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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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

摘要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本集團
收益 328 190 138 73%
毛利 209 116 93 80%
除稅前虧損 (10) (185) 175 (95%)
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11) (180) 169 (94%)
每股虧損 (0.39)港仙 (6.41)港仙
     

• 收益由1.901億港元增加73%至3.282億港元，主要由於香港及新加坡於
二零二二年四月起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所致。

• 毛 利 因 收 益 增 加 而 由1.163億 港 元 增 加80%至2.093億 港 元。毛 利 率 由
61%增加至64%。

• 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1,09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之股權持有人應佔
虧損1.795億港元大幅減少。虧損減少主要由於 (i)香港及新加坡自二零
二二年四月起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令本集團綜合收益大幅增加73%；(ii)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出售本集團香港辦公物業之淨收益為5,650萬港元；
及 (iii)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資產減值虧損較去年同
期減少5,470萬港元。

• 資產負債比率維持穩定於19.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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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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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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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28,165 190,062

銷售成本 (118,878) (73,730)
  

毛利 209,287 116,332

其他收益 24,042 26,141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35,493 (917)
銷售及發行費用 (199,705) (174,569)
一般及行政費用 (38,204) (39,884)
其他營運費用 (751) (55,353)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30,162 (128,250)

財務費用 5(a) (22,551) (27,565)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之虧損 (17,562) (29,377)

  

除稅前虧損 5 (9,951) (185,192)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903) 5,664
  

本期間虧損 (10,854) (179,528)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854) (179,528)
非控股權益 – –

  

(10,854) (179,528)
  

每股虧損（港仙） 7
基本及攤薄 (0.39)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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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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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4) (17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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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9) (24,144)

 — 香港境外一間合營企業 (3,545) 3,836
  

(24,724) (20,30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35,578) (199,836)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5,635) (199,831)

非控股權益 57 (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35,578) (19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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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1,593,849 1,691,267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373,504 369,873

  

1,967,353 2,061,140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44,086 56,691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4,435 44,413
無形資產 511,054 521,675
商譽 561,002 573,933
已抵押銀行存款 – 50,000

  

3,127,930 3,307,852
  

  
流動資產
存貨 3,592 2,877
電影版權 89,135 75,498
貿易應收款項 8 18,585 14,698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70,444 103,858
已抵押銀行存款 50,000 –
存款及現金 574,451 695,369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 – 160,852

  

806,207 1,053,152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764,911 1,062,128
貿易應付款項 9 72,074 83,81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9,863 153,214
遞延收入 70,178 64,053
租賃負債 128,577 113,468
應付稅項 2,417 922

  

1,178,020 1,477,597
  

流動負債淨額 (371,813) (424,44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756,117 2,88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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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49,679 613,121
遞延收入 559,221 583,120
遞延稅項負債 138,312 142,683

  

1,247,212 1,338,924
  

資產淨值 1,508,905 1,544,48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79,967 279,967
儲備 1,230,258 1,265,89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510,225 1,545,860

非控股權益 (1,320) (1,377)
  

權益總額 1,508,905 1,54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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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佈所載中期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財務報告，但乃摘錄自該中期報告。

中期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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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獲准刊發。

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附註2

所述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

管理層須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資料時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
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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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財務資料包含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及選定說明附註。附註包括對本集團自刊發
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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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及其附註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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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資料。

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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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371,813,000港元，主要由於將
為數764,911,000港元之銀行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所致。本集團亦並無履行本集團銀
行融資項下之若干財務契諾。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及已抵押銀行存款合共624,451,000港元，而除非本集團能夠從其業務營運及╱或
其他來源產生充足現金流入淨額，否則倘貸款人行使要求條款之償還權利，此金額
不足以全數償還該等銀行貸款。

此等事實及情況指出正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產生重
大疑問，因此可能無法在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清償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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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一直採取多項措施以改進本集團之營運現金流入，包括下列各項：

— 本集團實行不同策略來改進本集團之放映、發行及製作收入，以產生額外經營
現金流入；及

— 本 集 團 已 取 得 由 若 干 現 有 銀 行 貸 款 人 發 出 之 承 諾 書，並 現 正 就 一 項 約
570,000,000港元之有期貸款訂立融資協議，以提早對現有銀行融資進行再融資。

