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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娛樂事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2）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業績

摘要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620  ��0  + 150  + 32%
毛利 330  ���  + 77  + 30%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20  (�� ) + 48  不適用
本年度溢利╱（虧損）* 7  (�� ) + 30  不適用

本集團
股東應佔溢利 10.8  ��.�
每股盈利 8.2仙  ��.�仙

* 不包括出售聯營公司與共同控制公司權益之收益╱（虧損）

• 營業額上升��%至��0,000,000港元
• 毛利增加��,000,000港元至��0,000,000港元
•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由虧損��,000,000港元改善至溢利�0,000,000港元
• 本集團影院業務之入場觀眾人次按全數及總額基準計算增長至��,�00,000（以香港、

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之總和計算）
• 資產總值增加�0%至�,���,000,000港元
• 手頭現金增加��,000,000港元至���,000,000港元
• 資產負債比率由��%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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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本人欣然呈報，二零零七年╱零八年是嘉禾集團（「本集團」）就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及
新加坡之整體影院業務之入場觀眾人次及票房收入方面而言是歷來最好的一年。本集團
於去年透過其影院網絡向逾��,000,000名影院觀眾提供服務而深感榮幸。本集團取得的
票房收入按全數及總額基準計算（包括本集團共同控制公司之總收益）約為��0,000,000港
元。

本集團影院及電影發行的固有業務於年內均錄得穩健增長及較高營業額。展望未來，本
集團的目標是擴張現有之影院網絡，並鞏固「嘉禾」作為全球電影業家喻戶曉的領先品牌
的地位。本集團將繼續開拓其於中國內地的影院業務，同時全面動用自身的電影發行的
能力及優勢，以擴展本集團的業務。

年內，本集團位於深圳華潤中心一期萬象城之影院於競爭日趨激烈之營商環境中錄得令
人滿意的票房收益。此外，該影院之設施及服務均獲公認為該地區之翹楚，鞏固了其在
全中國票房收入高據前列地位。在慶祝萬象城一期影院取得最佳十月黃金周的同時（票房
收入為去年之雙倍），本集團亦已展開了第二期影院之設計及建設工作。本集團相信，待
深圳華潤中心二期萬象城之影院開業後，本集團於華南電影市場之地位將得以進一步鞏
固。

就將於北京、無錫、蘇州及杭州興建的影院而言，有關規劃╱建設工作現已全面啟動。
在此等影院竣工並開業後，將會為中國內地其他省份的觀眾帶來更多高品質影院。此
外，本集團將繼續在中國內地積極物色及開發具市場增長潛力的其他地區興建影院，以
擴展本集團在中國影院業市場的佔有率及將「嘉禾影城」發展為一個全國性的高級影院品
牌。

年內，除中國內地的影院業務外，由本集團位於台灣的合夥公司所經營的威秀影城及位
於新加坡的合夥公司所經營的GV影院，繼續保持其區內的市場領先地位。年內，該兩間
合夥公司一直努力以各種新穎及吸引的方式為本集團客戶提供非凡娛樂體驗。

就電影發行業務而言，本集團於年內發行了多部深受歡迎及口碑良好的華語及非華語電
影，其中包括投名狀及魔幻羅盤。就近期來說，本集團發行之�D立體電影地心探險記不
僅為觀眾提供更佳視覺效果，亦說明本集團持續努力為其電影發行業務引進新元素並力
求創造突出業績。來年，本集團將繼續朝此方向擴展其電影發行業務，目標為觀眾帶來
更多精彩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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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人藉此機會感謝在各地全體管理層及員工年內為本集團作出的不懈努力及持續
貢獻，以及對本人作為新主席的鼎力支持。本人期待在精銳團隊的努力下取得業務增
長，並引領本集團邁上一個新台階，繼續專注提高財務及營運效率，致力為本集團股東
帶來更佳業績。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集團收益達��0,000,000港元，而去年則為��0,000,000港元。持續經營業務的毛利為
��0,000,000港元，而去年則為���,000,000港元，邊際毛利保持大約��%以上。未計及已
終止經營業務及出售聯營公司與共同控制公司權益的收益╱虧損，本集團錄得淨溢利約
�,000,000港元，較去年淨虧損��,000,000港元大幅改善。經計及以上兩個項目，本集團於
本年度錄得溢利��,000,000港元，相比之下，去年則為��,000,000港元，而其中包括出售
本集團的馬來西亞院線GSC所產生的一次性收益約���,000,000港元。

