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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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

摘要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本集團
營業額 477 349 128 37

毛利 255 189 66 35

經營業務之溢利 41 14 27 193

股東應佔溢利 26 8 18 225

每股基本盈利 1.05仙 0.46仙
 

• 營業額上升 37%至477,000,000港元

• 毛利增加66,000,000港元至255,000,000港元

• 經營業務之溢利由 14,000,000港元躍升至41,000,000港元

• 本集團影城業務之入場觀眾人次（以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之總
和計算）按全數及總額基準計算接近12,000,000

• 手頭現金增加 281,000,000港元至799,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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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同期比較數字。綜合業績
已由本公司之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收益表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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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3 477,392 348,586
銷售成本 (222,421) (159,946)

  

毛利 254,971 188,640

其他收益 32,328 24,192
其他淨收入 4(c) 27,448 2,447
銷售及發行費用 (228,760) (172,857)
一般及行政費用 (40,687) (24,534)
其他營運費用 (3,976) (3,588)

  

經營業務之溢利 41,324 14,300

財務費用 4(a) (2,371) (46)
  

除稅前溢利 38,953 14,254

所得稅 5 (12,398) (5,547)
  

本期間溢利 4 26,555 8,70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5,522 8,463
非控股權益 1,033 244

  

26,555 8,707
  

每股盈利 6

基本 1.05仙 0.46仙
  

攤薄 1.02仙 0.46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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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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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55 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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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

 －海外共同控制公司 (138) (2,552)
  

(121) (2,554)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
 投資重估儲備之變動淨額 (7,897) –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8,537 6,153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7,504 5,909

非控股權益 1,033 24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8,537 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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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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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資產 435,174 395,055

給予一名合營夥伴之貸款 5,357 5,357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 48,800 1,500

預付租金 5,062 5,592

會籍 2,490 2,490

租務及其他按金 56,947 56,214

商標 79,421 79,421

商譽 37,432 28,538

遞延稅項資產 384 42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760 25,038
  

686,827 599,625
  

流動資產

存貨 2,758 2,461

電影版權 73,099 75,955

應收貿易款項 7 23,810 36,789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92,650 91,844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1,707 1,683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078 5,425

存款及現金 799,318 517,803
  

1,008,420 731,96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8 81,721 97,49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7,555 73,847

遞延收益 75,864 71,987

衍生金融負債 8,250 –

銀行貸款 21,241 24,201

應付稅項 33,471 23,103
  

298,102 29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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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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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318 441,32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97,145 1,040,949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75,002 62,732

可換股票據 6,426 6,150

應付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5,357 5,357

已收按金 4,851 4,887

遞延稅項負債 13,925 13,868
  

105,561 92,994
  

  

資產淨值 1,291,584 947,95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54,229 219,974

儲備 1,026,086 726,10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值 1,280,315 946,074

非控股權益 11,269 1,881
  

權益總值 1,291,584 94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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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根據董事會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六日之決議案，本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已由六月三十日
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便與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一致。因此，二零零九年經審核財務
報表涵蓋由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八個月。於過往期
間，本集團刊發涵蓋由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
之第一份中期報告及由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期間
之第二份中期報告。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於綜合收益表及相關附註呈列之比較數字涵蓋由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財政期間。

