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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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的全部或任何部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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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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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之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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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248  +150		 +60%
毛利  214	 �29  +85		 +66%
經營業務之溢利  18	 2  +16		 +800%
本期間溢利* 10	 3  +7		 +233%

本集團
股東應佔溢利  73	 3
每股基本盈利 40.53仙	 2.4仙

* 不包括已終止經營業務及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權益之收益

‧ 營業額上升60%至398,000,000港元
‧ 毛利增加85,000,000港元至2�4,000,000港元
‧ 經營業務之溢利由2,000,000港元增加至�8,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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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9,300,000增長至逾

�0,000,000（以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之總和計算）
‧ 手頭現金增加84,000,000港元至350,000,000港元
‧ 於期內，本集團已全數償還銀行借款，而且所有未行使可換股票據已獲票據持有人

全數兌換，基本上並沒有任何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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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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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綜合業
績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2 397,925	 247,600

銷售成本  (183,843	) (��8,463 )    

毛利  214,082	 �29,�37

其他收入  18,523	 33,267
銷售及發行費用  (182,852	) (�2�,602 )
一般及行政費用  (26,639	) (32,066 )
其他營運費用  (5,247	) (6,743 )    

經營業務之溢利  17,867	 �,993
財務費用 3(a) (553	) (6,2�8 )
所佔聯營公司損益  –	 �0,939
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權益之收益  61,852	 –    

除稅前溢利 3 79,166	 6,7�4

所得稅 4 (6,898	) (3,�6� )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72,268	 3,553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虧損）  1,198	 (4�7 )    

本期間溢利總額  73,466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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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3,370	 3,050
少數股東權益  96	 86    

  73,466  3,�3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息  18,327	 –    

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
 －持續經營業務  39.87港仙	 2.73港仙
 －已終止經營業務  0.66港仙	 (0.33)港仙    

  40.53港仙  2.40港仙    

攤薄
 －持續經營業務  39.47港仙	 2.72港仙
 －已終止經營業務  0.65港仙	 (0.33)港仙    

  40.12港仙  2.39港仙    

*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表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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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326,651	 367,395
投資物業  1,952	 –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22,387	 32,285
預付租金  6,742	 8,0�5
會籍  3,590	 3,590
租務及其他按金  50,867	 54,006
商標  79,421	 79,42�
遞延稅項資產  1,547	 358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258	 �0,�33    

  505,415	 555,203    
流動資產

存貨  2,497	 2,4�7
電影版權  27,916	 27,503
應收貿易款項 7 20,954	 27,045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59,086	 49,355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13,110	 50,277
存款及現金  349,868	 266,307    

  473,431	 422,904
持作待售之共同控制公司之資產  –	 �4�,037    

  473,431	 563,9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8 64,866	 68,60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7,268	 �29,472
客戶按金  6,497	 3,675
銀行貸款  –	 �2,480
可換股票據  –	 3�,066
合營夥伴提供之貸款  12,500	 22,�44
應付稅項  15,450	 9,6�8    

  216,581	 277,064
持作待售之共同控制公司之負債  –	 �0�,�35    

  216,581	 378,�99        

流動資產淨值  256,850	 �8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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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62,265	 740,945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7,800
合營夥伴提供之貸款  15,137	 42,505
少數股東提供之貸款  471	 696
已收按金  3,837	 4,248
遞延稅項負債  15,343	 �6,540    

  34,788	 7�,789    

資產淨值  727,477	 669,�5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83,274	 �69,638
儲備  542,793	 498,09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值  726,067	 667,735

少數股東權益  1,410	 �,42�    

權益總值  727,477	 66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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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
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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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本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中所
採納之會計政策貫徹一致。

管理層需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時作出對會計政策應用，以及截
至結算日時列報的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的報告數額構成影響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
際結果可能與此等估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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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a)	 業務分部

	 （未經審核）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電影及影碟發行	 影院經營	 其他	 抵銷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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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經營業務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47,650		 32,364  346,626		 2�0,250  3,649		 4,986  –		 –  397,925		 247,600
分部間之收益 7,599		 2,497  –		 –  1,378		 544  (8,977	)	 (3,04� ) –		 –
其他收入 867		 600  24,359		 �6,640  110		 �50  (248	)	 (�96 ) 25,088		 �7,�94                   

總計 56,116		 35,46�  370,985		 226,890  5,137		 5,680  (9,225	)	 (3,237 ) 423,013		 264,794
                   

分部業績 8,964		 �,�40  33,963		 �6,�06  (93	)	 �53  –		 –  42,834		 �7,399
               

利息收入                 3,036		 2,805
未分配經營支出淨額                 (28,003	)	 (�8,2�� )
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權益之收益                 61,852		 –
財務費用                 (553	)	 (6,2�8 )
所佔聯營公司損益 –		 3,897  –		 7,042  –		 –  –		 –  –		 �0,939                   