憑藉本集團專注業務策略及年內有多部成績卓越的荷里活巨片如哈利波特鳳凰會的密令
及變形金剛等，使集團的影院業務錄得理想的業績，並且於大部分地區有持續上升的趨
勢，惟今年電影發行業務則比較疲弱。本集團仍為亞洲區主要兼具領導地位的影院營辦
商，於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經營��間電影院，合共���個銀幕。

本集團於深圳的旗艦影院成功經營、當地電影業與票房收入均持續增長，加上中國內地
出現較多的投資機會，促使本集團決定重新調配資源，加倍專注於來年發展中國內地的
新影院項目，並同時維持於其他地區的領導地位。

因應本集團之業務拓展及為增加集團的資本基礎以為新項目提供資金，本集團已進一步
出售其馬來西亞院線。隨著二零零七年二月出售本集團於馬來西亞影院Golden Screen 
Cinemas Sdn. Bhd.之權益，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二月簽訂另一份協議，以總代價��,000,000
馬幣（約���,000,000港元，其中包括由TGV Cinemas Sdn. Bhd.（「TGV」）應償還予本集團
之貸款）出售剩餘所持有之馬來西亞TGV影院權益。該交易已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完成，並
且將於下一個財政年度入賬。根據會計準則，本集團將其於TGV之投資分類為持作待售
的資產，並且將其貢獻視作已終止經營業務反映在本年度的財務報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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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一月與合營伙伴Village Roadshow（「VR」）達成和解協議，終止有關
管理Golden Village Multiplex Pte Ltd.（「GVM」）之訴訟糾紛。根據和解協議及新的股東協
議，本集團會與VR共同管理GVM的主要業務運作及財務，因此GVM已成為本集團之共
同控制公司，而其業績亦會按比例綜合方式入賬。

年內，本集團亦專注改善成本架構，以減省本集團的部分總部開支。本集團亦將繼續致
力加強優化公司開支，以於來年達至更高增長。

業務回顧

影院業務

本集團於年內為��,000,000以上的電影觀眾服務，本集團票房收入按全數及總額基準（包
括其共同控制公司之總收益）計算增長近�%至約��0,000,000港元。收入隨着更多的產品
組合及價格調整，加上入座率的增加，增長�0.�%，表現理想，令人鼓舞。

香港

香港整體市場錄得�,0��,000,000港元的票房收入，較去年增加��%。本集團香港影院本
年度的票房收入增加了��,000,000港元或��%，業績令人鼓舞，表現略勝整體市場。除了
今年夏季有多部荷里活猛片上映外，集團亦把握經濟好轉的機會推出新的票價計劃以及
執行針對個別影院的策略性電影播放安排，從而提高票價及入座率。在各方努力下，集
團的市場佔有率微升至高於��%。

中國內地

深圳為本集團經營旗艦影院的城市，其市場票房於去年錄得��%的強勁增長。此乃由於
過去兩年增加了新影院，以及消費開支強勁所致。儘管深圳市內的競爭激烈，本集團
位於萬象城擁有七個銀幕的影院仍繼續維持高水平的票房收入，市佔率達��%。該影院
同時亦繼續雄據全中國影院票房的第二位，入場人數增加�0%，票房收入合共人民幣
��,000,000元。此外，本集團亦把數碼銀幕╱院內廣告業務推廣至深圳其他影院，並且從
有關投資獲得理想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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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本年度台灣市場票房與去年持平，某程度上乃因消費者情緒受政治事件影響而偏弱。
本集團院線威秀，在透過各項提升經營表現計劃（包括與信用卡公司攜手推出新的推
廣活動）繼續於本年度維持穩健的市場佔用率，約為��％。本集團所佔威秀的淨盈利
為��,000,000港元，而去年錄得之��,000,000港元則包括確認關於累積稅項虧損中超過
�,000,000港元的稅項抵免。此外，威秀亦於年內購入一間擁有四個銀幕之影院�0%股
權，增加集團在台北的影院數目。在另一方面，集團在新竹的一間影院因商場結業而關
閉，因此�,000,000港元（集團所佔部分）之固定資產被撇賬。