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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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八個月之經審核財務
報表內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於附註2所載列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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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按本年度截至目前為止基準呈列之資產與
負債及收入與開支之金額。實際結果有可能與此等估計有所出入。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摘要說明附註。附註載有對了解自刊發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八個月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以來，本集團財務狀況
與表現之變動而言屬重要之事件及交易之解釋。該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有關附註
並未載列依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份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
料。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惟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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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期財務報表所載有關之前所呈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八個月之財
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期間之法定財務報表，而是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八個月之法定財務報表在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可供查
閱。核數師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報告中，表示對該等財務報表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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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下列於本集團及本公司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新詮釋。其中，下列會計準則變
化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改善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上述準則變化對該等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之影響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在經修訂綜合權益變動表中，期內與股權
持有人進行交易引起之權益變動詳情應與所有其他收入及開支分開列示。所有其
他收入及開支項目若確認為期間損益之一部份，則會在綜合收益表內列示；否則於
全新之主要報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內列示。該等中期財務報表內已採納綜合全面收
益表之新格式，並已重列相應金額以與本期間列示方式一致。此項列示方式變動並
無對任何列示期間已呈報之損益、收入及開支總額或資產淨值構成影響。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之修訂－綜合
及獨立財務報表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任何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收
購之業務合併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所載新規定及詳細指引確認。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之修訂，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由一間非全資擁
有之附屬公司所產生之任何虧損將於控股及非控股權益中按其於該實體之權益之
比例作分配，即使此會於非控股權益應佔綜合權益內導致負餘額。過去，倘分配至
非控股權益之虧損將導致負餘額，該等虧損僅於該等非控股權益根據具約束力之
責任承擔該等虧損之情況下分配至非控股權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之過渡
條文，該新會計政策只須應用於未來期間，因此過往期間無須予以重列。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改善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將包括已擴充
之披露，該披露是有關本集團之金融工具公平價值計量，將該等公平價值計量根據
其基於可觀察之市場數據之限度以公平價值等級制度分類成三個等級。本集團已
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所載之過渡條文，該等條文並無規定須就新披
露要求呈列有關金融工具公平價值計量之比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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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要求分部披露應以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於考慮及管理
本集團時所用之方法為基礎，各個報告分部所呈報之數額應與向本集團主要營運
決策者所呈報以供其評估分部表現和就營運事宜作出決策的衡量基準一致。該方
法有別於過往期間分部資料之呈列方式，以往呈列方式是按照相關活動及地區來
劃分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分部。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使分部資料之呈列方式
與提供予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之內部報告更為一致。相關數額已按經修訂分
部資料的基準一致提供。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之影響，並認為對本集團之
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地區管理業務。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經營分部」及與向本集團最
高行政管理人員用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資料所用的匯報方式一致，本集團已呈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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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上述報告分部主要由影城經營、電影及影碟發行、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提供廣告及
顧問服務所產生之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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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列基準監察各報告分部之應佔收益及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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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分部。

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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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益之分部資料也會提供給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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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收益及業績之分部資料按地區劃分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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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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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城經營 101,162 77,542 85,765 31,815 139,594 105,324 151,498 127,808 478,019 342,489

 －發行及製作 32,027 32,934 6,366 1,124 2,697 4,078 5,766 5,823 46,856 43,959          

報告分部收益 133,189 110,476 92,131 32,939 142,291 109,402 157,264 133,631 524,875 386,448          

報告分部（虧損）╱溢利 (5,547) 1,504 (3,488) (1,504) 15,771 6,929 21,644 15,902 28,380 22,831          

對帳－收益

報告分部收益 524,875 386,448

分部間收益抵銷 (8,068) (4,818)

其他收入 (39,293) (30,253)

其他 (122) (2,791)  

477,392 348,586  

對帳－除稅前溢利

來自外部客戶之報告溢利 28,380 22,831

未分配經營開支淨額 (2,858) (14,368)

非控股權益 1,033 244

所得稅 12,398 5,547  

除稅前溢利 38,953 1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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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期間溢利

本期間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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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8 40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 287 –

可換股票據利息 276 –

合營夥伴提供之貸款利息 – 6
  

2,371 46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4,625 10,441

服務提供成本 189,872 127,273

折舊 32,224 22,79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388 376

電影版權攤銷 17,924 22,23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回 (154) (17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892 674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906) 2,447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063) (1,595)
   

(c) 其他淨收入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金額為27,448,000港元之其他淨收入包含有關
訴訟和解之索償及提供之顧問服務所取得的收益26,542,000港元，如下文所載。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八個月，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在中國內地涉及
就業主﹙「業主」﹚違反一份租約及對業主作出索償之訴訟。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
日，本集團與業主達成協議，並於二零一零年二月收取一筆關於訴訟和解之索償及
提供之顧問服務人民幣28,800,000元（約32,832,000港元）之款項（未扣除相關費用）。款
項之淨額約26,542,000港元及相關稅項開支約5,200,000港元已分別於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表計入及扣除。本集團及業主就有關租約之責任
已解除，而對業主作出之法律索償亦已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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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所列之稅項乃指：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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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8 197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20) 49
  

6,078 246
  

共同控制公司
即期所得稅
海外稅項撥備 9,730 5,707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3,507) –
  