除稅前溢利                 79,166		 6,7�4

所得稅                 (6,898	)	 (3,�6� )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72,268		 3,553
                   

已終止經營業務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		 –  13,674		 54,287  –		 –  –		 –  13,674		 54,287
其他收入 –		 –  284		 934  –		 –  –		 –  284		 934                   

總計 –	 –  13,958	 55,22�  –	 –  –	 –  13,958	 55,22�
                   

分部業績 –	 –  1,913	 �,509  –	 –  –	 –  1,913	 �,509
               

利息收入                 26	 278
財務費用                 (124	) (746 )                   

除稅前溢利                 1,815	 �,04�

所得稅                 (617	) (�,458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1,198	 (4�7 )
                   

本期間溢利總額                 73,466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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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部

	 （未經審核）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香港	 中國內地	 台灣	 新加坡	 馬來西亞	 亞洲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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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124,102	 �06,763  37,425	 34,�26  133,195	 �04,57�  102,746	 –  13,674	 54,73�  287	 �,334  170	 362  411,599	 30�,887

減：已終止經營

   業務應佔款額 –	 –  –	 –  –	 –  –	 –  13,674	 54,287  –	 –  –	 –  13,674	 54,287                               

持續經營業務銷售予

 外部客戶 124,102	 �06,763  37,425	 34,�26  133,195	 �04,57�  102,746	 –  –	 444  287	 �,334  170	 362  397,925	 247,600
                               

3.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a) 財務費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163		 �,499
可換股票據利息 172	 4,�76
合營夥伴提供之貸款之利息 218	 499
融資租賃承擔之財務費用 –	 44   

	 553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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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項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銷售成本	 15,890		 2,0�7
服務提供成本	 150,206		 �06,��4
折舊	 23,618		 �5,6�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392		 �0
電影版權攤銷	 17,747		 �0,332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431		 2,406
   

4.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所列之稅項乃指：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本集團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撥備	 –		 –
海外稅項撥備	 1,477		 562   

	 1,477		 562   

共同控制公司
即期所得稅
海外稅項撥備	 6,747		 34

遞延稅項－海外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326	)	 2,565   

	 5,421		 2,599   

	 6,89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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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宣派及派付之特別股息每股0.�港元
 （二零零七年：無） 18,3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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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分別72,�72,000港元及�,�98,000港元（二零零七年：3,467,000港元及虧損4�7,000港
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8�,025,966股普通股（二零零七年：
�27,�59,858股普通股）計算。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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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分
別72,344,000港元及�,�98,000港元（二零零七年：3,467,000港元及虧損4�7,000港元），
以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83,273,990股（二零零七年：�27,74�,555股），按下列方式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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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攤薄）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72,172		 3,467
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實際利息之除稅後影響	 172		 –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攤薄）	 72,344		 3,467
   

已終止經營業務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1,198		 (4�7 )

   

(ii)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股數  股數

股份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169,637,627		 �28,356,537
轉換可換股票據之影響	 11,388,339		 –
已購回股份之影響	 –		 (�,205,9�8 )
已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		 9,239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期間已
 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181,025,966		 �27,�59,858

攤薄效應－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購股權（附註(�)）	 –		 58�,697
可換股票據（附註(2)）	 2,248,024		 –   

	 183,273,990		 �27,74�,555
   

附註：

(�)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於本期間普通股之平均市
價，故購股權並無對本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產生攤薄效應。

(2) 可換股票據並無對上個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產生攤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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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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結算日之應收貿易款項（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19,418  2�,357
四至六個月 1,183	 3,900
六個月以上 353	 �,788   

 20,954  27,045
   

8.	 應付貿易款項

於結算日之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54,586		 63,275
四至六個月	 5,040		 �93
七至十二個月	 570		 �,509
一年以上	 4,670		 3,632   

	 64,866		 6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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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股息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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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每股0.�0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業務及財務回顧摘要

受惠於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業務之溢利增長，加上出售馬來西亞院線之收
益，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73,000,000港元之溢利。儘管美國次按相關信貸危機觸發全球
經濟嚴重衰退，本集團期內之經營業績仍然令人相當鼓舞。本集團收益達398,000,000港
元，而去年同期則為248,000,000港元。持續經營業務之毛利為2�4,000,000港元，而去年
同期則錄得�29,000,000港元，而邊際毛利保持大約53%以上。期內，本集團繼續致力改
善成本架構，此舉大幅減省了集團總部開支。然而，集團強勁的業績因集團經營所在地
區之貨幣貶值引致期間匯兌出現負面調整而有所減少。基於上述種種因素，本集團錄得
經營業務之溢利為�8,0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之2,000,000港元相比大有進步。撇除已終
止經營業務及出售馬來西亞院線之收益，本集團之淨溢利約為�0,000,000港元，而去年同
期則約為3,000,000港元。