新加坡

本年度「獅城」的市場票房收入上升��%至��0,000,000新加坡元。因競爭對手的新電影院
開幕導致今年GVM的市場佔有率略受影響而微跌至��%。自從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月
開幕了擁有��個銀幕的旗艦影院GV Vivocity後， GVM的業績表現有顯著的改善。GVM於
本年度的票房收入上升�%至��,000,000新加坡元。本集團應佔淨溢利為��,000,000港元，
較去年的��,000,000港元大幅上升。

馬來西亞

由於馬來西亞市場競爭強烈，本集團院線TGV之淨貢獻顯著下降�,000,000港元至
�,0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二月簽訂協議，出售TGV，而該交易亦已於二零零
八年七月完成。

電影發行

香港市場的票房收入增加��%至�,0��,000,000港元，其中非華語電影佔���,000,000港元
即總票房收入的��%。華語電影方面，在數部大製作及高質素電影，如長江�號，色戒及
投名狀的帶動下，本年度華語電影的票房收入增加��%至���,000,000港元。作為華語電
影及非華語電影的主要發行商，按票房收入，本集團於本年度的市場佔有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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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電影

本集團於本年度共發行��部華語電影，當中包括由劉德華主演的投名狀，而去年同期則
發行了��部華語電影。本集團所發行的華語電影之總票房收入達��,000,000港元，市場佔
有率大約為�0%。

本集團擁有的電影庫共約有��0部華語電影，以供全球發行。該等電影為本集團帶來穩定
的收入。於本年度內電影庫的電影為本集團帶來版權費收入約�0,000,000港元。

非華語電影

於本年度本集團共發行��部非華語電影，包括魔幻羅盤，L之終章‧最後的��天及柴犬
奇蹟物語。本集團所發行之非華語電影的總票房收入增加��%至��,000,000港元，市場佔
有率約為�%。即使非華語電影的貢獻較去年少，主要原因為去年收入包括了在香港及台
灣發行非常成功的日本電影死亡筆記I及II，該兩套電影為集團帶來豐厚的收入。展望未
來，集團將在香港、中國內地及台灣繼續擴展電影融資及版權購買業務。最近本集團在
香港發行的�D電影地心探險記也取得令人十分鼓舞的成績。

前景

本集團將致力強化並擴大其於具有高市場潛力及有能力提供較豐厚回報之地區內的影院
經營及發行網絡。考慮到中國內地電影市場不斷開放及投資機會增加等因素，本集團深
信現時正是重新部署資產的投放以加強在中國內地電影市場之地位的良機。本集團計劃
在來年於深圳及中國其他主要城市例如北京、杭州、蘇州及無錫等地開設更多影廳。

最近由美國次按問題所引起相關的信貸危機，以及中國內地為防止經濟過熱及通脹問題
所實施之壓抑消費的措施，使本集團將面對具挑戰性的一年。然而集團對本身業務地區
內之電影業前景仍審慎樂觀。本集團將會繼續以香港為營運基地，並且己經採取多項緊
縮開支措施，有效控制公司的一般及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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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本年度內，共有�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以每股�.�港元的行使價轉換成本公司的
普通股，因此本集團合共發行約��,000,000股普通股新股。集團的負債因此而大幅下降。

