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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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

摘要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本集團
收益 690 675 15 2%
毛利 398 396 2 1%
除稅前（虧損）╱溢利 (20) 5 (25) (>100)%
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33) 3 (36) (>10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1.21)仙 0.11仙
     

• 收益增加2%至6.90億港元

• 毛利由3.96億港元輕微增加至 3.98億港元

• 除稅前虧損為2,000萬港元

• 本集團影城業務之入場觀眾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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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萬人次

•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之 資 產 負 債 比 率 增 至31%（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29%）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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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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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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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收益表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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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3 689,939 675,141

銷售成本 (292,287) (278,960)
  

毛利 397,652 396,181

其他收益 10,700 15,929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586 (3,143)
銷售及發行費用 (378,425) (372,895)
一般及行政費用 (63,619) (63,135)
其他營運費用 (169) (69)

  

經營業務虧損 (33,275) (27,132)

財務費用 5(a) (31,356) (19,169)
應佔合營企業之溢利 44,394 50,998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193 736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20,044) 5,433

所得稅 6 (14,965) (1,367)
  

本期間（虧損）╱溢利 (35,009) 4,06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3,298) 3,104
非控股權益 (1,711) 962

  

(35,009) 4,066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 (1.21)仙 0.11仙
  

攤薄 (1.21)仙 0.11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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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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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溢利 (35,009) 4,06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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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境外附屬公司 (6,890) (401)
 — 香港境外合營企業 5,744 4,911
 — 香港境外聯營公司 (98) (31)

  

(1,244) 4,479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36,253) 8,54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4,445) 7,562
非控股權益 (1,808) 983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36,253) 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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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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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138,325 139,159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259,554 1,255,487
租賃土地 124,316 124,882  

1,522,195 1,519,528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262,040 263,29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486 11,269
可供出售之權益證券 6,318 6,37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95,986 96,652
會籍 2,490 2,490
商標 80,524 80,524
商譽 76,650 75,203
遞延稅項資產 41,177 44,001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455 33,570  

2,132,321 2,132,899  

流動資產

存貨 9,144 6,596
電影版權 46,592 50,195
貿易應收款項 8 148,216 125,49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19,629 287,037
已抵押銀行存款 73,940 67,850
存款及現金 287,893 195,120  

785,414 732,294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46,587 432,901
可換股債券 9,533 –
貿易應付款項 9 95,793 89,53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81,128 192,511
遞延收益 130,448 147,197
融資租賃債務 14,376 15,702
應付稅項 12,393 7,404  

790,258 88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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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淨額 (4,844) (152,95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127,477 1,979,943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17,424 336,977
可換股債券 162,693 –
融資租賃債務 42,638 37,332
遞延稅項負債 7,367 12,419

 

 

530,122 386,728
 

 

資產淨值 1,597,355 1,593,21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74,252 274,252
儲備 1,311,533 1,305,58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585,785 1,579,837

非控股權益 11,570 13,378
 

 

權益總額 1,597,355 1,59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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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
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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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獲准刊發。

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於二
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會計政策之任何變動詳情載於附註
2。

管理層需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表時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
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及以年初至今為基準計算之資產與負債及收入
與支出之呈列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所出入。

中期財務報表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說明附註。附註包括對本集團自刊發二零
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之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易之
詮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全部資料。

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
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其中，與本集團相關之修訂本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呈列：披露計劃。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此週期年度改進包括對四個準則之修訂。其中，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已
予以修訂，明確要求倘一間實體以參照引用中期財務報告內另一報表資料之方式於中期
財務報表以外披露該準則規定之資料，則中期財務報表之讀者應有途徑可按相同條款及
於同一時間查閱參照引用所收錄之資料。由於本集團並無於中期財務報表以外呈列相關
規定披露，故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之中期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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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之呈列：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 號（修訂本）對多項呈列要求進行小幅修訂。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中期財
務報表之呈列及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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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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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報告分部。

報告分部溢利乃按經調整除稅後經營溢利計算，但不包括財務費用淨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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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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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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按公平原則釐訂。

