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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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

摘要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本集團
收益 1,051 1,007 44 4.4%
毛利 653 602 51 8.5%
除稅前溢利 84 2,548# (2,464) (96.7%)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53 2,242# (2,189) (97.7%)
每股盈利 1.88港仙 80.45港仙
# 包括一次性淨收益27.478億港元
    

• 收益增加4.4%至10.51億港元，主要是由於在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收
購嘉年華影業有限公司餘下50%股權，該公司擁有新加坡領先影城營運商「嘉
華院線」。於收購事項後，嘉年華影業有限公司成為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

• 毛利由6.021億港元上升至6.534億港元，毛利率亦上升至62.2%（二零一七年：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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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5,250萬港元，去年則為22.421億港元，主要
是由於二零一七年錄得多個一次性項目，淨收益為27.478億港元，包括出
售事項收益、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及重新計量可換股債券負債部
分之虧損等。

• 每股盈利減少至每股1.88港仙，而去年則為80.45港仙。

•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宣派特別股息每股0.253港元，合共約7.083億港元，反映
本集團對其財務狀況充滿信心。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年度宣派末期股息。

•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完成出售中國內地影城業務，為本
集團帶來收益約22.014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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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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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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1,050,972 1,006,599

銷售成本 (397,581) (404,490)
  

毛利 653,391 602,109

其他收益 44,134 35,915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13,555) 2,778,752
銷售及發行費用 (457,089) (485,058)
一般及行政費用 (123,171) (279,700)
其他營運費用 (3,981) (109,116)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 – 8,200

  

經營業務溢利 99,729 2,551,102

財務費用 6(a) (51,902) (77,835)
應佔合營企業之溢利 35,834 73,990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 887

  

除稅前溢利 6 83,661 2,548,144

所得稅開支 7 (31,371) (309,831)
  

本年度溢利 52,290 2,238,31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2,529 2,242,136
非控股權益 (239) (3,823)

  

本年度溢利 52,290 2,238,313
  

每股盈利（港仙） 8

基本及攤薄 1.88 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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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52,290 2,23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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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境外附屬公司 (5,594) 24,643
 — 香港境外合營企業 53 15,049
 — 香港境外聯營公司 – 254

  

(5,541) 39,946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46,749 2,278,259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6,963 2,280,503
非控股權益 (214) (2,244)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46,749 2,27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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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50,000 50,000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368,119 351,319
租賃土地 613,525 624,903

  

1,031,644 1,026,222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145,933 142,937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0,058 40,509
無形資產 523,079 525,625
商譽 656,609 658,001
已抵押銀行存款 137,000 137,000

  

2,534,323 2,530,294
  

流動資產
存貨 2,592 2,759
電影版權 34,868 30,453
貿易應收款項 9 41,473 50,920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22,835 53,516
已抵押銀行存款 – 47,701
存款及現金 1,290,095 1,961,126

  

1,491,863 2,146,475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274,850 359,790
貿易應付款項 10 121,813 114,19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63,144 200,276
遞延收益 56,591 71,180
融資租賃債務 – 269
應付稅項 30,792 38,455

  

647,190 784,169
  

流動資產淨值 844,673 1,36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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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378,996 3,892,600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024,498 875,140
遞延稅項負債 173,383 174,778

  

1,197,881 1,049,918
  

資產淨值 2,181,115 2,842,68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79,967 279,967
儲備 1,901,693 2,563,04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2,181,660 2,843,013
非控股權益 (545) (331)

  

權益總額 2,181,115 2,84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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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遵例聲明

本公佈所載財務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
務報表，但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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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採納之重大會計政策於下文披露。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提早採納之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附註3提供有關已於財務報表反映初次應用該等與本集團有關
之發展所引致目前及以往會計期間之會計政策出現任何變動之資料。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以及本集團於聯營
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益。

為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管理層須作出對政策應用以及資產、負債
及收支之列報金額構成影響之判斷、估計及假設。有關估計及相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
及於有關情況下視為合理之多項其他因素作出，其結果構成無法從其他途徑明確得到之
有關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之判斷依據。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估計及相關假設按持續基準審閱。倘會計估計之修訂僅影響修訂估計之期間，則該等修
訂於該期間內確認；或倘修訂對目前及未來期間均有影響，則於作出修訂之期間及未來
期間確認。

