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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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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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 1,083 194 18%
毛利 729 641 88 14%
除稅前（虧損）╱溢利 (186) 23 -209 >100%
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溢利 (180) 13 -193 >10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6.58)仙 0.47仙
    

• 收益增加18%至12.77億港元

• 毛利由6.41億港元增至7.29億港元

• 除稅前虧損為1.86億港元

• 本集團影城業務之入場觀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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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萬人次

• 資產負債比率由26%增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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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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綜合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審閱。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277,132 1,082,791

銷售成本 (548,204) (441,837)
  

毛利 728,928 640,954

其他收益 54,518 75,903
其他虧損淨額 (41,964) (4,043)
銷售及發行費用 (775,424) (619,284)
一般及行政費用 (160,024) (104,019)
其他營運費用 (52,415) (167)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收益 (5,141) 2,700

  

經營業務虧損 (251,522) (7,956)

財務費用 5(a) (39,635) (44,717)
應佔合營企業之溢利 103,398 74,374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1,580 1,427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186,179) 23,128

所得稅 6 4,961 (9,467)
  

本年度（虧損）╱溢利 (181,218) 13,661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80,471) 12,731
非控股權益 (747) 930

  

本年度（虧損）╱溢利 (181,218) 13,661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 (6.58)仙 0.47仙
  

攤薄 (6.58)仙 0.4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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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溢利 (181,218) 13,661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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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99) (9,040)
 — 海外合營企業 (6,275) (17,533)
 — 海外聯營公司 (706) (176)

  

(38,980) (26,749)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20,198) (13,088)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18,686) (13,874)
非控股權益 (1,512) 786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20,198) (1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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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39,159 150,488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255,487 1,251,925
租賃土地 124,882 126,015

  

1,519,528 1,528,428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263,290 243,27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269 12,415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96,652 94,928
可供出售投資 6,372 –
會籍 2,490 2,490
商標 80,524 80,524
商譽 75,203 73,658
遞延稅項資產 44,001 31,782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570 21,880

  

2,132,899 2,089,376
  

流動資產
存貨 6,596 6,513
電影版權 50,195 74,289
貿易應收款項 8 125,496 92,027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87,037 237,211
已抵押銀行存款 67,850 25,000
存款及現金 195,120 406,488

  

732,294 841,528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432,901 250,268
貿易應付款項 9 89,535 88,79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2,511 113,798
遞延收益 147,197 169,198
融資租賃債務 15,702 14,552
應付稅項 7,404 12,755

  

885,250 649,365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152,956) 19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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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79,943 2,281,539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36,977 473,991
融資租賃債務 37,332 16,183
遞延稅項負債 12,419 10,718

  

386,728 500,892
  

資產淨值 1,593,215 1,780,64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74,252 274,252
儲備 1,305,585 1,494,94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579,837 1,769,200
  

非控股權益 13,378 11,447
  

權益總額 1,593,215 1,78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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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佈所載財務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
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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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財務報表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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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所採納主要會計政策之概要載於下文。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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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下列規定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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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之影響於下文討論：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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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兩個週期之年度改進包括九項準則之修訂及其他準則之相應修訂。其中，香港會計準
則第24號「關聯方披露」已予以修改，藉以將「關聯方」之定義擴展為包括向申報實體提供
主要管理人員服務的管理實體，並要求披露就獲得管理實體提供主要管理人員服務而產
生之金額。由於本集團並無自管理實體獲得主要管理人員服務，故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之
關聯方披露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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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代理及顧問服務以及出售影音產品之所得款項。

本集團客戶基礎分散，概無客戶所涉及交易佔本集團收益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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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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提供廣告及顧問服務。台灣及新加坡之報告分部分別代表該等合營企業在台灣及新加坡
之經營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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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之開支分配至報告分部。

