數目 * 63 （附註） 52
銀幕數目 * 447 372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12 7.6
平均淨票價（人民幣元） 31 32
票房總收入票價（人民幣百萬元）# 407 267

*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 扣除政府稅項及徵費前

附註： 中國內地再有三家影城落成並正在申請牌照，其中一家影城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開業，
其餘兩家影城預期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前開業。此外，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已就三家影
城簽訂買賣協議，計劃於二零一五年十月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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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內地城市地區之票房總收入上升
48%至人民幣204億元，而本集團中國內地多廳影城產生之票房總收入亦較去
年同期增加53%。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於武漢增設1家影城共11塊銀幕，並於
深圳及撫順收購3家影城。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多廳影城服務觀眾約1,200萬
人次，較去年同期增長58%。由於進行市場推廣活動以刺激入場人次，平均票
價由人民幣32元微跌至人民幣31元。為吸引及留住尊貴觀眾，本集團將進一
步豐富餐飲選擇，並透過加強會員計劃、提高影城舒適度及趣味性、優化及
推廣電子及網上售票系統從而提升整體服務水平，務求為觀眾提供更物超所
值之體驗。

中國內地影城業務之未計利息、稅項及折舊利潤較去年同期減少人民幣200萬
元。大部分影城成功吸納穩定客源及忠實會員，為票房收入帶來穩定增長。
由於新開業影城處於起步階段，及受額外折舊費用及財務成本影響，中國內
地影城業務對本集團之利潤貢獻仍然受壓。本集團將透過自建項目及於現有
經營省份收購有潛質影城，以審慎態度繼續擴大市場佔有率。報告期內，本
集團於深圳及撫順向當地營運商收購三家影城，另有三家影城共16塊銀幕將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接場。我們相信，上述收購影城將於不久將來為本集團貢
獻穩定收入及溢利。

香港

本集團香港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五年
六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

影城數目 * 6 6
銀幕數目 * 24 24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1.4 1.2
平均淨票價（港元） 80 73
票房總收入票價（百萬港元） 110 89

*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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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香港市場整體票房收入為9.85億港元，較去年同期8.62億港元上
升14%。本集團香港影城之票房收入為1.10億港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8,900
萬港元），大幅增加24%。除票房收入外，商品銷售收入亦錄得34%增長。票房
收入增加主要由於報告期內多部打破票房記錄的電影上畫，例如《復仇者聯
盟2：奧創紀元》、《侏羅紀世界》及《五個小孩的校長》。由於期內上映3D電影數
目增加並廣受影迷歡迎，平均票價由73港元升至80港元。本集團將繼續於香
港及澳門物色潛在位址，並積極參與業主所有招標活動。

台灣

本集團台灣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五年
六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

影城數目 * 13 11
銀幕數目 * 127 109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8.8 7
平均淨票價（新台幣） 246 244
票房總收入票價（十億新台幣） 2.2 1.7

*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台北市票房收入為21.1億新台幣（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17.9億新台幣），較去年同期增加18%。本集團擁有35.71%
權益之威秀院線錄得票房總收入21.69億新台幣，較去年同期增加28%。威秀繼
續保持領導地位，市場佔有率為45%。票房收入增加主要由於台南及苗栗兩間
新影城開業，當中台南夢時代商場設有一塊數碼 IMAX®銀幕影廳。此外，於二
零一五年上半年上映之破記錄3D荷里活猛片帶動票房收入及平均票價雙雙
增長。本集團分佔威秀之純利由去年同期1,220萬港元增至2,020萬港元。除票
房收入增加外，控制員工成本及推出電子票券系統亦有助降低營運成本。至
於發行業務方面，報告期內發行《賭城風雲2》及《暗處》為威視電影帶來可觀溢利。

就非票房收入而言，Gold-class多廳影城由專人餐飲團隊提供服務，廚房設備
齊全，有助吸引富裕中產階層觀眾，人均消費介乎350至400新台幣。此外，
「UNICORN」爆米花品牌亦於本年初擴展業務至信義威秀影城，廣受顧客歡迎。
威秀之營運及餐飲團隊將繼續開發新產品，讓觀眾不僅於影院裡享受美食，
亦能帶出影院外隨時隨地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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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本集團新加坡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五年
六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

影城數目 *# 11 11
銀幕數目 *# 92 87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4.7 4.6
平均淨票價（新加坡元） 10.2 9.9
票房總收入票價（百萬新加坡元） 47.5 45.7