6,223 5,707

遞延稅項－海外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97 (406)

  

6,320 5,301
  

12,398 5,547
  

於二零一零年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按期內預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二零零九年：16.5%）。

海外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之稅項按有關國家適用即期稅率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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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2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8,463,000

港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2,440,460,204股普通股（二零零九年：
1,832,739,900股普通股（經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股份分拆調整後））計算。



– 12 –

(b)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基本及攤薄）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2,199,739,900 1,832,739,900

已配售股份之影響 238,563,536 –

已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2,156,768 –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2,440,460,204 1,832,739,900

攤薄效應－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下視作發行股份
 之影響（附註 (1)） 55,559,005 –

兌換可換股票據之影響（附註 (2)） 26,698,224 –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2,522,717,433 1,832,739,900
  

附註：

(1)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平均市價，故購股
權並無對過往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產生攤薄效應。

(2) 過往期間並無尚未行使之可換股票據。

(c)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25,79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8,463,000

港元），以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2,522,717,433股普通股（二零零九年：1,832,739,900

股普通股（經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股份分拆調整後）），按下列方式計算：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25,522 8,463

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實際利息之除稅後影響 276 –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攤薄） 25,798 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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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介乎一至三個月之信貸期。每名客戶均有信貸限額，而管理層會定期檢
閱逾期欠款。

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貿易款項（已扣除按交易日期劃分之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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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04 34,906

四至六個月 886 1,716

七至十二個月 1,220 167
  

23,810 36,789
  

8 應付貿易款項

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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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95 83,832

四至六個月 582 8,735

七至十二個月 8,315 821

一年以上 4,929 4,110
  

81,721 9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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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溢利為25,500,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8,500,000港元）。本集團的收益上升至477,000,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的349,000,000港元增長37%。毛利為255,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189,000,000港元），而邊際毛利保持於大約53%。除稅前經營溢利
達41,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4,300,000港元大幅增加189%。本集團在不同地
區開設的新影城首次帶來收入，以及觀眾對高價3D電影反應熱烈，帶動報告
期內所錄得的有關升幅。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花費約
14,000,000港元用作擴充及發展中國內地的影城項目。有關開發成本已於報告
期內計入收益表。本集團相信，要在未來數年取得可觀的經濟收益，必須首先
花費有關開支。另一方面，本集團已收取就有關一間北京影城租賃協議所引致
法律糾紛的和解金額以及提供顧問服務的款項，並於報告期內入賬為其他收
入26,500,000港元（扣除其他開支）及扣除相關稅項開支 5,200,000港元。於二零一
零年二月，本集團以先舊後新方式完成配售 340,000,000股新股份，並籌集收入
淨額約 314,000,000港元，鞏固了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有助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的
積極業務擴展計劃（包括任何潛在的合併及收購機遇）。

於報告期內，主要的荷里活鉅片有《阿凡達》、《愛麗絲夢遊仙境》、《鐵甲奇俠 2》
及《人 •神 •魔戰》，而主要的華語鉅片有《葉問2》、《72家租客》及《歲月神偷》。本集
團繼續是亞洲區內主要並具領導地位的影城營辦商，於香港、中國內地、台灣
及新加坡經營29間影城，合共229個銀幕。未來數月，本集團會繼續在區內擴充
影城業務，尤其是在中國內地。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本集團完成向獨立第三方購入兩間位於北京及景德鎮的影
城，合共11個銀幕，並同時獲取數份位於中國內地新影城之已簽訂租賃協議。
有關收購對本集團於中國內地擴充經營影城業務具有策略性價值。此外，本集
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在北京開設一間新影城。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慶祝成立四十週年，於電影業取得輝煌佳績。此外，本集
團是首個及唯一的影城營辦商，為香港觀眾提供現場3D世界盃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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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影城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29間影城為接近12,000,000名觀
眾提供服務，總票房收入按全數及總額基準計算為645,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462,000,000港元），全賴本集團率先推行數碼化。目前，本集團逾
35%的銀幕已安裝數碼投影設備。數碼化不但以不易失真的拷貝為觀眾帶來最
佳的視聽享受及防止盜版，更重要的是，數碼科技提升運營效率，並擴展新類
型節目編排的可能性，例如優質立體電影。

本集團影城的運營數據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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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7 8 9