報告分部溢利乃按除稅後經營溢利計算，但不包括財務費用、匯兌差額及非經常性項目。
為計算得出經調整除稅後經營溢利，本集團之溢利就並非指定屬於個別分部之項目（如
董事及核數師酬金以及總辦事處或企業行政成本）作出進一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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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佔各分部之合營企業業績。分部之間定價一
般按公平原則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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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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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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274 214,893 1,020,710 859,104 496,601 447,028 389,311 397,550 2,163,896 1,918,575

 — 發行及製作 28,973 47,917 14,915 11,864 5,771 16,305 7,762 10,739 57,421 86,825

 — 集團企業 1,211 4,566 4,351 – – – – – 5,562 4,566          

報告分部收益 287,458 267,376 1,039,976 870,968 502,372 463,333 397,073 408,289 2,226,879 2,009,966
          

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30,280 21,829 (120,905) (15,698) 38,222 20,743 61,212 52,356 8,809 79,230
          

對賬 — 收益

報告分部收益 2,226,879 2,009,966

應佔台灣及新加坡合營企業之收益 (899,445) (871,622)

分部間收益抵銷 (1,862) (4,012)

其他 (48,440) (51,541)  

綜合收益 1,277,132 1,082,791
  

對賬 — 除稅前（虧損）╱溢利

來自外部客戶之報告溢利 8,809 79,230

未分配經營開支淨額 (189,280) (66,499)

非控股權益 (747) 930

所得稅 (4,961) 9,467  

除稅前綜合（虧損）╱溢利 (186,179) 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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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a) 財務費用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36,275 45,523
融資租賃債務之財務費用 3,305 2,772
其他附屬借貸成本 2,555 4,922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負債之財務費用總額 42,135 53,217
減：已資本化並列入為租賃物業裝修之財務費用* (2,500) (8,500)

  

39,635 44,717
  

* 該等財務費用已按年利率介乎5.39%至6.13%資本化（二零一四年：年利率介乎3.44%
至8.19%）。

(b)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附註 (i)） 211,623 179,513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394 1,315
以股權結算之股本付款開支 17,375 –

  

230,392 180,828
  

(c) 其他項目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成本 34,001 33,929
服務提供成本 472,276 390,29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9,696 136,964
電影版權攤銷（附註 (ii)） 41,927 17,618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14,122 –
商譽減值 16,425 –
電影版權減值 5,119 –
撇銷貿易應收款項 13,782 –
核數師酬金 3,811 3,011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費用
 — 最低租賃付款 183,664 152,053
 — 或然租金 44,107 22,439
租金收入減直接支出 (14,604) (14,045)

  

附註： (i) 該金額包括長期服務金撥備。

 (ii) 年內電影版權攤銷已計入綜合收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 10 –

6 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之稅項指：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即期所得稅

香港稅項撥備 1,724 915

海外稅項撥備 7,579 12,37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191) 492
  

8,112 13,782
  

遞延稅項 — 海外

暫時差異之撥回 (13,073) (4,315)
  

(4,961) 9,467
  

附註：

(i) 於二零一五年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一四年：
16.5%）計算。

(ii) 於中國內地成立之附屬公司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撥備按本年度估計應課
稅溢利之25%（二零一四年：25%）計算。

(iii) 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適用即期稅率繳納。

(iv)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來自台灣合營企業之已分派盈利
涉及之所得稅支付3,86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616,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來自台灣合營企業之累計盈利（將
於可見之未來分派予本集團）涉及之所得稅撥備5,56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996,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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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180,47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溢利12,731,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742,519,248股（二零一四年：
2,698,145,823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及攤薄）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2,742,519,248 2,679,819,248

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 18,326,575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42,519,248 2,698,145,823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潛在攤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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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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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入貿易及其他應
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94,247 68,900

一至兩個月 1,835 2,909

兩至三個月 2,352 1,530

三個月以上 27,062 18,688
  

125,496 92,027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本 集 團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包 括 應 收 關 連 公 司 款 項 合 共
34,90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1,161,000港元）及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3,822,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5,150,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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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71,034 57,884