管理層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時所作出對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之判斷，以及估計
不明朗因素之主要來源於年報中討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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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其中，下列修訂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

(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收益

(iii)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外幣交易及墊款代價

該等修訂並無對本年度財務報告內本集團於本年度或過往年度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
製及呈列方式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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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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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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及顧問服務收入、電影版權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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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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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加坡

— 台灣

就位於香港、中國內地、新加坡及台灣之公司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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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及台灣之報告分部分別代表本集團應佔在新加坡及台灣經
營之合營企業之業績。在本集團收購新加坡合營企業之餘下50%股權後，該合營企業已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重新分類為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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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分部溢利乃按經調整除稅後經營溢利計算，但不包括淨財務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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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會向管理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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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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按公平原則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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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台灣 綜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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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收益

 — 經營影城 218,910 249,916 — 547,383 822,139 492,164 479,393 471,366 1,520,442 1,760,829

 — 發行及製作 13,820 25,746 165 442 37,226 12,931 2,368 8,463 53,579 47,582

 — 集團企業 1,513 1,911 — — — — — — 1,513 1,911          

報告分部收益 234,243 277,573 165 547,825 859,365 505,095 481,761 479,829 1,575,534 1,810,322
          

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8,872 23,548 (31,159) (26,754) 149,890 106,297 36,487 30,914 164,090 134,005
          

收益調節表

報告分部收益 1,575,534 1,810,322

應佔新加坡及台灣合營企

 業之收益 (481,761) (796,742)

分部間收益抵銷 (25,559) (939)

其他 (17,242) (6,042)  

綜合收益 1,050,972 1,006,599
  

除稅前溢利調節表

報告溢利 164,090 134,005

未分配經營（開支）╱收入淨額 (111,561) 2,108,131

非控股權益 (239) (3,823)

所得稅開支 31,371 309,831  

除稅前綜合溢利 83,661 2,54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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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a) 財務費用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46,258 26,807
可換股債券利息 – 27,819
非控股權益認沽期權利息 – 13,175
融資租賃債務之財務費用 9 1,810
其他附屬借貸成本 5,635 8,224

  

51,902 77,835
  

(b)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附註 (i)） 125,281 159,928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2,283 3,353

  

137,564 163,281
  

(c) 其他項目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成本 38,355 33,789
服務提供成本 353,413 364,36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5,192 28,969
無形資產攤銷 1,482 740
電影版權攤銷（附註 (ii)） 5,813 6,340
商譽減值 – 34,000
電影版權減值 2,069 19,649
撇銷貿易應收款項 – 6,548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 10,897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減值 – 6,210
核數師酬金 2,950 5,997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費用
 — 最低租賃付款 108,770 157,447
 — 或然租金 15,615 11,034
租金收入減直接支出 (9,673) (1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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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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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之稅項指：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稅項撥備 420 1,868

海外稅項撥備 34,128 326,05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559) (1,423)
  

31,989 326,498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撥回 (618) (16,667)
  

31,371 309,831
  

附註：

(i) 於二零一八年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一七年：
16.5%）計算。

(ii) 於中國內地成立之附屬公司之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撥備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
之25%（二零一七年：25%）計算。

(iii) 於新加坡成立之附屬公司之新加坡企業所得稅撥備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7%（二
零一七年：17%）計算。

(iv)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來自台灣合營企業之獲分派盈利
支付所得稅3,936,000港元（二零一七年：4,315,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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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可見未來分派予本集團）之所得稅作出撥備4,57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3,79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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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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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52,529,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盈利
2,242,136,000港 元）及 年 內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之 加 權 平 均 數2,799,669,050股（二 零 一 七 年：
2,786,995,888股）計算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2,799,669,050 2,742,519,248

購回股份之影響 – (7,704,657)