*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 Marina Square於二零一四年九月結業，而新加坡新達城 (Suntec City Complex)於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初開業。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新加坡票房總收入為1.14億新加坡元，
較去年同期之1.06億新加坡元有所增加。本集團擁有50%權益之嘉華院線仍保
持領導地位，市場佔有率為42%，期內錄得票房收入4,750萬新加坡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4%。票房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新加坡新達城內配備11塊銀幕，當中設
有一個Gold Class及1個 IMAX®影廳的新影城於去年十一月開業。該新影城之表
現超出管理層預期，於營運首六個月已達致收支平衡。此外，《侏羅紀世界》、《金
牌特務》及《即刻救援3》等主要荷里活猛片於新加坡市場取得佳績。報告期內，
本集團分佔純利由去年同期2,820萬港元微跌0.7%至2,800萬港元。

電影及電視節目發行及製作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電影發行及製作業務錄得收
益2,0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3,20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7%。
發行收入主要源自於香港區發行《五個小孩的校長》、《賭城風雲2》、《全力扣殺》
及多部港產片。至於製作業務方面，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上映嘉禾經
典電影《星語心願之再愛》重製版，預覽影片後業內人士給予此片高度評價。
本集團將於未來數年透過自資以及與本地及海外製作公司及電視製作公司合
作，繼續製作電影與電視及授權商品重新開發。本集團擁有永久性發行權之
電影片庫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版權收入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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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透過自建項目及收購以擴大影城網絡。截至二零一五年
八月二十八日，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經營64家影城共454塊銀幕，另有2家影城
共11塊 銀 幕 進 行 不 同 階 段 之 內 部 翻 新，並 正 籌 劃 開 業 事 宜。根 據 截 至 二 零
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已簽訂之租賃協議，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六年底前在中
國內地多個城市經營78家影城共542塊銀幕。上述數字或因實際接場日期、內
部翻新及相關牌照申請進度以及期內訂立新租賃協議而有所變動。此外，本
集團將繼續於中國內地物色併購機會。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本集
團已就3家影城共16塊銀幕簽訂買賣協議，並將於二零一五年十月接場。

有見華語電影需求日增，本集團將透過不同平台尋找機會繼續拓展製作業務，
與影片及電視劇製作商合作，並為聯合製作華語電影及電視劇物色優質劇本。
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上映嘉禾經典電影《星語心願之再愛》重製版，預
覽影片後業內人士給予此片高度評價，我們相信此電影將於二零一五年下半
年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收入。

目前，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穩定，財務槓桿比率合理。為配合業務發展，本集團
將動用備用銀行貸款融資及透過再融資為中國內地各個影城項目及其他投資
機會提供資金。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期內，本集團維持穩健財務狀況，以內部資金、銀行借貸及累計保留溢利為
業務撥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達3.13億
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6億港元）。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貸款合
共為6.17億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24億港元）。銀行貸款減少主
要由於期內償還部分銀行借貸所致。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外
部借貸除資產總值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22%（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為數2,200萬港元之現金結餘質押，
作為取得銀行融資之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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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作出所需調整，藉以降低潛在風險。目前，
本集團財務槓桿比率合理。為配合擴展，本集團將動用備用銀行貸款融資及
透過再融資為影城項目、中國內地潛在收購及其他投資機會提供資金。本集
團相信目前持有之現金及備用銀行融資將足以應付其營運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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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資產與負債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惟若干與新加坡及台灣投資
有關之資產及負債除外。本集團海外合營企業以當地貨幣經營業務，所承受
之外匯風險較低。董事將持續評估外匯風險，並會考慮採取可行對沖措施，
盡量以合理成本降低風險。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
大或然負債或資產負債表外債務（二零一四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1,602名（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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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視乎個人表現及對本集團之貢獻向僱員授出購股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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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因僱員脫離退休福利計劃而產生任何沒收供款。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無）。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期內，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或
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與上市規則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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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嚴格之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彼
等均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之
守則所載規定。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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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
守則」）所載守則條文，亦旨在提升本集團整體企業管治水平。

除偏離第A.4.1及E.1.2條守則條文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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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4.1條守則條文，上市發行人委任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
任期，並須遵守重選規定。全體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
之公司細則相關規定最少每三年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
一次，目的與指定任期相同。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充分措施，確保本公司
之企業管治常規並不較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所規定者寬鬆。

根據第E.1.2條守則條文，董事會主席須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舉
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主席伍克波先生因其他公務而
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擔任上述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之李培森先生連同出席
股東週年大會之其他董事會成員具備足夠能力及知識於股東週年大會解答提
問。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成立，並訂明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獲董
事會指派評估與財務報表有關之事宜及履行職責，包括檢討本公司之財務監
控及內部監控、財務及會計政策及常規，以及與外聘核數師之關係。審核委
員會已檢討內部監控制度及審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報
表。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登載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鳴謝董事同寅、管理層及全體僱員對本集團持續發展所作出
貢獻，並向股東、客戶及業務夥伴之鼎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黃君麗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 21 –

於本公佈刊發時，本公司全體董事如下：

主席兼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伍克波先生 梁民傑先生

黃少華先生
執行董事： 黃斯穎女士
毛義民先生
李培森先生
伍克燕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