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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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

摘要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本集團
營業額 1,370 1,078 +292 +27%
毛利 793 628 +165 +26%
經營業務之溢利 137 100 +37 +37%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96 71 +25 +35%
每股基本盈利 3.64仙 2.84仙

    

• 營業額增加27%至1,370百萬港元
• 毛利增長165百萬港元至793百萬港元
• 經營業務之溢利由100百萬港元增至137百萬港元
• 本集團影城業務之入場觀眾人次按全數及總額基準計算達29.5百萬人次（以
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之總和計算）

• 手頭現金為706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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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取得豐盛成果。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錄得本年度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96百萬港元，去年則為71百萬港元。
於營運地區利好市況帶動下，本集團再度創下驕人佳績。年內各地之影城業
務貢獻均有所提升，發行及製作業務則在年內製作的兩部電視連續劇獲得良
好銷售成果下錄得溫和增長。

本集團年內營業額及毛利分別上升27%及26%至1,370百萬港元及793百萬港元，
主要由於在中國內地開設之18家新影城作出貢獻，加上台灣及新加坡之影城
業務表現理想。毛利維持於58%水平。本集團二零一一年除利息、稅項及折舊
前盈利為230百萬港元，較去年165百萬港元有所增長。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本集團與Legend Pictures, LLC（「Legendary」）訂立和解協議，
並就將本集團於Legendary之股本權益轉回Legendary及終止本公司與Legendary
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三日之無約束力諒解備忘錄收取30百萬美
元。本集團於年內錄得收益29.4百萬港元（扣除相關開支）。本集團自二零零九
年起基於策略目的亦持有若干其他股本證券，而由於股價及投資價值持續下降，
本集團於年內錄得減值撥備及出售投資虧損合共21.4百萬港元。

扣除上述特殊盈虧，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度之股權持有人應佔日常業務溢利
應為88百萬港元，較去年47百萬港元大幅上升87%。

年內，本集團取得新增銀行借貸約400百萬港元，花費資本支出約613百萬港
元，主要用於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的新影城項目。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手頭現金達706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458百萬港元），本
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約維持於20%（二零一零年：6%）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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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影城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新加坡
營運53家影城共405個銀幕，較去年33家影城共250個銀幕大幅增加。銀幕總數
增加62%，座位數目亦躍升43%，大部分新影城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度開業。
本集團影城於年內的觀眾約達29.5百萬人次，去年同期則為23.8百萬人次。按
全數及總額基準計算之票房總收入達1,672百萬港元，較去年飆升27%。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旗下53家影城為本集團帶來營業額1,248百萬港元，佔
本集團總收益約88%。本年度上畫的荷里活猛片主要包括《變形金剛：黑夜降臨》、
《哈利波特 — 死神的聖物2》、《職業特工隊：鬼影約章》、《加勒比海盜4：魔盜
狂潮》、《變種特攻：異能第一戰》、《功夫熊貓2》及《狂野時速5》。華語大片則包
括《建黨偉業》、《失戀33天》及《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本集團各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中國內地 香港 台灣 新加坡

影城數目 * 27（附註） 6 10 10
銀幕數目 * 197 26 101 81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5.3 2.8 12.1 9.3
平均淨票價（港元） 39 61 64 54

*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中國內地另外4家影城已完工，現正申請有關牌照，預期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開業。

本集團不斷追求聲畫質素最高境界，務求為觀眾提供盡善盡美的電影觀賞體驗。
目前，本集團於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的銀幕均已全部安裝數碼投影設備，另
超過40%銀幕支援3D放映，而新加坡的數碼投影設備安裝工程將於二零一二
年完成。於香港，本集團與D-BOX Technologies Inc.（「D-BOX」）結盟，成為香港首
家配備Motion Chair D-BOX的影城。此系統能令座椅跟隨銀幕上呈現之動作場
面產生同步動作，令觀眾仿如親歷其境。於台灣，本集團為獨家數碼 IMAX®營
辦商，並已於二零一一年添置三個全新數碼 IMAX®銀幕。本集團另與索尼（中
國）訂立策略聯盟，於中國內地影城推出嶄新索尼4K投影系統。我們現已於中
國內地多廳影城安裝84組索尼4K投影系統，相信可提供無可比擬的視覺效果，
帶來前所未有的觀賞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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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本集團中國內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影城數目 * 27 9
銀幕數目 * 197 60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5.3 3.0
平均淨票價（人民幣） 33 41
票房總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189 131