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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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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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99 128,375 554,431 543,629 223,765 260,614 204,888 201,600 1,106,383 1,134,218
— 發行及製作 21,742 12,647 946 608 1,855 1,139 2,508 5,321 27,051 19,715
— 集團企業 696 552 2,087 – – – – – 2,783 552          

報告分部收益 145,737 141,574 557,464 544,237 225,620 261,753 207,396 206,921 1,136,217 1,154,485
          

除稅後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8,433 16,967 (29,005) (24,079) 9,757 19,881 34,561 29,249 23,746 42,018
          

對賬 — 收益

報告分部收益 1,136,217 1,154,485
應佔台灣及新加坡合營企業
 之收益 (433,016) (468,674)
分部間收益抵銷 (5) (929)
其他 (13,257) (9,741)  

689,939 675,141
  

對賬 — 除稅前（虧損）╱溢利

來自外部客戶之除稅後報告溢利 23,746 42,018
未分配經營開支淨額 (57,044) (38,914)
非控股權益 (1,711) 962
所得稅 14,965 1,367  

除稅前（虧損）╱溢利 (20,044) 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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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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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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貸款之利息 16,431 19,342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 12,619 –

融資租賃債務之財務費用 1,627 1,085

其他附屬借貸成本 679 1,242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負債之財務費用總額 31,356 21,669

減：已資本化並列入為租賃裝修之財務費用* – (2,500)
  

31,356 19,169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已資本化之財務費用（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費用按年率介乎5.94%至6.75%資本化）。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5,921 16,884

服務提供成本 267,305 257,98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5,583 78,361

電影版權攤銷 9,061 4,096

因業主提早終止租約所得之補償收入 (9,913)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954 67

匯兌虧損淨額 3,980 3,629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836) (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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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之稅項乃指：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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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利得稅撥備 1,631 –

 海外稅項撥備 15,945 16,676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128) (1,026)
  

17,448 15,650

遞延稅項 — 海外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2,483) (14,283)
  

14,965 1,367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採用估計年度實際稅率16.5%（二
零一五年：16.5%）計算。

同樣地，香港境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乃按適用於所在相關司法權區之估計年度實際稅率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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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98,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3,104,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42,519,248股（二零一五年：2,742,519,248股）計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及已發行普通股 2,742,519,248 2,742,51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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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乃假設在所有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被兌換後，透過調整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本公司擁有兩類（二零一五年：一類）攤薄潛在普
通股：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二零一五年：購股權）。可換股債券假設已獲轉換為普通
股，而（虧損）╱溢利淨額已就抵銷利息開支減稅務影響予以調整。購股權乃透過根據
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認購權之幣值釐定可按公平值（按期內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
釐定）收購之股份數目計算。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經調整虧損時並無計入可換股債券
及購股權假設獲轉換所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原因為彼等具有反攤薄影響。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計入購股權假設獲
轉換所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原因為彼等對每股盈利並無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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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90,275 94,247

一至兩個月 7,222 1,835

兩至三個月 9,383 2,352

三個月以上 41,336 27,062
  

148,216 125,49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包括應收關連公司款項合共38,475,000港
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909,000港元）及應收一家合營企業款項1,145,000港元（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22,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可於一年內收回。



– 12 –

9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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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91 71,034

四至六個月 269 258

七至十二個月 1,441 5,239

一年以上 12,992 13,004
  

95,793 89,53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貿易應付款項包括應付關連公司款項合共31,16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844,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應要
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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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及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6.90億港元，較去年同期6.75億港元增加2%。報
告期內毛利率維持於58%之穩定水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59%）。股權持
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為3,33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純利310萬港元有所減少。上半
年度收益增加乃由於第一季在中國內地地區上映電影較去年同期賣座及較去
年同期多9家多廳影城共54塊銀幕投入服務。位於香港之嘉禾港威戲院因租
約期滿而於二零一六年二月關閉。嘉禾港威戲院關閉對香港區之收益表現造
成輕微影響。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經營之大部份影城均維持平穩增長，
而其營運息稅攤折前盈利亦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然而，由於發行可換股債
券所產生之額外財務費用及開支以及人民幣貶值，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上半
年錄得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 3,330萬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2.83億港元（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7億港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31%（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輕微增幅主要由於二零一六年二月發行可換
股債券所致。