此外，本集團於年度內獲批一項新的銀行貸款，貸款額為人民幣��,000,000元，以供集
團在中國內地發展影院之用。該貸款須於提款日起四年內清還，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並未動用該筆貸款。該貸款以集團部分固定資產作為抵押，及以浮動利率作
為利息計算。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所持現金餘額為���,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000,000港元），比二零零七年增加�0%。同期集團之銀行借款及可換股票據總額為
��,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000港元），按對外借貸（包括可換股票據）與資產總
值計算，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較二零零七年之��%有顯著改善。資產負債比率
情況有所改善主要由於集團之可換股票據被行使及資產總值增加。

本集團之資產與負債主要以港元計值，惟於中國內地、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之投資
相關若干資產及負債外。管理層不時評估該等地區之外滙風險。由於過去兩年該等貨幣
之滙率相對穩定或對本集團有利，故年內並無採取任何外幣對沖措施。董事將繼續評估
外滙風險，並會考慮採取可行之對沖措施，盡量以合理成本降低風險。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名（二零零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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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無任何僱員脫離退休褔利計劃而產生之沒收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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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嘉禾娛樂事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審閱）連同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 619,901  ���,���

銷售成本  (289,552 ) (���,��� )    

毛利  330,349  ���,���

其他收入  67,723  ��,���
銷售及發行費用  (301,739 ) (���,��� )
一般及行政費用  (61,498 ) (��,��� )
其他營運費用  (14,979 ) (��,��� )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19,856  (��,��� )

財務費用 �(a) (11,970 ) (��,��� )
所佔聯營公司損益  9,663  �0,�0�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  ���,��0
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權益之虧損  –  (�,��� )    

除稅前溢利  17,549  ��,�00

所得稅 � (10,391 ) ���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  7,158  ��,���    



- � -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終止經營業務－持作待售之共同控制公司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  3,911  �,���        

本年度溢利總額 � 11,069  ��,���    

以下人士應佔部分：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763  ��,���
少數股東權益  306  (��� )    

本年度溢利  11,069  ��,���    

每股盈利 �

基本
－持續經營業務  5.2港仙  ��.�港仙
－已終止經營業務  3.0港仙  �.�港仙    

  8.2港仙  ��.�港仙    

攤薄
－持續經營業務  5.2港仙  ��.�港仙
－已終止經營業務  3.0港仙  �.0港仙    

  8.2港仙  ��.�港仙    



- �0 -

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367,395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32,285  ��,0��
預付租金  8,015  �,�0�
會籍  3,590  �,��0
租務及其他按金  54,006  ��,�0�
商標  79,421  ��,���
遞延稅項資產  358  �,�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133  �,0��    

  555,203  �0�,�0�    

流動資產
存貨  2,417  �0�
電影版權  27,503  ��,0�0
應收貿易款項 � 27,045  ��,��0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9,355  ��,���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50,277  ��,���
已抵押銀行存款  –  �,���
存款及現金  266,307  ���,���    

  422,904  ���,0��
持作待售之共同控制公司資產  141,037  –    

  563,941  ���,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 68,609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9,472  ��,��0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  ���
客戶按金  3,675  �,���
銀行貸款  12,480  ��,���
可換股票據  31,066  �0,���
本期融資租賃應付賬款  –  ���
合營夥伴提供之貸款  22,144  ��,���
應付稅項  9,618  �,���    

  277,064  �0�,���
持作待售之共同控制公司負債  101,135  –    

  378,199  �0�,���        

流動資產淨值  185,742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40,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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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7,800  ��,���
可換股票據  –  �00,��0
非本期融資租賃應付賬款  –  ���
合營夥伴提供之貸款  42,505  ��,0��
少數股東提供之貸款  696  –
已收按金  4,248  �,�00
遞延稅項負債  16,540  �,���    

  71,789  ���,���    

資產淨值  669,156  ���,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9,638  ���,���
儲備  498,097  �0�,�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值  667,735  ���,��0

少數股東權益  1,421  ���    

權益總值  669,1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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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遵例聲明