*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大部分新影城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開業）
# 扣除政府稅項及徵費前

於二零一一年，中國內地城市地區的票房總收入上升29%至人民幣131.5億元，
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的多廳影城所產生票房總收入較去年增長44%。年內，本集
團於成都、重慶、東莞、廣州、河源、惠州、上饒、瀋陽、蕪湖、無鍚、西安、陽
泉、銀川及營口等中國城市增設18家影城共137個銀幕。歸功於上映鉅片如雲、
強勁市場需求及本集團之快速拓展步伐，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的多廳影城於年
內服務觀眾約5.3百萬人次，較去年大增77%。然而，入場人數大幅增長仍無法
彌補平均票價的跌幅，因此，票房總收入僅上升44%至人民幣189百萬元。平均
票價下降之部分原因乃由於新影城提供推廣折扣優惠，另一方面乃由於本集
團在全國各地擴展，以覆蓋非一線城市。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本集團按公平合理條款，向本公司董事兼主要股東伍
克波先生全資擁有的中國公司授出管理及經營一家位於北京盈科中心的影城，
橙Cinemas（北京）之權利。該影城一直推行會員制度，有別於傳統影城的營運。
中國電影放映行業所面對競爭將日益激烈，故持續提升本集團旗下影城之管
理及服務攸關重要，董事認為授出權利將讓本集團集中管理及經營其他由本
集團管理及經營的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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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本集團香港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影城數目 * 6 7
銀幕數目 * 26 32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2.8 2.9
平均淨票價（港元） 61 63
票房收入（百萬港元） 173 183

*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內，香港市場整體錄得票房收入1,387百萬港元，較去年1,339百萬港元略增
4%。本集團年內的香港影城票房收入173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183百萬港元）
略低於去年，原因是位於鑽石山之嘉禾荷里活電影城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
日租期屆滿後結束。然而，本集團與一家電訊營辦商進行之合作推廣計劃
「3Screen」反應熱烈。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嘉禾旺角電影城成為香港首家配備
Motion Chair D-BOX的影城。此系統能令座椅跟隨銀幕上呈現之動作場面產生
同步動作，令觀眾仿如親歷其境，得到前所未有的感觀體驗。鑑於Motion Chair 
D-Box大受歡迎，加上「3Screen」推廣成效卓著，影城的經營業績大大改善。因此，
不計入嘉禾荷里活電影城，其他六家影城之票房總收入及入場觀眾分別增加
約13%及18%。本集團預期於嘉禾荷里活電影城結業後維持約12%之市場佔有率。

台灣

本集團台灣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影城數目 * 10 8
銀幕數目 * 101 85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12.1 9.3
平均淨票價（新台幣） 237 236
票房收入（十億新台幣） 2.9 2.2

*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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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台北市整體錄得票房收入38億新台幣，去年則為31億新台幣。
本集團擁有35.71%權益的威秀影城股份有限公司（「威秀」）的票房收入及入場
人次均較去年增長約30%，主要受到當地多部華語片的驕人票房帶動，包括《賽
德克 •巴萊》及《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年內，威秀於台灣旗下影城引入
另類內容，例如現場直播AKB48演唱會及L’Arc-en-Ciel演唱會。儘管票價較一
般電影門票高逾兩倍，觀眾仍非常受落，入座率超過50%。於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威秀於台中大遠百開設第三家配備7個銀幕的影城，另於新台北市板橋大
遠百開設首家配備9個銀幕的頂級影城。該兩家新影城相繼開幕後，威秀的市
場佔有率現已增至約38%。威秀為獨家數碼 IMAX®營辦商，並已於二零一一年
添置三個全新數碼 IMAX®銀幕，數碼 IMAX®銀幕現已增至五個。年內，本集團
分佔威秀之純利由去年之25百萬港元增加48%至37百萬港元。