業務回顧

影城業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新
加坡營運100家影城共737塊銀幕，較去年同期93家影城共690塊銀幕分別增加7.5%
及6.8%。期內，本集團影城觀眾接近2,80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輕微增加3%。期
內上映荷里活猛片主要有《死侍：不死現身》、《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優獸
大都會》、《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魔獸爭霸：戰雄崛起》、《變種特攻：天
啟滅世戰》。華語猛片主要有香港及中國內地上映之《美人魚》、《賭城風雲3》及
《葉問3》；中國內地上映之《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台灣上映之《萌學園：
尋找磐古》；及在新加坡上映之《最佳伙扮》及《我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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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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附註） 5 13 11
銀幕數目* 498 21 127 91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13.7 1.2 7.8 4.9
平均淨票價（港元） 35 87 57 57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中國內地再有五家影城尚在興建中或等候申請牌照，預期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前開
業。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香港之粉嶺電影城及位於台北林口Mitsui Outlet Park

之影城則尚在興建中。

本集團不斷追求完美聲畫質素，務求為觀眾帶來嶄新電影觀賞體驗。目前，
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新加坡所有銀幕已全面安裝數碼投影設備，且本集
團大部份銀幕支援3D放映。除數碼 IMAX®銀幕及索尼4K超高解像投影系統外，
本集團各地部份影城亦裝有4DXTM及D-Box Motion Chairs以及先進環迴杜比全
景聲系統及DTS:X音響系統。

中國內地

本集團中國內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

影城數目* 71（附註） 63
銀幕數目* 498 447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13.7 12.0
平均淨票價（人民幣元） 30 31
票房總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438 407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 扣除政府稅項及徵費前

附註： 中國內地再有五家影城在興建中或等候申請牌照，預期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前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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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內地城市地區之票房總收入上升
21%至人民幣246億元，而本集團中國內地多廳影城產生之票房總收入亦較去
年同期增加8%。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於深圳及天津等城市增設3家
影城共19塊銀幕，並於武漢收購1家影城共5塊銀幕。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多
廳影城服務觀眾約1,37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增長14%。由於在若干競爭激烈地
區進行市場推廣活動以刺激入場人次，平均票價由人民幣31元降至人民幣30元。
期內主要猛片有打破中國票房記錄之電影《美人魚》。期內其他猛片包括《葉問
3》、《魔獸爭霸：戰雄崛起》、《變種特攻：天啟滅世戰》、《百鳥朝鳳》及《老炮兒》。
為吸引及留住尊貴觀眾，本集團將進一步豐富餐飲選擇及為觀眾提供更佳電
影觀賞體驗。位於觀瀾湖之全新概念影院於二零一六年一月正式開業，為華
南地區首個單棟式 IMAX影廳，備有7家配備4K數碼技術之3D影院。該概念影
院同時開設大型書店及餐廳，可將更完善、輕鬆的娛樂環境帶給每位顧客。
有關新概念將在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分階段引入至旗下位於北京、深圳、
廣州之現有影城及新開影城。

中國內地影城業務之未計利息、稅項及折舊利潤較去年同期增加人民幣1,100
萬元。大部份影城成功吸納穩定客源及忠實會員，為票房收入帶來穩定增長。
由於新開業影城處於起步階段，並受額外折舊費用及財務成本影響，中國內
地影城業務對本集團之利潤貢獻仍然受壓。本集團將繼續透過自建項目維持
市場佔有率，並專注在高收入階層聚居之一、二線城市發展新影城以提升上
座率及平均票價。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於武漢向當地營運商收購1家影城，另
有2家影城共12塊銀幕將於二零一七年接場。