基於董事之意向及現金流量預測（假設上述措施得以成功實行），董事認為本集團
能夠於到期時履行其財務責任。因此，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實屬
恰當。倘本集團無法按持續經營方式營運，則須作出調整以將資產價值撇減至其可
收回金額，以為可能產生之進一步負債計提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
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此等調整之影響並未反映在中期財務資料中。

2 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於當前會計期間之中期財務資料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物業、廠房及設備：於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本，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繁重合約—履行
合約之成本

本集團並未應用任何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採納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載述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物業、廠房及設備：於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此修訂本禁止實體從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中扣除於該資產可供使用前所
生產項目之銷售所得款項。相反，銷售所得款項及相關成本應計入損益。由於本集
團不會出售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可供使用前所生產之項目，故此修訂本對本財
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本，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繁重合約 — 履行合約
之成本

此修訂澄清，就評估合約是否屬於繁重合約而言，履行合約之成本包括履行該合約
之遞增成本及分配與履行合約直接相關之其他成本。

先前，本集團當釐定合同是否屬繁重時僅計入增量成本。按照過渡性條文，本集團
已對截至二零二二年年一月一日尚未履行全部責任之合同應用新會計政策，並得
出結論認為該等合同均不屬於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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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來自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合約之收益指出售電影放映、影碟及電視版權、
電影及電視劇發行、影城經營、宣傳及廣告服務、代理及顧問服務、電影版稅、出售
影音產品及餐飲銷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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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加坡

— 台灣

就位於香港、中國內地、新加坡及台灣之實體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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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放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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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間之分部資源，本集團高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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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產生之開支分
配至該等報告分部。

報告分部業績乃按經調整除稅後經營業績計算，但不包括財務費用淨額、匯兌差額
及非經常性項目，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的影響亦已調整，猶如租金已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確認。為計算得出經調整除稅後經營業績，本集團之業
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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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之分部資料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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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包括應佔一間合營企業之業績）評估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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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香港 中國內地 新加坡 台灣 綜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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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影放映 63,460 39,693 – – 281,887 159,372 159,363 126,298 504,710 325,363
 — 發行及製作 2,345 2,045 78 – 11,563 24,556 412 2,401 14,398 29,002
 — 俱樂部 – – – 1,473 – – – – – 1,473
 — 企業 985 1,132 31 – – – – – 1,016 1,132          

報告分部收益 66,790 42,870 109 1,473 293,450 183,928 159,775 128,699 520,124 356,970
          

除稅後報告分部
 溢利╱（虧損） (15,269) (26,839) (4,895) (12,890) 16,675 (33,008) (13,273) (23,543) (16,762) (96,280)

          

對賬 — 收益

報告分部收益 520,124 356,970
應佔台灣一間合營
 企業之收益 (159,775) (128,699)
分部間收益抵銷 (8,574) (14,460)
其他 (23,610) (23,749)  

綜合收益 328,165 190,062
  

對賬 — 除稅前虧損
來自外部客戶之
 除稅後報告虧損 (16,762) (96,280)
未分配經營
 收益╱（開支）淨額 5,908 (83,248)
非控股權益 – –
所得稅開支╱（抵免） 903 (5,664)  

除稅前綜合虧損 (9,951) (18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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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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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貸款利息 8,581 9,720

租賃負債利息 12,311 12,364

其他附屬借貸成本 3,323 5,947
  

非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財務費用總額 24,215 28,031

減：已資本化並列入在建工程之財務費用* (1,664) (466)
  

22,551 27,565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費用已按介乎1.81 %至1.96%之年率
資本化（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年率介乎1.73%至1.83%）。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7,127 9,111

提供服務之成本 101,454 64,273

折舊開支
—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21,922 24,094
— 使用權資產 57,274 54,948

電影版權攤銷 297 34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10 (203)

非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 影城相關資產 – 5,453
— 商譽 – 49,239

匯兌虧損淨額 21,056 1,120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2,074) (1,892)

出售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56,549 –
  

*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七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總代價
225,000,000港元出售其香港辦公室物業（「該物業」），此交易已定於二零二二年
四月二十九日或之前完成。因此，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物業已重
新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有關交易已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完成，
並已於期內確認出售收益56,549,000港元。



– 11 –

6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之稅項乃指：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香港稅項撥備 – –

 海外稅項撥備 2,106 479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 414
  

2,106 893

遞延稅項 — 海外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203) (6,557)
  