四至六個月 258 1,382

七至十二個月 5,239 7,265

一年以上 13,004 22,263
  

89,535 88,79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付款項包括應付關連公司款項合共
36,84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3,480,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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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娛樂行業的製作及經營成本均較以往更具挑戰性，回顧年內，本集團錄
得淨虧損為1.8億港元。收益增加18%至12.77億港元，毛利率則比上年同期減
少2%至57%。

本集團在各地的影城收益輕微增加，香港地區影城的收益與市場同步平穩增長。
受人民幣貶值影響，本集團於年內產生之匯兌虧損4,100萬港元。此外，投資影
片虧損約1,400萬港元；中國內地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虧損5百萬港元，年內新開
幕影城之經營費用及中國內地其他經營費用增加，令年內產生淨虧損。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1.87億港元（二
零 一 四 年：4.06億 港 元）。本 集 團 之 資 產 負 債 比 率 增 加 至29%（二 零 一 四 年：
26%），主要由於下半年銀行借貸有所增加。

業務回顧

影城業務

年內，本集團開設11家影城共75塊銀幕，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於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新加坡共營運97家影城及716塊銀幕。本集團
影城觀眾接近5,100萬人次，而去年同期為4,200萬人次。如按全數及總額基準
計算，票房總收入達26.70億港元，較去年增長13%。年內上畫的荷里活猛片計
有《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元》、《侏羅紀世界》、《狂野時速7》、《職業特工隊：叛
逆帝國》、《蟻俠》及《火星任務》。華語大片則有中國內地上映之《夏洛特煩惱》及《捉
妖記》；香港上映之《五個小孩的校長》、《賭城風雲 II》；台灣上映之《我的少女時
代》、《大囍臨門》及新加坡上映之《新兵正傳3：蛙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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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集團各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內地 香港 台灣 新加坡

影城數目* 67 6 13 11
銀幕數目* 474 24 127 91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21.3 2.7 17.4 9.3
平均淨票價（港元） 40 78 58 57

*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將繼續提供優質聲畫服務，為觀眾帶來完美的觀賞體驗。本集團各地
之影城銀幕均已安裝數碼設備，並支援3D放映。於台灣，本集團於年內安裝
一塊數碼 IMAX銀幕並於中國內地大部分多廳影城安裝索尼4K超高解像投影
系統。

而香港影城亦全配備D-Box Motion Chairs，並繼續擁有D-Box Motion Chairs之獨家
經營權。於台灣，本集團於年內經營7塊數碼 IMAX銀幕，並引入設有專人餐飲
團隊提供服務之商務影城，及新增設品牌專賣櫃位「CHEF JOHN」及「WOOD 
CASE」，務求滿足消費者對周邊觀賞體驗不斷轉變的期望。於新加坡，本集團
於年內翻新中峇魯商場，配備為貴賓及會員而設的私人候影室及電子調校傾
斜角度的靠背絲絨座椅。

中國內地

本集團中國內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影城數目* 67 59
銀幕數目* 474 420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21.3 16.5
平均淨票價（人民幣元） 33 32
票房總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752 581

*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扣除政府稅項及徵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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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中國內地城市地區之票房總收入上升48%至人民幣440億元，
而本集團在中國內地之多廳影城所產生票房總收入則較去年同期增加30%。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於瀋陽、武漢及長沙共增設3家新影城共25塊銀幕，併購
本地營運商取得6家影城共32塊銀幕，影城分佈於深圳、上海、長春及撫順。
本 集 團 於 中 國 內 地 之 多 廳 影 城 服 務 觀 眾 約2,100萬 人 次，較 去 年 同 期 增 長
29%。位於觀瀾湖的全新概念影院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試業，並於二零一六
年一月正式開業，是華南首個單棟式 IMAX影廳，備有7家配合4K數碼技術的
3D影院。該概念影院同時包含書店、餐飲區，將更完善、輕鬆的娛樂環境帶給
每位顧客。年內上映之高票價3D電影數量較多，故平均票價由人民幣32元微
升至人民幣33元，年內第三季度作出的格價調整修訂也有助提升。