香港

本集團香港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

影城數目* 5（附註） 6
銀幕數目* 21 24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1.2 1.4
平均淨票價（港元） 87 80
票房總收入（百萬港元） 106 110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粉嶺電影城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尚在興建中，惟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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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香港市場整體票房收入為10.23億港元，較去年同期9.85億港元上
升4%。本集團香港影城之票房收入為1.06億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1.10
億港元），減少4%。撇除嘉禾港威戲院於二零一六年二月關閉所造成之影響，
票房收入增加4%，與本港整體市場增長相同。期內上映猛片主要有《死侍：不
死現身》、《優獸大都會》、《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變種特攻：天啟滅世戰》。
華語猛片主要有《美人魚》、《賭城風雲3》及《葉問3》。由於期內上映3D電影數目
增加及旗下新裝修影院之票價上升，期內平均票價由80港元升至87港元。設
有兩個影廳之粉嶺戲院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開業，廣受鄰近居民歡迎。本集
團將繼續於香港及澳門物色潛在位置，並積極參與業主所有招標活動。

台灣

本集團台灣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

影城數目* 13（附註） 13
銀幕數目* 127 127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7.8 8.8
平均淨票價（新台幣） 239 246
票房總收入（十億新台幣） 1.9 2.2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台北林口Mitsui Outlet Park之影城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尚在興建中，預期將於
二零一六年九月開業。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台北市票房收入為19.0億新台幣（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21.1億新台幣），較去年同期減少10%。本集團擁有35.71%
權 益 之 威 秀 院 線（「威 秀」）錄 得 票 房 總 收 入18.69億 新 台 幣，較 去 年 同 期 減 少
13.8%。減幅主要由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之票房因缺乏去年可帶動票房收入
及平均票價之破記錄猛片而有所減少。期內主要猛片包括《死侍：不死現身》、
《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優獸大都會》、《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非常盜
2》及《萌學園：尋找磐古》。然而，威秀繼續保持領導地位，市場佔有率為43%。

本集團分佔威秀之純利由去年同期2,020萬港元減至940萬港元。除投資新影城
以擴大市場佔有率及票房收入外，威秀亦專注控制員工成本及推出電子票券
系統以降低營運成本。為提供多元化電影體驗，威秀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推出
創新項目 — 英國國家劇院現場(National Theatre Live)（「NT Live」），市場反應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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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行業務方面，因發行《葉問3》，威視股份有限公司較二零一五年同期錄得
顯著收益增長。

就非票房收入而言，Gold-class多廳影城由專人餐飲團隊提供服務，廚房設備
齊 全，持 續 吸 引 富 裕 中 產 階 層 觀 眾，亦 為 威 秀 帶 來 可 觀 溢 利。於 本 年 度，
「UNICORN」爆米花品牌業務亦已成功將其零售業務由信義威秀影城擴展至京
站威秀影城、板橋威秀影城、新竹威秀影城、台中威秀影城、台南威秀影城及
高雄威秀影城。此外，威秀之餐飲團隊於二月在京站威秀影城成立旗下首間
自建餐廳 — 「MAGO」，提供多款西班牙式創意料理，廣受市場歡迎。

新加坡

本集團新加坡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

影城數目*# 11 11
銀幕數目*# 91 92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4.9 4.7
平均淨票價（新加坡元） 10.2 10.2
票房總收入（百萬新加坡元） 50.1 47.5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 配備5塊銀幕之Tiong Bahru影院關閉進行翻新並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重開。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新加坡票房總收入為1.18億新加坡元，
較去年同期之1.14億新加坡元有所增加。本集團擁有50%權益之嘉華院線（「嘉華」）
仍保持領導地位，市場佔有率為42.4%，期內錄得票房收入5,010萬新加坡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5.5%。票房收入增加有賴Tiong Bahru影院經關閉進行翻新一年
後重開。嘉華Tiong Bahru影院設有800個座位，影院設計嶄新並配備全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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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本年度初上映之《死侍：不死現身》、《美國
隊長3：英雄內戰》、《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及《變種特攻：天啟滅世戰》等
多部荷里活暑期猛片以及《優獸大都會》及《與森林共舞》等動畫片一如以往廣
受新加坡市場歡迎。為進一步擴展影城業務，嘉華開始營運用作主辦百老匯
音樂劇及荷里活猛片之翻新劇院「Capitol」，享有東南亞最大單銀幕影院的美譽。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分佔純利由去年同期2,790萬港元增加24%至3,45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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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及電視節目發行及製作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電影發行及製作業務錄得收
益2,700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2,00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5%。
發行收入主要源自於中國內地發行《幻體：續命遊戲》及多部港產片如《賭城風
雲3》、《紀念日》及《惡人谷》。本集團將於未來數年透過自資以及與本地及海外
製作公司及電視製作公司合作，繼續製作電影與電視及授權商品重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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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旗下影院網路擴張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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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二零一六年八月
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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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家影城共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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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而有所變動。位於香港配備2塊銀幕之
粉嶺電影城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開業，而位於台北林口Mitsui Outlet Park配備9
塊 銀 幕 之 影 城 目 前 尚 在 興 建 中，預 計 於 九 月 開 業。至 於 新 加 坡 方 面，嘉 華
Tiong Bahru影院已完成翻新，現設有800個座位，影院設計嶄新及配備全新重
點技術，包括Quick tix ™、自動售票機及自動閘門。預料本集團的盈利能力將
透過在不同地區自身增長、潛在收購以及提高成熟影院效率及控制成本等策
略而有所改善。