實際稅項開支╱（抵免） 903 (5,664)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就香港利得稅而言錄得虧損，故此並無於未經審核綜合財
務資料中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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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10,85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179,528,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99,669,050股（二零二一年：2,799,669,050股）計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普通股及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99,669,050 2,799,66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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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虧損

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攤薄潛在普通股。截
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
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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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15,814 11,019

一個月以上但兩個月內 981 1,282

兩個月以上但三個月內 341 488

三個月以上 1,449 1,909
  

18,585 14,69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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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61,043 72,429

四至六個月 212 287

七至十二個月 18 307

一年以上 10,801 10,789
  

72,074 8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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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橙天嘉禾集團始創於一九七零年，為一家世界級的華語電影及娛樂公司，
主要從事電影放映、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以及電影發行業務。

自成立以來，本集團已製作及投資逾600部電影，目前為唯一一家經營業
務遍佈香港、新加坡及台灣的連鎖院線。時至今日，我們電影庫有超過
140部電影。本集團在華語電影行業發展上擔當重要角色。

本集團仍然相信，COVID之挑戰屬短期性質，隨著COVID疫情逐步緩和，
全球影院行業將得以復甦。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對本集團而言充滿挑戰，
香港戲院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強制關閉15週，
以應對COVID-19，導致直接收益損失。然而，自二零二二年四月起，隨著
新加坡之控制措施已放寬，本集團於當地之業務出現強勁反彈。本集團
預期繼續於香港、新加坡及台灣開設新戲院，並已計劃未來2年於該等地
區開設五間新戲院。與此同時，本集團將電影院由單一使用電影觀賞服
務擴展為綜合娛樂樞紐，提供其他生活時尚產品，如現場音樂、電競、收
藏品及餐飲。

在中國，本集團進軍中國蓬勃發展之現場娛樂行業之新業務即將取得成果。
預期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在蘇州開設首家配備我們自主音樂版權之360

影院，另外三家360間影院將於二零二三年逐步開業。本集團將透過與中
國政府及其他房地產公司合作經營劇院及其他現場娛樂場所，繼續進一
步拓展該行業。我們相信，一旦COVID-19在當地緩解，我們之努力將使本
集團能夠快速復甦。

電影放映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在香港、新加坡及台灣維持其40間戲院
及322塊銀幕之營運網絡。本集團之電影放映業務於新加坡及台灣之市場
領導地位無容置疑，期內分別佔新加坡及台灣票房之50%及44%。

本集團之業務受惠於新加坡戲院營運之強勁復甦，惟部分被香港戲院於
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強制關閉15週所抵銷。憑
藉本集團之持續努力，本集團之電影院總觀影人次由去年同期之54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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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升41%至期內之760萬人次。此三個地區之平均票價亦於期內由66.9

港元增加4%至69.6港元。於期內上映之荷里活猛片主要計有Doctor Strange 
In The Multiverse of Madness（《奇異博士2：失控多元宇宙》）、Top Gun: Maverick
（《壯志凌雲：獨行俠》）、The Batman（《蝙蝠俠》）及Jurassic World: Dominion（《侏
羅紀世界：統治霸權》）。

本集團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新加坡 台灣

影城數目* 10 14 16

銀幕數目* 37 112 173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0.5 2.5 4.6

淨平均票價（港元） 76 68 70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香港

本集團香港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影城數目* 10 8

銀幕數目* 37 26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0.5 0.4

淨平均票價（港元） 76 71

票房收入（百萬港元） 40 30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期末，我們在香港以嘉禾院線為品牌在本地經營10家影城合共37塊銀幕。

所有香港電影院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強制關
閉15週。儘 管 關 閉 時 間 較 長，但 由 於 荷 里 活 影 片（如Doctor Strange In The 
Multiverse of Madness（《奇異博士 2：失控多元宇宙》）、Top Gun: Maverick（《壯
志凌雲：獨行俠》）、The Batman（《蝙蝠俠》）及Jurassic World: Dominion（《侏羅
紀世界：統治霸權》）之上映，導致香港電影院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
日重開後錄得強勁改善。自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九日起，戲院內之飲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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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放寬亦有助香港電影放映業務從後趕上。雖然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戲院
之關閉期較去年同期更長，但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之入場人次為50萬人次，
略高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之人次。票房收入由去年同期之2,970萬港元增
加36%至期內之4,030萬港元。平均票價上升至75.8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71.3港元）。