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 47,724,131

轉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 – 4,457,16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99,669,050 2,786,995,888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在所有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獲兌換後，透過調整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具攤薄效
應之潛在普通股（二零一七年：無）。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
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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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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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25,328 42,125

一個月以上至兩個月 10,067 5,228

兩個月以上至三個月 3,779 196

三個月以上 2,299 3,371
  

41,473 50,920
  

10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以發票日期為基準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106,358 100,001

四至六個月 3,424 1,989

七至十二個月 350 1,323

一年以上 11,681 10,886
  

121,813 114,199
  

11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宣派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253港元，
合共708,316,000港元。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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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經過近半世紀經營及發展，本集團已成為世界頂級華語電影娛樂公司，主要
從事經營影城、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及發行業務。自成立以來，本集團製作
及投資超過600部電影，在發行華語電影上擔當重要角色。時至今日，我們電
影庫有超過140部電影可供發行。

此外，本集團業務近期擴展至現場表演，並計劃進軍娛樂中心業務，充分善
用本集團品牌及商譽，進一步運用於娛樂行業之資源、創意及管理專業知識，
提供知識產權產品。

影城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完成收購新加坡業務餘下50%權益及出售中國內地影城
業務。

於二零一八年，本集團於新加坡開設一家內設6塊銀幕之影城、於台灣開設一
家內設20塊銀幕之影城、於香港開設兩家內設6塊銀幕之影城，及於香港結束
一家內設5塊銀幕之影城。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新
加坡及台灣共營運34家影城共276塊銀幕。影城入場觀眾超過2,600萬人次，去
年則為近4,000萬人次，原因為我們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出售中國內地所有影城。
期內上映之荷里活猛片主要有《蟻俠2：黃蜂女現身》、《黑豹》、《超人特工隊2》、
《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死侍2》、《侏羅紀世界：迷失國度》、《職業特工隊：
叛逆之謎》及《水行俠》。韓語猛片主要有《與神同行》及《與神同行：終極審判》。
華語猛片主要有香港上映之《棟篤特工》及《無雙》；新加坡上映之《旺得福梁細妹》；
及台灣上映之《角頭2：王者再起》及《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本集團各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香港 新加坡 台灣 總計

影城數目 * 7 13 14 34
銀幕數目 * 24 105 147 276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2 8.8 15.8 26.6
平均淨票價（港元） 84 62 62 63

*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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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香港 新加坡 台灣 總計

影城數目** 6 12 13 31
銀幕數目** 23 99 127 249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2.3 9.0 15.8 27.1
平均淨票價（港元） 84 60 61 62

**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銳意為觀眾提供多元化視聽觀賞體驗。本集團所有銀幕已設有先進數
碼設備。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台灣共有七塊 IMAX®銀幕。
本集團亦一直為觀眾提升觀影體驗，在各地影城裝設3D系統、4DXTM、D-Box
動感座椅、先進環迴杜比全景聲系統及DTSX音響系統。

香港

本集團香港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影城數目* 7 6
銀幕數目* 24 23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2.0 2.3
平均淨票價（港元） 84 84
票房總收入（百萬港元） 167 195

*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回顧年內，香港市場整體票房收入為19.669億港元，較去年18.641億港元上
升5.5%。期內，本集團香港影城之票房收入為1.669億港元（二零一七年：1.946
億港元），減幅為14.2%。有關減少主要由於在二零一八年一月結束內設5塊銀
幕之嘉禾青衣電影城業務（嘉禾青衣電影城二零一七年票房：3,440萬港元）；
及於年中及年末開設兩家新影城之淨影響。年內，本集團之香港平均淨票價
維持穩定於84.3港元。

為令旗下影城成為更多元之娛樂樞紐，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上演118場特別節
目。我們已組建一隊具競爭力之團隊負責籌辦特別節目，並得到一群特別節
目觀眾鼎力支持，成功上演包括現場直播「LOVELIVE! SUNSHINE!!」及現場直
播「iDOLM@STER」在 內 之 特 別 節 目，該 等 節 目 分 別 錄 得 上 座 率 高 達75.6%及
73.0%，而此兩項直播節目之平均票價均為330.0港元，成績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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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幕廣告亦為本集團於香港地區之新溢利來源，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已與22家影城訂約，預計於未來數年之收益及溢利達致穩定增長。