本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亦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本財務報表亦符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本會計
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除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披露」及香港會
計準則第�號（修訂）「呈列財務報表：資本披露」之呈列要求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
表概無任何重大影響。下文載列若干額外披露事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因此，與較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
披露及呈列」所規定須予披露之資料相比，財務報表之披露資料更廣泛，包括金融工具之重
要性及該等工具產生之風險性質及水平。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呈列財務報表：資本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規定須作出額外披露，提供有關資本水平及本集團及本公司之資
本管理目標、政策及程序之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對於財務報表內已確認之款額之分
類、確認及計量概無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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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
(a) 業務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收益、溢利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二零零八年 
 電影及
 影碟發行  影院經營  其他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予外部客戶 71,870  536,324  11,707  –  619,901
分部間之收益 6,418  –  1,837  (8,255 ) –
其他收入 1,902  36,460  329  (413 ) 38,278         

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總額 80,190  572,784  13,873  (8,668 ) 658,179
         

持續經營業務之分部業績 4,945  38,570  757  –  44,272
       

利息收入         5,423
未分配經營收入╱（支出）淨額         (29,839 )*
財務費用         (11,970 )
所佔聯營公司損益 3,897  5,766  –  –  9,663         

除稅前溢利         17,549
所得稅         (10,391 )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         7,158         

已終止經營業務

銷售予外部客戶 –  119,828  –  –  119,828
其他收入 –  1,992  –  –  1,992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總額 –  121,820  –  –  121,820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分部業績 –  8,524  –  –  8,524
       

利息收入         421
財務費用         (1,515 )         

除稅前溢利         7,430
所得稅         (3,519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         3,911                  

本年度溢利總額         11,069
         

* 包括匯兌收益��,���,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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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電影及
 影碟發行  影院經營  其他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折舊 537  48,348  230  –  49,115
未分配數額         1,091         

         50,206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  321  19  –  340
電影版權攤銷 31,930  –  –  –  31,93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
 減值撥備淨額 1,535  259  2  –  1,796
         

分部資產 86,188  655,064  7,563  –  748,815
持作待售之共同控制公司資產         141,037
商標         79,421
未分配資產         149,871         

資產總值         1,119,144
         

分部負債 39,562  214,305  4,782  –  258,649
持作待售之共同控制公司負債         101,135
未分配負債         90,204         

負債總值         449,988
         

本年度產生之資本開支 716  65,417  –  –  66,133
未分配數額         1,782         

         6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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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電影及
 影碟發行  影院經營  其他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予外部客戶 ��,���  ���,�0�  ��,���  –  ���,���
分部間之收益 �,��0  –  �,0��  (�,��� ) –
其他收入 �,���  ��,���  ��0  (��� ) ��,���         

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總額 ��,���  ���,���  ��,���  (�,��� ) �0�,���
         

持續經營業務之分部業績 ��,���  ��  ���  –  ��,���
       

利息收入         �,���
未分配經營收入╱（支出）淨額         (��,��� )*
財務費用         (��,��� )
所佔聯營公司損益 �,���  ��,���  –  –  �0,�0�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0
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權益
 之虧損         (�,��� )         

除稅前溢利         ��,�00
所得稅         ���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         ��,���         

已終止經營業務

銷售予外部客戶 –  ��,���  –  –  ��,���
其他收入 –  �,���  –  –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總額 –  ��,00�  –  –  ��,00�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分部業績 –  ��,���  –  –  ��,���
       

利息收入         ���
財務費用         (�0� )         

除稅前溢利         ��,���
所得稅         (�,���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         �,���                  

本年度溢利總額         ��,���
         

* 包括匯兌收益�,���,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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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電影及
 影碟發行  影院經營  其他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折舊 ���  �0,���  ���  –  �0,���
未分配數額         �,0��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  –  ��  –  ��
電影版權攤銷 ��,0��  –  –  –  ��,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
 減值撥備淨額 (�� ) (� ) �,���  –  �,���
         

分部資產 ��,���  ���,���  �,���  –  �0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商標         ��,���
未分配資產         ���,���         