新加坡

本集團新加坡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影城數目 * 10 9
銀幕數目 * 81 73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9.3 8.6
平均淨票價（新加坡元） 8.6 8.8
票房收入（百萬新加坡元） 80 76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票房收入由二零一零年之172百萬新加坡元上升9%至二零一一年之188
百萬新加坡元。本集團擁有50%權益之「Golden Village」院線之領導地位未有動
搖，市場佔有率達43%（二零一零年：44%），年內票房收入達80百萬新加坡元（二
零一零年：76百萬新加坡元）。本集團分佔年內純利48百萬港元，較去年35百
萬港元增加37%，主要受到荷里活賣座電影《變形金剛：黑夜降臨》、《功夫熊貓2》
及《哈利波特 — 死神的聖物2》以及新加坡元年內升值帶動。驕人業績來自三間
貴賓廳，當中配備專屬候映室、媲美頭等機艙的高級電子活動躺椅、為觀眾
提供更快捷周到服務的召喚按鈕、超闊銀幕及數碼音響系統等豪華電影觀賞
設備。貴賓廳的平均入座率超過50%。除傳統小賣部外，還供應不同類型食品
及酒精飲品令食品及飲品銷售收入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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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及電視節目發行及製作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電影發行及製作業務錄得營業額162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
128百萬港元）。本集團於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新加坡各地發行超過130部
電影（二零一零年：超過95部）。本集團已調整其電影發行策略，集中發行經精
挑細選的高質素非華語電影，加上華語電影庫的銷售收入增加，帶動年內錄
得更佳業績。本集團電影庫收藏超過140部擁有永久性發行權之電影及電視節目，
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版權收入貢獻。此外，本集團年內於《建黨偉業》及《夜店詭談》
等兩齣電影作出小額投資以及完成兩部華語電視連續劇《黃金密碼》及《諜戰深
海》，貢獻總銷售收入70百萬港元。

前景

展望將來，本集團對電影業及本集團營運地區的前景感到樂觀，尤其是快速
增長的中國內地市場。本集團致力提升及發展有市場潛力及回報俱佳地區之
放映及發行網絡，加上政府支持文化產業、3D效果成功及中國內地對高質素
娛樂體驗之需求上升，本集團將繼續投放更多資源發展中國內地市場。本集
團亦會抓緊收購機會，進一步拓展本集團於亞太地區的影城版圖。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經營31家影城共225個銀幕，
另有在9家影城共60個銀幕進行不同階段的內部佈置，並正籌劃開業事宜。本
集團根據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已簽訂之租賃協議，預期於二零一三
年底在北京、常熟、常州、成都、重慶、大連、東莞、撫順、廣州、合肥、惠州、
嘉善、吉彩、臨沂、馬鞍山、南京、南寧、南通、上海、蘇州、唐山、天津、武漢、
盱眙、鹽城、陽江、中山及株洲等地經營68家影城共502個銀幕，惟有關數字或
因實際接場日期、內部佈置、相關牌照申請進度及期內額外簽訂的新租約而
有所變動。本集團計劃於北京、廣州、上海及深圳等一線城市開設旗鑑多廳影城。
本集團旗下影城品牌「橙天嘉禾」已於中國內地打好基礎，相信於可見將來會
成為首屈一指的影城營運商之一。

在香港，本集團已於嘉禾旺角電影城共2個銀幕裝設38張Motion Chairs D-BOX，
並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在嘉禾荃新天地電影城及嘉禾港威電影城安裝合共74張
Motion Chairs D-Box。