新加坡

本集團新加坡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影城數目* 13 12
銀幕數目* 105 99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8.8 9.0
平均淨票價（新加坡元） 10.6 10.6
票房收入（百萬新加坡元） 94 95

*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內，新加坡票房收入下跌3.3%至1.994億新加坡元（二零一七年：2.061億新加
坡元），原因為缺乏破記錄猛片。嘉華院線錄得票房收入9,380萬新加坡元（二
零一七年：9,540萬新加坡元），票房收入較去年微跌1.6%。儘管如此，本集團
業績仍優於新加坡整體市場，並繼續穩踞領導地位，市場佔有率為47.1%（於
二零一七年為46.3%）。嘉華院線之Gold Class影城為顧客提供尊上影院體驗，自
動售票機及自動閘門為顧客帶來前所未有之簡單、快捷及有效率之電影體驗。

荷里活猛片在新加坡市場一直叫座，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溢利貢獻。年內上映
之荷里活猛片包括《蟻俠2：黃蜂女現身》、《黑豹》、《超人特工隊2》、《復仇者聯
盟3：無限之戰》、《死侍2》、《侏羅紀世界：迷失國度》、《職業特工隊：叛逆之謎》
及《水行俠》。除荷里活猛片外，韓語猛片《與神同行》及《與神同行：終極審判》亦
在新加坡市場廣受歡迎。新加坡華語猛片主要有《旺得福梁細妹》。

由於在二零一七年十月完成收購嘉年華影業有限公司餘下50%股權（「收購事項」），
我們將業績之會計處理方法由權益入賬更改為全面綜合入賬。有關收購事項
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發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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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本集團台灣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影城數目* 14 13
銀幕數目* 147 127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15.8 15.8
平均淨票價（新台幣） 236 234
票房收入（十億新台幣） 3.7 3.7

*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期內，台灣之票房收入達108億新台幣，較去年106億新台幣增加 2.1%。本集團
擁有35.71%權益之威秀院線（「威秀」）錄得票房總收入37.323億新台幣（二零一七
年：36.857億新台幣），較去年增加1.3%，佔威秀影院業務之報告分部溢利由去
年3,090萬港元增至3,650萬港元，升幅為18.0%。威秀一直為台灣最大影城營運商。
威秀奉行本集團之全面娛樂樞紐策略，繼續於全線14家影城經營廣受歡迎之
「UNICORN」手工爆米花業務。威秀亦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在台中港三井Outlet
商場開設 Japanese Premium French Toast餐廳，該餐廳為日本國外首間門店，於開
業首月已服務近10,000名顧客。

電影及電視節目發行及製作

本集團電影發行及製作業務合計錄得收益5,360萬港元（二零一七年：4,760萬
港元），較去年增加12.6%。發行收益主要源自發行多部猛片，例如於香港發行《紅
海行動》、《逆流大叔》、《大師兄》及《翠絲》。印度印地語喜劇電影《起跑線》亦在
香港發行並廣受市場歡迎。本集團亦參與《無雙》在香港之宣傳活動。在香港境
外發行之猛片包括於台灣上映之《花甲大人轉男孩》及《人面魚紅衣小女孩外傳》
與在新加坡上映之《與神同行》、《與神同行：終極審判》及《旺得福梁細妹》。製
作業務方面，本集團將於可見將來透過自資以及與本地及海外製作公司合作，
繼續製作高質電影與電視節目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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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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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溢利及虧損

於二零一八年，本集團收益增加 4.4%至10.51億港元，主要反映收購新加坡業
務餘下50%權益（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完成時其業績之會計處理方法由
權益入賬更改為全面綜合入賬）及於二零一七年出售中國影城業務之影響。
二零一七年之重大收益源自中國影城業務，有關收益於出售事項後在二零
一八年不復見，但新加坡業務成功填補此落差。本集團毛利增加8.5%至6.534
億港元，毛利率微升2.4百分點至62.2%。