銀幕數目 # 38 33 85 73

入場觀眾（百萬） 1.3 1.4 4.8 4.4

平均票價（港元） 51 62 57 49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底

香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整體市場錄得票房收入662,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553,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本集團
新開設的兩個多廳影城，分別為嘉禾荃新天地及嘉禾黃埔，為本集團首次帶來
收入。本集團的香港影城於報告期內的票房收入達86,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67,000,000港元），並保持13%的市場佔有率。

中國內地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內地城市地區的票房收入總額為
人民幣4,840,000,000元，反映觀眾對高質素電影的需求日益增加，例如 3D鉅片
《阿凡達》。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的多廳影城的入場觀眾接近1,300,000人（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400,000人），而總票房收入為人民幣 63,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人民幣 22,000,000元）。本集團位於深圳華潤中心萬象城的影城表現
出眾，並於報告期內錄得強勁票房，較去年同期增長85%。於二零一零年上半
年，其票房於中國內地影城中排名第三位，佔深圳市場佔有率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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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初，本集團完成收購設有 6個銀幕的景德鎮美麟影城及設有 5個
銀幕的北京上地美麟影城。另外，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在北京開設一間設
有6個銀幕的新影城，名為嘉禾北京萬柳影城。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在中國內地經營五間影城，合共38個銀幕。本集團正籌劃開設多間新影城，
遍佈中國內地多個主要城市，包括蕪湖、無錫、廣州、南昌、重慶、成都、瀋陽、
東莞、合肥、上饒、惠州及西安，未來數目將陸續增加。

台灣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在台北京站開設一間設有9個銀幕及逾1,800個座位的新影
城，以及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在高雄市新增一個 IMAX銀幕後，本集團擁有35.71%

權益的威秀院線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入場觀眾較去年同期
大幅增長30%，而總票房收入為新台幣1,129,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新台幣782,000,000元）。於台北市，威秀院線於報告期內的市場佔有率由一年
前的30%增加至36%。本集團於報告期內應佔威秀院線的淨溢利由去年同期的
7,000,000港元顯著上升至16,000,000港元，主要是因為3D電影持續叫好賣座，成
為台灣電影業的大熱之選，以及由於企業所得稅率減少3%至17%所致。

新加坡

新加坡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票房收入合共為89,000,000新加
坡元。本集團擁有50%權益的「Golden Village」院線在新加坡的電影城中仍然是
觀眾的首選，儘管報告期內競爭激烈，但仍繼續雄據領導地位，穩佔44%的市場
佔有率，總票房收入為 39,000,000新加坡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34,000,000

新加坡元）。本集團於報告期內所佔的淨溢利由去年同期的15,000,000港元大幅
增加至21,000,000港元。如此驕人的成績是由於期內上映的電影及鉅片種類繁
多、票價較高的 3D電影及較多指南宣傳以及市場推廣。

電影發行及製作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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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
收益47,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44,000,000港元）。於期內，本集團
於香港及新加坡的發行業務在影城電影發行及市場推廣、隨後發行VCD/DVD、
收費及免費電視市場（當中包括部份海外市場）等方面，繼續成為市場的翹楚。

香港

作為香港華語及非華語電影發行商，以票房收入計算，本集團佔有5%的市場
佔有率。於期內，本集團在香港進行了 18部電影的發行及市場推廣。本集團的
電影庫中約有130部華語電影可供全球發行，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收入約
5,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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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本集團收購北京橙天智鴻（「收購業務」），該公司為華語電
影及電視節目製作商及發行商。儘管收購業務仍未為本集團帶來重大貢獻，但
仍為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的發行業務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援。目前，多部自製及
投資電影及電視節目的工作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該等新製作播放後，本集團相
信收購業務在未來數年會帶來豐碩成果。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中國發行及製
作團隊為本集團帶來收入 6,400,000港元。

台灣

儘管台灣發行商之間的競爭激烈，但台灣發行團隊表現仍頗為理想，以票房收
入計算，於期內透過發行 22部電影取得約4%的市場佔有率。

新加坡

新加坡發行團隊於期內發行了48部電影，以票房收入計算，市場佔有率維持於
約13%，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溢利。