新加坡

本集團新加坡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影城數目* 14 13

銀幕數目* 112 104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2.5 1.5

淨平均票價（新加坡元） 11.9 11.0

淨票房收入（百萬新加坡元） 30 16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新加坡一直為本集團之主要收益貢獻者，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上
半年分別佔本集團四個地區總收益之56%及52%。本集團以嘉華品牌經營
之新加坡業務，在當地經營14家電影院及112塊銀幕，佔全國已安裝銀幕
總數之41%，繼續穩佔當地市場領導地位，但佔期內全國票房超過一半。

期內，嘉華錄得淨票房收入3,020萬新加坡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640

萬新加坡元），較去年同期淨票房收入增加84%。有關改善主要由於新加
坡電影院於期內獲準自由開放而毋須強制停業。鑑於所有餐飲限制已解
除及新加坡已採取應對COVID疫情之措施，嘉華餐飲收入亦由二零二一
年上半年之555萬新加坡元增加134%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之1,300萬新加
坡元。

嘉華將努力適應疫情後消費者快速變化之口味。嘉華將逐步增加其Gold 

Class高級戲院及餐飲供應，以應對對空間及私隱之更高需求。為降低荷
里活大片進一步延遲上映之風險，嘉華致力增加替代內容、現場網上串
流直播及特別電影放映頻率。嘉華亦出售電影前賣券，並與業主、電子商
貿網站合作，盡可能將收益最大化。平均淨票價由去年同期之11.0新加坡
元大幅改善8%至11.9新加坡元。與此同時，嘉華繼續搜羅可於新加坡發行
之優質獨立電影，以確立獨家放映之連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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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華是新加坡家喻戶曉之品牌，與當地競爭對手相比，其經營規模較大。
我們對嘉華業務前景充滿信心，並將於未來繼續擴大嘉華在新加坡之市
場領導地位。嘉華計劃在新加坡黃金地段開設一間含8個全新大影廳之
電影院，並繼續物色其他新之拓展機會。我們日後將繼續擴大在新加坡
之領導地位。

台灣

本集團台灣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影城數目* 16 15

銀幕數目* 173 163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4.6 3.5

淨平均票價（新台幣） 257 242

淨票房收入（十億新台幣） 1.2 0.9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35.71%權益之威秀影城為台灣最
大連鎖影城，經營合共16家影城，包括173塊銀幕，領先之市場佔有率佔
44%。

期內，威秀之淨票房收入達11.90億新台幣，較去年同期之8.50億新台幣增
加39%。該增加乃主要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台灣對COVID-19之有效回
應而導致荷里活猛片重來，令觀眾迴流電影院。

威秀深知於COVID期間為其影院提供優質內容之重要性，其業務主要受
到荷里活猛片延期之影響。為部分緩解有關事宜及充分利用當地影院營
運之市場領導地位，故威秀已與台灣文化部及台灣其他領先連鎖影院合作，
將一家全新之電影製作及電影發行副手伯樂影業股份有限公司納入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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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有信心，一旦台灣COVID-19形勢緩解及賣座電影陸續上映後，威
秀表現將迅速重回正軌。本集團將繼續致力經營威秀，並將繼續推動威
秀發展成為台灣領先之綜合娛樂營運商。具體而言，威秀預期於二零
二二年至二零二四年開設4家新影院合共56塊銀幕，將進一步增加威秀於
台灣當地之市場佔有率。

電影及電視節目發行及製作

本集團之電影片庫共擁有逾140部自製電影之永久發行權，為本集團帶來
穩定版權收入。本集團其中一項重要工作為與外界製片廠合作，將本集
團現有之華語經典電影知識產權重新開發為線上電影及電影衍生藝術作
品。

憑藉本集團在電影發行及製作範疇之領先地位及悠久歷史，本集團成為
香港、新加坡及台灣其中一個最大之獨立電影發行商。本集團電影發行
及製作業務合計錄得收益1,440萬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2,900萬港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0%。本集團發行之主要影片包括於香港及新加坡
發行之Don’t Forget I Love You（《不要忘記我愛你》）。香港以外地區之知名
影片計有台灣發行之DEMIGOD The Legend Begins（《素還真》）及新加坡發行
之Jujutsu Kaisen（《咒術迴戰》）。