年內有多套受歡迎之電影上映包括《捉妖記》、《夏洛特煩惱》及《狂野時速7》等，
均吸引無數觀眾支持。本地製作之電影佔全國票房總收入62%。為吸引人流及
會員，本集團仍然為新開業多廳影城提供特別折扣優惠。由於現今觀眾對高
質素娛樂需求日益增加，為了留住影迷，本集團將進行更多市場推廣活動，
例如提供折扣優惠，透過增加會員福利計劃、專享活動包括透過網上或應用
程式購票，吸引顧客及會員的觀影頻次，加上不斷提升影城的服務質素，藉
以推動平均票價增長，務求為觀眾帶來物超所值之體驗。

年內，中國內地影城業務之淨虧損為9,680萬港元。對於價格敏感的消費者而言，
本集團將不斷檢視票價策略，從而優化本集團的營利能力，並於下年度確保
在穩健的步伐中將票價向上調整，同時亦會因應市場反應，致力改善及加強
票價調整機制。本集團亦將實行成本控制，以及改善票房及非票房收入，務
求令現有成熟影城能提供更理想的回報。為了令本集團的業務更多元化，本
集團將繼續於娛樂及其他有潛力的業務領域物色各種投資機遇，以進一步多
元化其業務及拓展收入來源，從而使股東回報得以最大化。

香港

本集團中國內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影城數目* 6 6
銀幕數目* 24 24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2.7 2.4
平均淨票價（港元） 78 72
票房總收入（百萬港元） 212 174

*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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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內，香港市場之整體票房收入錄得19.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之16.5億
港元顯著增加20%。本年度，本集團香港影城之票房收入錄得2.12億港元（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4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1.8%，較市場一般的
增幅略好。嘉禾黃埔影城於二零一五年下旬進行翻新工程，全新的影廳配備
斜坡座位及DTS:X影音系統，務求為專貴客戶提供更好的視覺及聽覺享受，寬
闊坐椅亦為影迷提供更好的觀感視線及為顧客提供更好的舒適度，這全新及
高品質概念亦贏盡顧客及業主不少口碑。於二零一六年，本集團將會翻新嘉
禾荃新天地影城，務求為顧客提供更舒適及時尚的優質環境。另外，本集團
會繼續與潛在業主磋商，期望令業務擴展多一至兩個地點。再者，自本集團
推出多元化的服務及專享優惠預訂小食，人均消費成功增加逾11%，我們更與
優質品牌咖啡營辦商「Why n.O.T」的專業咖啡師合作提供人工拉花咖啡，亦是
首次於電影行業內提供該項嘗試。二零一六年，本集團會繼續擴充「Why n.O.T」
至其他影城。

年內，本集團上演21場電影以外之特備節目，較二零一四年增長超過50%。而
且「Love Live Concert」更於1小時內賣出逾2000張門券。本集團成功構建一群圍
繞電影以外的觀眾，致使我們的影城能正真成為提供娛樂的樞紐。於二零
一六年，本集團將預計有多於40項節目帶給觀眾。

台灣

本集團台灣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影城數目* 13 11
銀幕數目* 127 109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17.4 14.4
平均淨票價（新台幣） 240 245
票房總收入（十億新台幣） 4.2 3.5