縱使亞洲區內經濟大多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但由於觀賞電影是花費不高的全天候娛
樂，故集團大部份經營所在地區之電影業在某程度上未有受到經濟不景氣而有所波及；
加上期內多部荷里活鉅片如《蝙蝠俠黑夜之神》、《地心探險記》等上映更帶動業界興旺，
令集團經營地區之影院經營及電影發行業務表現強勁及持續上升趨勢。

本集團保持作為亞洲區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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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間電影院，合共�8�個銀幕。往後日子，本集團將繼續重點發展中國內地的
新影院項目，同時策略性地將業務拓展至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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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底，本集團完成出售其馬來西亞院線TGV Cinemas Sdn. Bhd.，並錄得
一次性收益約62,000,000港元。於是項出售後，本集團再沒有持有馬來西亞的投資，此院
線之收益貢獻因而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此外，期內本集團已全數償還銀行借款，而且所有未行使可換股票據已獲票據持有人全
數兌換為股份，基本上本集團並沒有任何債務。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底，本集團有現
金及存款約350,000,000港元，為其投資發展大中華新影院項目提供穩健的資本基礎。

業務回顧

影院業務

本集團於期內為過千萬電影觀眾服務，本集團票房收入按全數及總額基準計算增長5.4%
至約49�,000,000港元。隨著更多的小賣部產品組合及價格調整，加上入座率的增加，小
賣部收入同樣呈5.2%的穩健升勢，成績令人鼓舞。

香港

香港整體市場錄得584,000,000港元的票房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6%。除了荷里活猛片連
場上映外，本集團亦在各戲院引入了3D立體電影設備，為觀眾營造更富趣味性、更引人
入勝的劇場體驗。本集團香港影院期內票房收入錄得近80,000,000港元，保持�3%以上的
市場佔有率，業績令人鼓舞。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具優厚潛力的新影院；在此
方面，集團喜獲荃灣區一間設有五個銀幕的影院之經營權，預期將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
開幕。

中國內地

深圳為集團經營旗艦影院的城市，其市場票房於去年錄得49%的強勁增長。此乃由於過
去兩年多間新影院開幕，以及市民消費能力強勁所致。儘管深圳市內的競爭激烈，但
本集團位於萬象城擁有七個銀幕的影院仍保持高水平的票房收入，市場佔有率達20%。
該影院同時在全中國保持強大競爭力。於二零零八年，集團深圳影院的票房繼續雄據
國內影院的第二位，期內入場人數增加近�0%，而票房收入亦增長��%，合共人民幣
27,000,000元。本集團已計劃於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在萬象城多設五個銀幕，預料當集團在
未來�2至24個月內在北京、無錫、蘇州及其他地區開設新影院之計劃後，集團在中國的
地位將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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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台灣影院市場因若干政治事件受到一定影響，於過去五年未見顯著增長。於本期間，台
灣市場票房較去年減少3%，但憑藉集團在市場的領導地位，旗下威秀院線的表現卻得以
逆市上升，錄得入場觀眾人次4%的升幅，票房收入合共增長2%。同時，威秀現正計劃於
二零零九年最後一季開設一座擁有九個銀幕的多廳影院。撇除外匯波動影響，在營運方
面，本集團所佔威秀的淨溢利增加約�.4%。

新加坡

期內，新加坡的市場票房增長5.6%至76,000,000新加坡元。因競爭對手的新影院開幕，
GVM期內市場佔有率略受影響而微跌至43%。GVM於本期間的總票房收入較去年上升2%
至33,000,000新加坡元，主要因戲票價格輕微調升所致。在外匯波動的影響下，本集團於
本期間所佔的淨溢利維持�2,000,000港元之水平。

電影發行

期內，香港市場票房收入合共584,000,000港元，其中非華語電影佔8�%，金額為
47�,000,000港元。非華語鉅片計有《蝙蝠俠黑夜之神》、《地心探險記》及《功夫熊貓》；而
華語鉅製則包括《赤壁》及《葉問》。本集團乃華語及非華語電影的發行商，按票房收入
計，市場佔有率為�3%。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擴展港、中、台三地的電影融資及版
權購買業務。

華語電影

期內，本集團只發行了三部製作規模不大的華語電影。然而，展望二零零九年，本集團
已取得《風雲II》及《游龍戲鳳》等較大型電影的發行權，預期華語電影發行業務將為本集
團帶來更大貢獻。

本集團擁有一個電影庫，當中約有�30部華語電影以供全球發行，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
的收入。期內，電影庫的電影為本集團帶來的版權費收入約4,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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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電影