就非票房收入而言，本集團將進一步豐富餐飲選擇，並繼續為觀眾提供更佳
電影觀賞體驗。位於深圳觀瀾湖之全新概念影院已於本年度一月開業，當中
開設大型書店及餐廳，可將更完善、輕鬆的娛樂環境帶給每位顧客。有關新
概念將在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分階段引入至旗下位於北京、深圳、廣州
之現有影城及新開影城。此外，為針對市場需求，威秀將繼續開設新創意料
理餐廳，包括於信義區開設西班牙式創意料理餐廳「MAGO」及以「MAPPA」品
牌開設包含書店概念之餐廳。一間以著名卡通人物為主題之餐廳將於九月在
Mitsui Outlet Park開業，屆時將舉行盛大開幕儀式。本集團將繼續投資非票房業
務，並盡力發展及增加各地區顧客人均消費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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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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期待的電影。此外，為向普羅消費者提供
更多選擇，我們將於未來數年盡力從海外發崛不同的娛樂節目，以迎合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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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我們已在香港區轉播22套電影以外的特別節目，全部節目均廣受觀
眾歡迎。

經濟下滑的陰霾籠罩著本集團營運，惟本集團流動資金充俗，可維持穩健的
財政狀況，期內透過發行可換股債券及於本年度較後時間向策略投資者出售
旗下部份中國影城業務令集資管道更多元化。本集團將繼續以穩定價格調整
步伐應對價格敏感的票務市場。我們不僅一直堅守對電影製作及發行的熱情，
亦推出與眾不同及令觀眾投入的影片體驗，一如以往致力為業務所在地區提
供一流娛樂，同時不斷在軟體及硬體配套上升級，以加強本集團在亞洲區業
內的核心競爭力。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達2.83億港元（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7億港元）。本集團之未償還貸款達8.36億港元，指
為數1.72億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之可換股債券及6.64億港元（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70億港元）之銀行貸款。本集團按外部借貸除資
產總值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為31%（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而現
金負債比率則為44%（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將為數1.07億港元之銀行存款質押，作為取得銀行借貸之抵押。
為降低本集團發展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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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維持合理財務槓桿比率。同時，本
集團將透過股本融資及任何可動用的財務融資，為於中國內地的影城項目、
潛在收購及其他商機提供資金配合其擴展計劃。本集團相信目前持有之現金
及備用財務融資將足以應付其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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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外匯風險極低。董事將持續評估外匯風險，並會考慮採取可行對沖措施，
盡量以合理成本降低風險。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
大或然負債或資產負債表外債務（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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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1,721名（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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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視乎個人表現及對本集團之貢獻向僱員授出購股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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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因僱員脫離退休福利計劃而產生任何沒收供款。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無）。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期內，
本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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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守
則所載規定。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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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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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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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E.1.2 條守則條文，董事會主席須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舉
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主席伍克波先生因其他公務而
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擔任上述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之李培森先生，連同出
席股東週年大會之其他董事會成員具備足夠能力及知識於股東週年大會解答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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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報表。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登載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之中期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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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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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培森先生
伍克燕女士
鄒秀芳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民傑先生
黃斯穎女士
馮志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