前景

本集團一直專注強化並擴大其於市場潛力較高且回報較佳之地區內的影城經
營及電影發行網絡，尤以中國內地為主。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10間設
有77個銀幕的影城正進行內部裝修。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簽訂的租
賃協議，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三年底將會在中國內地營辦 38間影城，合共 301

個銀幕，但有關數目可能會因應實際交收日期、內部裝修及申請相關許可證的
進度而有所變更。展望未來，本集團會繼續尋找新租賃協議、與現有營運商合
作組成合營公司，把位於黃金地段的舊式影城改建為現代化多廳影城。本集團
亦將會物色收購機會，藉以進一步擴大本集團的影城網絡。

除了仍在發展的中國內地市場外，本集團對整個電影業的前景持樂觀態度，此
乃由於業界將會繼續受惠於高價3D產品（包括電影及現場節目）。在香港、新加
坡及台灣，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其數碼及3D性能。本集團已簽訂租賃協議，於二
零一一年在台北市板橋車站附近開設一間新影城，現正就於台灣及新加坡其
他地方開設新影城進行磋商。

目前，本集團具備十分充裕的流動資金及偏低的財務槓桿。為應付快速增長，
本集團將動用可供使用的銀行貸款信貸額度為中國內地的影城項目提供資金。
管理層將會緊密監察及維持理想的槓桿比率結構，藉以限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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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本集團透過按每股0.97港元的價格配售340,000,000股每股
面值0.10港元的股份予不少於六名專業、機構及其他投資者（彼等均為獨立於
本公司任何關連人士的第三方，且與彼等概無關係）籌得 314,000,000港元（所得
款項淨額）。訂立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前最後交易日的股份收市價為每股1.07

港元。董事認為，配售事項將為本公司提供籌集額外資金的渠道，鞏固本公司
的現金狀況，從而拓展其於中國內地的影城網絡，同時亦擴大本公司的股東基
礎。董事擬將所得款項淨額作擴充在中國內地的業務（包括可能收購大型影城
網絡及與各有關第三方成立合營企業，把舊式影城改建為現代化多廳影城）和
營運資金之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銀行貸款達96,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87,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結餘為 799,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518,0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 5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槓桿比率（以外部借貸除以資產總值比率
計算）約6%（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管理層將繼續監察槓桿比率結
構，並會因應本集團發展及經濟狀況的轉變於必要時對槓桿比率結構作出調
整。

本集團的資產與負債主要以港元計算，惟於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的投資相
關的若干資產及負債除外。本集團的海外合營企業以當地貨幣經營業務，本身
承受的外匯風險極低。至於香港業務，鑒於外幣市場反覆波動，管理層決定維
持大量港元、匯率掛鈎的美元及人民幣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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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內地聘有621名（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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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並無因任何
僱員脫離退休福利計劃而產生沒收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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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之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已
討論財務報表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財務報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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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守則條文，亦旨在改善本集團之整體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企業管治守則第A.4.1條外，本公司
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規定，有關董事會之變動概述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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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委任
須有指定任期，並須遵守重選規定。

本公司全體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相關規
定，最少每三年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一次，並重選連任，
此舉目的與指定委任任期相同。

(b)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3條及第A.3.2條守則條文（以及上市規則第3.10條之
規定）。

董事會應根據發行人業務而具備適當所需技巧和經驗。董事會應確保其
組成人員的變動不會帶來不適當的干擾。董事會中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
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組合應該保持均衡，以使董事會上有強大的獨
立元素，能夠有效地作出獨立判斷。非執行董事應有足夠才幹和人數，以
使其意見具有影響力。

立川正人先生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起生效，
而黃斯穎女士將因彼辭任於同日獲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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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B.1.1條守則條文，發行人應設立具有特定成文權責
範圍的薪酬委員會，有關權責範圍應清楚說明委員會的權限及職責。薪酬
委員會的大部份成員應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由一名執行董事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
伍克波先生、梁民傑先生及黃斯穎女士。由於立川正人先生之辭任，黃斯
穎女士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零年四月
二十六日起生效。故此，本公司得以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第B.1.1條守則條文
項下有關薪酬委員會之組成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與上市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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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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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於聯交所網頁上披露資料

按上市規則規定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有財務
及其他相關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刊登於聯交所網頁內。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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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記上述網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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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克燕女士（伍克波先生之替任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民傑先生
黃少華先生
黃斯穎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