*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年內，台北市票房收入為42.1億新台幣（二零一四年：37.1億新台幣），較去年
同期增長約13%。而本集團擁有35.71%權益之威秀院線錄得票房總收入則較
去年增加18.5%至41.77億新台幣（二零一四年：35.26億新台幣）。威秀一直佔據
領先地位，其市場佔有率為33%。目前，威秀在台灣共有13座影城，127個影廳。
最新一座影城預計二零一六年中於台北林口MITSUI OUTLET PARK盛大開幕，
內設9個影廳及1,749個座位。本年度票房收入增加，部份原因由於台南及苗栗
兩間新影城相繼開業，當中台南夢時代商場設有一塊數碼 IMAX®銀幕影廳，
為觀眾帶來嶄新的電影體驗。同時，二零一五年上半年電影取得較好的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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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尤其是破記錄的3D荷里活猛片。本集團分佔威秀之純利由去年同期2,070
萬港元增至3,820萬港元。此外，威視年內發行的《獵巫行動：大滅絕》及《紅衣小
女孩》亦為威視電影帶來可觀收益。

為進一步提升服務質素及效率，本集團採取了全面經營戰略。威秀不單只是
發展影城，也致力發展巨幕、開創自有餐飲品牌及娛樂中心相關產業。非票
房收入為16.17億新台幣（二零一四年：12.89億新台幣），較去年同期增加25%。
本集團開設了Gold-class多廳影城，為客戶提供優質多樣化的餐飲選擇，並提
供高質素的餐飲服務，從而吸引更多中產階層觀眾，Gold-class的平均消費介
乎350至400新台幣。此外，「UNICORN」爆米花品牌亦已成功把業務擴展至6個
影城，深受客戶歡迎。此外，威秀將陸續開創新品牌如「CHEF JOHN」薯條吧及
「WOOD CASE」新鮮慢磨果汁及奶昔吧，以滿足市場需求。本集團將繼續投入
更多資源，重點發展非票房業務，以及增加顧客平均消費額。

新加坡

本集團新加坡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影城數目* 11 11
銀幕數目* 91 92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9.3 9.1
平均淨票價（新加坡元） 10.1 9.9
票房總收入（百萬新加坡元） 94 90

*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年內，新加坡票房總收入為2.21億新加坡元（二零一四年：2.08億新加坡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6.5%。本集團擁有50%權益之嘉華院線繼續保持領導地位，市
場佔有率為43%，年內錄得票房收入9,400萬新加坡元（二零一四年：9,000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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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去年
十一月開業，內設11塊銀幕及Gold Class影廳。該新影城表現優越，營運首年已
達致收支平衡。儘管Tiong Bahru影院於年內關閉裝修，但整體營運中的影院表
現仍然良好。在新加坡，嘉華會積極競投有潛力的影院地點，並預計在未來2
年內開設2至3個新的影院。加上荷里活猛片在新加坡市場一直叫座，為本集
團帶來穩定的溢利貢獻。去年上畫的荷里活猛片主要包括《復仇者聯盟2：奧
創紀元》、《侏羅紀世界》、《狂野時速7》、《職業特工隊：叛逆帝國》、《金牌特務》
及《即刻救援3》。年內，本集團分佔純利由去年同期5,200萬港元上升17%至6,100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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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及電視節目發行及製作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就電影發行及製作業務錄得收益5,7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
8,70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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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業務方面，本集團
於未來數年，透過自資以及與本地及海外製作公司合作，繼續製作高質素的
電影與電視或授權商品重新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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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景