於二零一八年，應佔合營企業之溢利為3,580萬港元，減幅為51.6%。減少主要
反映新加坡業務之會計處理方法變動，新加坡業務於二零一七年貢獻4,380萬
港元。台灣業務於二零一七年之業績為3,020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增長18.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5,250萬港元，而去年則為22.421億港元，主要由
於二零一七年多個一次性項目錄得淨收益27.478億港元，該等項目包括出售
事項收益、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及重新計量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虧
損等。於二零一八年不再錄得該等一次性收益。

財務狀況表

我們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本集團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28.427億港元減少6.616億港元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21.811億港元。
資產總值減少6.506億港元至40.262億港元，主要由於二零一八年一月派付特
別股息7.083億港元。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12.901億港元（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9.611億港元）。非即期銀行結餘質押為1.370億港元，與去年
水平相同。未償還借貸為12.993億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349億
港元），主要包括附息銀行貸款。附息銀行貸款以現金結餘質押、公司擔保、
權益股份及物業作抵押。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貸款總額除資產總值計算）
維持於32.3%（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4%），而本集團持有淨現金（按
現金及銀行存款減貸款總額計算）1.277億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106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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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雖然巿場對美國加息之憂慮以及世界兩大經濟體進行貿易戰帶來之全面影響
尚未明朗，巿場氣氛及消費者開支仍然開始受到影響。整體經營環境面對之
挑戰將日益嚴峻。我們亦當未雨綢繆，迎接可能面對之逆境。我們將繼續加
強核心競爭力，同時集中檢討即將展開之影城擴張策略，尋找機會進行新投
資項目，特別是娛樂及時尚生活行業。

台灣方面，威秀將貫徹一致地堅持旗下影院網路擴張計劃。預期將於未來數
年開發大量具有潛力之地點及開設更多影城。

香港方面，本集團將進一步投資影院業務，於二零一九年開設一家新影院。
隨著過去數年成功籌辦特備節目，本集團將乘勢與不同業務夥伴攜手合作，
在旗下影城現場直播日韓藝人小型演唱會及舉行見面會等綜藝活動。預期對
特備節目之需求增長將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溢利。同時，本集團將繼續選擇性
投資電影及影碟製作及發行業務以及任何高回報項目。

新加坡方面，本集團將繼續積極物色能為我們帶來額外穩定現金流量之合適
影城地點以取得增長。預期將於二零一九年在Funan推出內設7塊銀幕之影城。
透過奉行分散盈利來源之策略以達致可持續發展，部分新影城將加設4DX™動
感座椅影廳及雙子情侶座位等先進設施以提供非凡觀影體驗，亦將設有傳統
影廳以迎合普羅大眾之喜好。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在各地與本集團現有業務相關的傳媒、娛樂、科技
及時尚生活領域中積極尋找投資機會，並準備就緒，尋找將可提升股東價值
之其他新業務。董事有信心本集團將可達致可持續增長，並為股東帶來長遠
價值，同時繼續多元化發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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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達12.901億港
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611億港元）。本集團之未償還貸款總額達
12.993億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349億港元），主要包括銀行貸款。
本集團按借貸總額除資產總值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維持於32.3%（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6.4%）之穩健水平，而現金負債比率則為109.8%（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3.7%）。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為數1.370
億港元之銀行結餘質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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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應調整。目前，本集團維持合理財務槓桿比率。同時，本集團透過股本融資
及任何可動用之銀行貸款融資，為影城項目、潛在有利可圖之收購商機提供
資金以落實其擴展計劃。本集團相信目前持有之現金及備用財務融資將足以
應付其營運資金需求。

本集團之資產與負債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新加坡元計值，惟若干與台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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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
重大或然負債或資產負債表外債務（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367名（二零一七年：3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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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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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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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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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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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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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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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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提升本集團之整體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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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六月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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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 22 –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將初步公佈所載有關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收益表、
綜合全面收益表以及相關附註之財務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草
擬本所載金額比較，並確認兩者相符。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方面所進行
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
或香港審驗應聘服務準則所作審計、審閱或其他審驗應聘，因此核數師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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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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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努力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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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希銘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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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