期內，本集團在香港發行了九部非華語電影，包括《地心探險記》、《爆粗Band友》及《神
探伽俐略》。有賴旗下一支才華洋溢的發行隊伍，備有3D特效版本的《地心探險記》票房
報捷，成為期內票房收入三甲電影之一。本集團發行的非華語電影總票房收入銳升至
68,000,000港元，市場佔有率約為�4%。

前景

本集團一直致力強化並擴大其於市場潛力較高且回報較佳之地區內的影院經營及電影發
行網絡。鑒於中國內地電影市場不斷開放及華語片對國際電影業之影響日益深遠，故集
團深信應將焦點側重於中國內地市場所締造之契機。除了計劃在深圳以及北京、杭州、
蘇州及無錫等其他主要城市增設影院外，本集團亦積極致力於拓展中國內地的電影發行
業務。

如同大多數行業，在美國次按相關的信貸危機引發近期全球經濟倒退下，本集團面對著
充滿挑戰的一年，但本集團對電影業及本身業務所在地區內之發展前景審慎樂觀。本集
團將會繼續以香港為營運基地，另一方面會投放更多資源於中國內地市場。本集團亦將
繼續採取多項嚴緊措施控制一般及行政開支。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期內，本集團餘下合共3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已按每股2.2港元的兌換價轉換成本
公司的普通股，因此本集團合共發行約�3,600,000股新普通股。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可換股票據。

此外，本集團於期內利用出售馬來西亞TGV所得的部份資金償還了所有銀行貸款
2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錄得任何銀行借貸。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結餘為350,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266,0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八年六月增加32%。目前，本集團並無任何財務槓
桿，而按對外借貸（包括可換股票據）除以資產總值計算，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年度之資產負債比率為5%。管理層將繼續監察槓桿比率結構，並會因應集團發展及經濟
狀況於必要時對槓桿比率結構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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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資產與負債主要以港元計算，惟於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之投資相關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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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匯率掛鈎的美
元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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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有265名（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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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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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
報表。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對上市規則附錄�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所載之守則條文有以下偏離
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已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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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所載之守則條文 偏離事項及有關偏離之原因

第A.2.�條 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
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
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
並以書面列載。

主席兼執行董事伍克波先生（「伍先
生」）自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
獲委任為本公司署理董事總經理。

董事會認為伍先生於傳媒及娛樂業務
擔任領導及管理角色方面擁有經驗，
為確保連貫性，由伍先生擔任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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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將於適當時候委任具適當資格
之人士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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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所載之守則條文 偏離事項及有關偏離之原因

第A.3及
 A.3.2條

董事會應根據發行者業務而具備適
當技巧和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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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董事會有強大的
獨立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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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第A.3條
註�（及按上市規則第3.�0條規定），
每個董事會必須至少有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

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第A.3.2
條，本公司所委任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應佔董事會成員人數至少三分
一。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由於 Prince Chatrichalerm 
Yukol 自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起
退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故獨立非執行
董事之總人數少於上市規則第3.�0(�)
條、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第A.3條
註�及第A.3.2條分別規定之最少人
數。

由於本公司仍在物色合適人士出任獨
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故
分別於上市規則第3.��條及第3.23條
所列之期間內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
3.�0(�)條及第3.2�條所載之規定。

董事會已採取行動物色具備適當資格
之合適人士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目
前仍在物色有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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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所載之守則條文 偏離事項及有關偏離之原因

第A.4.�條 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
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本公司全體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
期。

所有非執行董事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
則之相關規定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上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最少每三年
一次，以達到與指定任期相同之目
的。

第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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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應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現由一名執行董事
及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內，由於Prince Chatrichalerm 
Yukol 及Eric Norman Kronfeld 分別
退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職
務，故未能符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
文第B.�.�條有關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組
成之規定。

董事會正在物色合適人選擔當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薪酬委員會成員之
角色。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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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3.21條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由於Prince Chatrichalerm Yukol自二零零八
年十一月二十日起退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之職務，
故本公司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之總人數少於上市規則第3.�0(�)條及3.2�
條規定之人數下限。根據上市規則第3.��條及3.23條，本公司須委任足夠人數的獨立非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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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董事，並須在未能符有關規定後三個月內，委任適當人選作為審核委員會成員，以符
合分別載於第3.�0(�)條及3.2�條之規定。由於本公司仍在物色合適人士出任為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故分別於上市規則第3.��條及第3.23條所列之期間內未
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0(�)條及第3.2�條所載之規定。本公司現正積極物色合資格人選履
行有關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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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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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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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向董事同寅、管理層及所有僱員對本集團持續發展付出貢獻，向股東、
客戶及業務夥伴作出鼎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於本公佈發佈時，本公司全體董事如下：－

主席兼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伍克波先生 沈德民先生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雪彥女士 梁民傑先生
鄒秀芳女士 黃少華先生
伍克燕女士（伍克波先生之替任董事）

代表董事會
主席
伍克波

香港，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