資產總值         ��0,���
         

分部負債 ��,���  ���,���  �,���  –  ���,���
未分配負債         ���,���         

負債總值         ���,���
         

本年度產生之資本開支 ���  ��,���  �0�  –  ��,��0
未分配數額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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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分部劃分之收益及若干資產及開支資料。

 二零零八年 
           亞洲
 香港  中國  新加坡  台灣  馬來西亞  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予外部客戶 209,134  63,919  140,490  202,688  120,272  2,439  787  739,729
減：
已終止經營業務應佔款額 –  –  –  –  119,828  –  –  119,828               

持續經營業務中銷售予外部客戶 209,134  63,919  140,490  202,688  444  2,439  787  619,901
               

其他分部資料：
分部資產 283,524  83,458  297,679  207,359  167,700  –  3  1,039,723
商標               79,421
本年度產生之資本開支 11,400  3,822  8,301  11,122  33,270  –  –  67,915
               

 二零零七年 
           亞洲
 香港  中國  新加坡  台灣  馬來西亞  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予外部客戶 ���,��0  ��,���  –  ���,���  ��,0��  �,0��  �,��0  ���,�00
減：
已終止經營業務應佔款額 –  –  –  –  ��,���  –  –  ��,���               

持續經營業務中銷售予外部客戶 ���,��0  ��,���  –  ���,���  �,��0  �,0��  �,��0  ���,���
               

其他分部資料：
分部資產 �0�,��0  �0,0��  –  ���,0��  ���,���  ���  ��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商標               ��,���
本年度產生之資本開支 ��,0�0  �,���  –  �0,���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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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年度溢利

本年度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費用

持續經營業務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2,415  �,��0
可換股票據利息 7,790  �,���
合營夥伴提供之貸款利息 911  �,���
融資租賃承擔之財務費用 79  �0�
其他借款費用 775  ���   

 11,970  ��,���
已終止經營業務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1,515  �0�    

  13,485  ��,���
    
(b) 其他項目

存貨銷售成本 33,565  �,00�
服務提供成本 276,344  ���,���
折舊 50,206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340  ��
電影版權攤銷 31,930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7,0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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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內之稅項乃指：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本集團
即期所得稅
海外稅項撥備 948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543 ) ���   

 405  �,���   

共同控制公司
即期所得稅
海外稅項撥備 2,583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 )   

 2,583  (��� )

遞延稅項－海外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7,403  (�,��� )   

 9,986  (�,��� )      

 10,391  (��� )   

已終止經營業務

即期所得稅
海外稅項撥備 2,269  �,���

遞延稅項－海外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250  ���   

 3,519  �,���      

 13,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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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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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分
別為�,���,000港元及�,���,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港元及�,���,000港元），以及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股（二零零七年：���,�0�,���股普通股），按下
列方式計算：

(i)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6,852  ��,���
－已終止經營業務 3,911  �,���   

 10,763  ��,���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於七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128,356,537  ���,0�0,���
已購回股份之影響 (1,390,724 ) (�,���,��� )
已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546,175  –
轉換可換股票據之影響 3,713,363  –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31,225,3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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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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分
別為�,���,000港元及�,���,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港元及�,���,000港元），以及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股（二零零七年：���,���,���股），按下列方式計算：

(i)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攤薄）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6,852  ��,���
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實際利息之除稅後影響 –  �,���   

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攤薄） 6,852  ��,���
   

已終止經營業務
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3,911  �,���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31,225,351  ���,�0�,���
被視為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無償
 發行股份之影響（附註�） 417,283  –
轉換可換股票據之影響（附註�） –  ��,���,�0�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131,642,634  ���,���,���
   

附註：

�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於上年度普通股平均市價，故
購股權對上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

� 本年度可換股票據對每股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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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介乎一至三個月之信貸期。客戶各自擁有信貸限額，而管理層會定期檢閱
逾期欠款。鑑於上述各項，加上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涉及大批客戶，信貸風險並非高度集
中。應收貿易款項為不計利息。其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於結算日之應收貿易款項（已扣除
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21,357  ��,���
四至六個月 3,900  �,���
超過六個月 1,788  –   