在台灣，威秀計劃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開設新影城，即配備8個銀幕的新竹巨
城威秀影城。在新加坡，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二年底在City Square Mall開設配備
6個銀幕的新影城。本集團亦計劃於二零一二年翻新該等地區現有3家影城共
27個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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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矢志拓展亞洲區網絡外，本集團致力將 IMAX®銀幕、索尼4K投影系統、杜
比環迴立體聲11.1及Motion Chair D-BOX等先進技術引入多廳影城，為觀眾帶
來極級震撼的電影體驗。在台灣，威秀計劃將於二零一二年底增設配備一個
IMAX®銀幕，令 IMAX®銀幕總數增加至6個。

有見華語電影需求日增，本集團繼續拓展其發行及製作業務，本集團計劃來
年製作兩部華語電視連續劇及重新製作《星願》。應世界貿易組織要求，中國
電影市場於二零一一年開始對外語電影進一步開放。本集團現正磋商於二零
一二年在中國內地公映數部外語電影。本集團亦積極拓展夥伴關係，透過不
同渠道及平台發行本集團電影庫的電影及電視節目。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本集團與T-JOY集團（「T-JOY」）訂立策略聯盟協議，據此，
本集團將播放由T-JOY提供的數碼化內容，而本集團將提供其製作，以供T-JOY
在日本19家多廳影城播放。本集團將繼續抓緊與多個業務夥伴不同種類的合
作機會及策略聯盟，以加快拓展計劃及鞏固在節奏急速的電影放映市場的地位。

目前，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十分充裕，財務槓桿比率合理。為配合快速增長，本
集團將動用備用銀行貸款信貸額度為中國內地之影城項目及其他拓展投資機
會提供資金。管理層將密切監察及維持理想的槓桿比率結構，藉以限制風險。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本公司向本公司主要股東橙天娛樂集團（國際）控股有限
公司發行本金金額約為45百萬港元之第二批零息可換股票據，可按每股0.338
港元之兌換價兌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作為收購其附屬公司及有關華語電影
及電視節目、製作、投資、推廣及宣傳及╱或發行業務之部分代價。於二零
一一年六月，總金額為54百萬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已按每股0.338港元之兌換價
兌換為本公司普通股，產生合共約160百萬股新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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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具備充足流動資金，現金結餘為706百
萬港元（二零一零年：458百萬港元），流動資產淨值則為382百萬港元（二零一
零年：280百萬港元）。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貸款合共為504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
104百萬港元）。銀行貸款大幅增加乃為撥付中國內地的影城項目。於二零一一年，
本集團已耗資約613百萬港元作固定資產投資，當中約496百萬港元為中國內
地影城項目的資本開支。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外部借貸除資產總值計算之資產負
債比率約為20%（二零一零年：6%）。管理層將繼續監察槓桿比率結構，並會因
應本集團發展計劃及經濟狀況之轉變，於必要時作出調整。

本集團之資產與負債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惟與新加坡及台灣之投資相
關之若干資產及負債除外。本集團海外合營企業以當地貨幣經營業務，所承
受之外匯風險極低。就香港及中國內地業務而言，鑑於貨幣市場反覆波動，
故管理層決定維持大量人民幣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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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有1,565名（二零一零年：1,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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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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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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
同比較數字。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此等業績。本公司核數
師執業會計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將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
載列的金額作出比較，並確認兩者相符。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369,562 1,077,533

銷售成本 (576,287) (449,345)
  

毛利 793,275 628,188

其他收益 26,137 15,538
其他淨收入 3(c) 58,936 48,776
銷售及發行費用 (612,002) (474,383)
一般及行政費用 (103,162) (101,838)
其他營運費用 (26,624) (16,386)

  

經營業務之溢利 136,560 99,895

財務費用 3(a) (19,126) (4,997)
  

除稅前溢利 3 117,434 94,898

所得稅 4 (22,563) (22,511)
  

本年度溢利 94,871 72,387
  

以下人士應佔部分：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5,943 70,823
非控股權益 (1,072) 1,564

  

本年度溢利 94,871 72,387
  

每股盈利 5

基本 3.64仙 2.84仙
  

攤薄 3.63仙 2.7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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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94,871 72,387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以下財務報表時之匯兌差額：
 海外附屬公司 14,703 6,715
 海外共同控制公司 (7,544) 22,913