展望二零一六年，本集團將繼續旗下特別是中國內地方面的影院網路擴張計劃，
不同地區高質素團隊將持續分析市場上具潛力的地點、收購目標及合作機會。
根據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所簽訂之租賃協議，本集團預期將於二零一六年
底在中國內地不同城市營運79家影城共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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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新租賃協定而有所變動。此外，
台灣威秀影院旗下最新一座配備9塊銀幕影城預計在二零一六年六月在台北
開幕。威秀目標於未來5年在台灣拓展10至15間影院。至於香港方面，本集團
將會保持穩定的增長步伐。嘉禾荃新天地今年將會重新裝修，提供更舒適及
時尚的環境。同時，我們將繼續與潛在開發地點的業主磋商，期望能取得一
至兩個影院位置。同時，我們打算將廣受歡迎的「Why n.O.T」咖啡亭擴展至更
多地點，為客戶提供一個更舒適環境觀賞電影。新加坡方面，嘉華會積極競
投有潛力的影院地點，並預計在未來2年內開設2至3個新的影院。嘉華Tiong 
Bahru在過去22年一直為電影迷提供娛樂，該影院與時並進，目前已完成翻新
工程，並已於二零一六年重開，設有800個座位，擁有最新的影院設計，提供
多元化的電影及其他特別節目。全新的重點技術，包括Quick tix ™、自動售票
機及自動閘門，為顧客帶來前所未有的簡單、快捷及有效率的電影體驗。本
集團的盈利能力將透過自身增長、收購及提高成熟影院的效率而有所改善。

近年，新進的電影導演在電影業嶄露頭角，為電影製作注入新元素，因此，本
集團將會繼續支持此等創新及知名的電影。此外，為向普羅消費者提供更多
選擇，我們將盡力從海外發崛不同的娛樂節目，以迎合他們未來數年的需求，
從而提升本集團市佔率及增加在娛樂行業的立足點。我們預期，於二零一六
年將會在香港播放逾40套電影以外的特別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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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經濟下滑的陰霾濃罩著本集團的營運，但本集團流動性充俗，可維持穩
健的財政狀況，並會繼續通過股本集資令集資管道更多元化，以支持未來大
量的發展計畫。我們不僅一直堅守對電影製作及發行的熱情，亦推出與眾不
同的影片體驗吸引客戶，致力為業務所在地區提供優越的娛樂，同時不斷在
軟體及硬體配套上升級，以加強本集團的核心競爭力及重建本集團作為亞洲
電影業領導者的認可。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達1.87
億港元（二零一四年：4.06億港元）。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貸款合共為7.70億港
元（二零一四年：7.24億港元）。本集團按外部借貸除資產總值計算之資產負債
比 率 約 為29%（二 零 一 四 年：26%），而 現 金 負 債 比 率 則 為36%（二 零 一 四 年：
60%）。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為數1.01億港元之現金結
餘質押，作為取得銀行融資之抵押。為了降低本集團的發展計畫及經濟狀況
之潛在風險，管理層將繼續監察資產負債比率及於有需要時作出調整。目前，
本集團財務槓桿比率合理。本集團將透過任何可動用的銀行貸款設施，為於
內地的影城項目及潛在收購提供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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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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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量以合理成本降低風險。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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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1,566名（二零一四年：1,565名）全
職僱員。本集團主要根據行業慣例釐定僱員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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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並無因僱員脫離退休福利計劃而產生任何沒收供款。

末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二
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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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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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較上市規則附錄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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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
司守則所載規定。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深明良好企業管治對維持本集團競爭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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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守則條文，亦提升本集團之整體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
則條文規定，惟第A.4.1及E.1.2條守則條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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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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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第E.1.2條守則條文，董事會主席伍克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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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伍克波先生因其他公務而未能出席上
述股東週年大會。擔任上述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之李培森先生，連同出席股東
大會之其他董事會成員有足夠能力及知識於股東大會解答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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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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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檢討內部監控制度及審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獨立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將本公佈財務數字與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作出比較，並確認兩
者相符。畢馬威會計師事務就此方面所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審驗應聘服務準則所作
的審計或審閱，因此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不會就本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公佈刊載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

致謝

最後，董事會謹藉此機會鳴謝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僱員所作出的努力及貢獻，
並就股東、客戶及業務夥伴對本集團發展投以信任及支持致以謝意。

承董事會命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梁穎莊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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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刊發時，本公司全體董事如下：

主席兼執行董事：
伍克波先生

執行董事：
毛義民先生
李培森先生
伍克燕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民傑先生
黃少華先生
黃斯穎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