 27,045  ��,��0
   

7. 應付貿易款項

於結算日之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63,275  ��,���
四至六個月 193  �00
七至十二個月 1,509  �0�
超過一年 3,632  �,�0�   

 68,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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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年內並無宣派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無）。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七年：無）。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董事會宣派特別
股息每股股份0.�0港元，總額達��,���,���港元，並向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營業時間
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支付有關股息。

購買、贖回或出售股份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本公司曾在聯交所購回其股份。董事認為有關
購回符合保留本公司投資之本公司股東之最佳利益。有關股份購回詳情載列如下：

       總代價
   每股  每股  （不包括
年份╱月份 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價格  最低價格  交易成本）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七年七月 ���,000  �.�0  �.��  �,0��,0�0

二零零七年八月 ���,000  �.�0  �.�0  �,���,��0

二零零七年九月 ��0,000  �.00  �.��  �0�,��0

二零零八年二月 �0,000  �.00  �.��  ���,��0       

總計： �,�0�,000      �,���,��0       

年內購回之股份已於購回時註銷。因此，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已按所註銷股份面值減少。
購回股份之應付溢價自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扣除。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之上市
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
則。本公司就任何違反標準守則之事宜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
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一直遵從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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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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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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A.�.�條、第A.�條、第A.�.�條及第B.�.�條守則條文之規定外，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規
定。現概述如下：

(a)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條守則條文，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
分，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責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明。
本公司目前並無任何高級行政人員擔任行政總裁一職。由於潘從傑先生由執行董事
調任為非執行董事，自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生效，主席兼執行董事伍克波
先生獲委任為署理董事總經理，自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生效。董事會認為
伍克波先生於傳媒及娛樂業務擔任領導及管理角色方面擁有豐富經驗，故為確保連
貫性，由伍克波先生擔任署理董事總經理，以待委任新董事總經理為止，實符合本
公司之利益。董事會已採取措施積極物色具合適資格之適當個別人士擔任本公司之
行政總裁，及物色有關個別人士仍在進行。

(b)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條守則條文附註�以及上市規則第�.�0條之規定，上市發行
人之董事會至少需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由於馬家和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總數因而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0條
規定之數目下限。隨後，梁民傑先生已獲董事會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零
八年二月十一日起生效，本公司得以符合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條守則條文附註�
以及上市規則第�.�0條項下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最低人數規定。

(c)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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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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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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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B.�.�條守則條文，上市發行人之薪酬委員會之大多數成員須為
獨立非執行董事。目前，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由一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兩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年內，由於馬家和先生及林輝波先生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及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成員，未能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第B.�.�條守則條
文項下有關薪酬委員會之組成規定。董事會正在物色合適人選擔任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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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企業管治守則之
守則條文所規定者寬鬆。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
圍。審核委員會由董事會任命，負責評估與財務報表有關之事宜及履行職責，包括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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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梁民傑先生（主席）、黃少華先生及Prince 
Chatrichalerm Yukol。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成立薪酬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
圍。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制訂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組合政策，並就此向
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薪酬委員會由四名成員組成，分別為Eric Norman Kronfeld先生（主
席）、伍克波先生，以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民傑先生及Prince Chatrichalerm Yukol（作
為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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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二零零八年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四）舉行，股東週年
大會通告已根據上市規則規定之方式刊印及寄發。

代表董事會
主席
伍克波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發佈時，本公司之全體董事如下：－

主席兼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伍克波先生 Eric Norman Kronfeld先生
 荒木隆司先生
執行董事： 鄒小康先生
陳雪彥女士 沈德民先生
鄒秀芳女士
 （亦為鄒小康先生之替任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伍克燕女士（為伍克波先生之替任董事） 梁民傑先生
王薇女士 黃少華先生
 Prince Chatrichalerm Yuk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