  

7,159 29,628

出售一間海外附屬公司時變現外匯儲備 — (1,062)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
 重估虧絀 (20,526) (13,727)
 已確認減值虧損 20,526 13,727

  

 公平值儲備之變動淨額 — —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02,030 100,953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2,857 98,894
非控股權益 (827) 2,059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02,030 10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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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206,446 681,465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 149 246,083
預付租金 28,472 30,435
會籍 2,490 2,490
租金及其他按金 106,631 63,809
商標 79,785 79,785
商譽 73,658 73,658
遞延稅項資產 7,335 3,095
已抵押銀行存款 48,010 29,476

  

1,552,976 1,210,296
  

流動資產

存貨 6,137 3,480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 20,000 —
電影版權 68,640 85,870
貿易應收款項 6 84,226 32,99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33,043 86,016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200 1,273
存款及現金 705,664 457,677
衍生金融資產 — 246

  

1,017,910 667,558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7,252 21,363
貿易應付款項 7 120,205 86,26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5,920 148,627
遞延收益 153,199 96,911
應付稅項 29,778 34,884

  

636,354 388,049
  

流動資產淨值 381,556 279,50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34,532 1,48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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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76,345 82,400
可換股票據 — 6,662
已收按金 9,891 5,318
遞延稅項負債 24,713 19,623

  

410,949 114,003
  

資產淨值 1,523,583 1,375,80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68,419 254,374
儲備 1,245,425 1,109,87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513,844 1,364,248

非控股權益 9,739 11,554
  

權益總額 1,523,583 1,37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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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遵例聲明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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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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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之適用披露規定。

(ii)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一項新訂詮釋，於本集團及
本公司目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當中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者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修訂），關連人士披露

—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修訂本），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 界
定福利資產限額、最低資金要求及其相互關係 — 預付最低資金要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之修訂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因與本集團已採納政策一致。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對本集團
財務報表尚未構成重大影響，因此等變動於本集團訂立有關交易時方始生效。

其他轉變之影響討論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修訂）修改關連人士定義。本集團已因而重新
評估關連人士之定義，認為定義修改對本集團目前及過往期間之關連人士披露
並無重大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修訂）亦更改政府相關公司之
披露規定，而由於本集團並非政府相關公司，故對本集團並無影響。

—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
露 作出多項有關披露規定之修訂。有關本集團金融工具之披露已符合經修訂披
露規定。此等修訂對目前及過往期間財務報表所確認款額之分類、確認及計量
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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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對本集團
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於目前會計期間應用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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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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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
所用的內部滙報方式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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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集團位於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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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服務產生其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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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管理層提供。

管理層主要基於經營溢利評估表現，包括每個分部的共同控制公司按比例應佔之綜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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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中國內地 台灣 新加坡 總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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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0 216,428 328,309 187,283 369,114 288,901 349,765 298,249 1,248,488 990,861

發行及製作 57,681 56,378 87,307 54,200 4,057 8,731 12,848 8,608 161,893 127,917

集團企業 2,127 2,236 — — — — — — 2,127 2,236
          

報告分部收益 261,108 275,042 415,616 241,483 373,171 297,632 362,613 306,857 1,412,508 1,121,014
          

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14,000 (5,067) 27,832 34,586 36,601 25,076 50,247 36,603 128,680 91,198
          

對賬 — 收益
報告分部收益 1,412,508 1,121,014

分部間收益抵銷 (13,990) (21,151)

其他 (28,956) (22,330)
  

1,369,562 1,077,533
  

對賬 — 除稅前溢利
來自外部客戶之報告溢利 128,680 91,198

未分配經營開支淨額 (32,737) (20,375)

非控股權益 (1,072) 1,564

所得稅 22,563 22,511
  

除稅前溢利 117,434 9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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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費用

銀行貸款利息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9,567 3,494

 —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 7,577 991
  

17,144 4,485

可換股票據利息 155 512

其他附屬借貸利息 1,827 —
  

19,126 4,997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40,606 30,637

服務提供成本 474,014 385,655

固定資產折舊 96,798 68,188

電影版權攤銷 61,667 33,053

核數師酬金 4,369 2,800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費用
 — 最低租賃付款 176,902 157,772

 — 或然租金 38,329 28,186

減值虧損
 —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 20,526 13,727

 — 電影版權 — 4,056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虧損╱（收益） 246 (8,49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749 2,789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1,317)

出售可供出售股本證券之收益淨額（附註） (28,484) —

租務收入減直接開支 (16,861) (13,528)

上市公司之股息收入 (330) —
  

附註：已計入出售可供出售股本證券之收益淨額，金額主要指出售Legend Pictures,LLC

全部股本權益之收益29,350,000港元。

(c) 其他淨收入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與承辦商達成協議，內容有關中國
內地影城之裝修進度延遲開業的賠償及懲罰性損害賠償。除本集團所收取46,030,000

港元之墊付開支外，另有人民幣12,518,000元（約相當於15,021,000港元）之懲罰性損害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記錄於其他收入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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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之稅項指：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即期所得稅

海外稅項撥備 5,978 8,59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51) (932)
  

5,727 7,662
  

遞延稅項 — 海外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71) 1,456
  

5,556 9,118
  

共同控制公司

即期所得稅

海外稅項撥備 16,428 16,412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707) (3,584)
  

15,721 12,828
  

遞延稅項 — 海外

暫時差異之產生 1,286 565
  

17,007 13,393
  

22,563 22,511
  

附註：

(i) 於二零一一年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一零年：
16.5%）計算。

(ii) 海外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適用即期稅率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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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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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43,000港 元（二 零 一 零 年：
70,823,000港 元）及 年 內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股 數2,634,942,987股（二 零 一 零 年：
2,492,008,598股普通股）計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及攤薄）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2,543,739,900 2,199,739,900

轉換可換股票據之影響 93,041,484 —

配售新股份之影響 — 289,698,630

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 2,570,068

購回股份之影響 (1,838,397)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2,634,942,987 2,492,008,598

轉換可換股票據之影響 14,848,601 26,698,224

被視為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之影響 16,937 43,514,212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2,649,808,525 2,562,22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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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 利96,098,000港 元（二 零 一 零 年：
71,335,000港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649,808,525股（二零一零年：2,562,221,034股）計算
如下：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攤薄）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95,943 70,823
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實際利息之除稅後影響 155 512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攤薄） 96,098 71,335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載於附註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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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貿易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收款項（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82,187 28,942
四至六個月 1,622 3,588
六個月以上 417 466

  

84,226 32,996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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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涉及大批客戶，信貸風險並非高度集中。貿易
應收款項為不計利息。其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7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107,975 69,462
四至六個月 1,287 6,606
七至十二個月 1,049 279
一年以上 9,894 9,917

  

120,205 8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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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
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其若干股份。本公
司董事認為購回股份對保留本公司投資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有利。所購回股
份詳情載列如下：

年份╱月份
購回

股份數目
每股

最高價格
每股

最低價格

總代價
（不包括
交易成本）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九月 2,375,000 0.280 0.270 662
二零一一年十月 365,000 0.295 0.290 107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 — — —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16,995,000 0.330 0.285 5,178
二零一二年一月 2,990,000 0.280 0.260 821

 

22,725,000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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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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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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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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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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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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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須遵守重選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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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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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分別為梁民傑先生（主席）、黃少華先生及黃斯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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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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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各董事及
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政策及薪酬組合，並就此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薪酬
委員會成員包括一名本公司執行董事伍克波先生及兩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梁民傑先生及黃斯穎女士（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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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第
A5.2條成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提名委員
會之主要職責包括物色合資格作為董事會成員之人選，並就有關甄選、委任
或重新委任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相關事宜作出建議。提名委員會現任
成員包括兩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斯穎女士及梁民傑先生以及本公司執
行董事伍克波先生（主席）。

承董事會命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伍克波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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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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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