在製作領域，本集團繼續保持審慎之投資決策，但仍積極尋求機會與本
地及海外製片廠合作製作優質之電影及電視節目。

財務回顧

損益

由於本集團於新加坡之主要業務於期內強勁復甦，加上荷里活猛片逐步
上映，均已推動香港業務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重新開放後反彈，
本集團之收益增加73%至3.282億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901億港元）。
由於本集團旗下電影院不再受限於戲院內之餐飲限制，故溢利率較高之
餐飲收入已增加134%，令整體毛利率由61%上升至64%。隨著收益增加，
期內毛利為2.093億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1.163億港元，毛利增加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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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2,400萬港元主要指期內政府及業主之補貼及租金支持。與去年
同期相比減少210萬港元。鑑於較高之利息環境，利息收入於期內由去年
同期之190萬港元增加至210萬港元。

本集團之融資成本主要包括銀行貸款之利息開支及租賃負債之利息。銀
行貸款之利息開支為860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970萬港元，有關減少主
要由於逐步償還本金，惟部分被利率上升所抵銷。

本集團於台灣之合營企業於期內錄得淨虧損，其中本集團應佔合營企業
虧損為1,760萬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佔虧損2,940萬港元）。

憑藉本集團之持續努力，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之綜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前經營EBITDA為1,470萬港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之虧損5,030萬港元
大幅改善。具體而言，本集團自二零二一年起第二個六個月期間已成功
錄得正數EBITDA，此顯示本集團之表現已逐漸從疫情中復甦。

期內，本集團已完成出售位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51號資本中心24樓之香
港辦公室，總代價為2.25億港元，已確認一次性之非經常性收益淨額5,650

萬港元。

期內折舊開支為7,920萬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7,900萬港元）。本
集團於期內並無資產減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減值虧損5,470萬港元）。
因此，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1,090萬港元，而於去年同期則為虧損1.795

億港元。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儘管經濟環境嚴峻，本集團 之財務狀況仍然穩健，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之淨資產達15.089億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為6.245億港
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54億港元），其中已抵押銀行結餘為5,000

萬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00萬港元）。

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貸款總額為7.649億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621億港元），已換算為適度借款淨額（定義為未償還銀行借款總額減現
金及銀行結餘）1.405億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68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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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銀行借款主要包括由已抵押現金、公司擔保、權益股份及物業
作抵押之二零二零年三年期承諾貸款融資。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本集團成功完成出售其香港辦公室物業，總代價為2.25億港元，其所得款
項淨額已用於預付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貸款。本集團現正訂立一項約5.7

億港元之新有期貸款融資協議，以提早為現有貸款融資進行再融資，確
保本集團有充足流動資金及最低再融資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銀行貸款除以總資產計算）維持於19.4%（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4%）之穩健水平。淨資產負債比率（按借款淨
額除以總資產計算）維持在3.6%（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3%）之健
康 水 平，而 我 們 之 現 金 對 銀 行 貸 款 比 率 為81.6%（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70.2%）。目前，本集團維持保守之財務槓桿比率。鑑於流動資
金狀況穩健，加上已取得全新長期銀行貸款融資，故管理層認為本集團
之財務狀況穩健。管理層相信，其可動用流動資金足以應付COVID-19所
面對之任何挑戰，同時亦能夠支持正在進行之戲院項目以及其他地區娛
樂公司之潛在收購。

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美元、港元、人民幣及新加坡元計值，惟若干
資產及負債與台灣投資有關則除外。本集團之銀行借款以港元及新加坡
元計值，與本集團之主要營運貨幣一致。本集團各海外業務均以當地貨
幣經營，所承受之外匯風險較低。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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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資產負債表外債務（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前景

自二零二零年以來，COVID-19對全球經濟構成前所未有之挑戰，尤其是
電影及電影院行業為最受打擊之行業之一。誠如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錄得
之強勁表現復甦所顯示，本集團有信心一旦COVID-19限制放寬及電影大
片回歸，電影院將繼續成為全球娛樂之重要形式。儘管如此，本集團將繼
續致力進一步改善其營運之整體體驗。

本集團有信心電影院是消費者獨特之體驗形式，將電影院發展為以賣座
電影、潮流文化商品、餐飲及現場活動為特色之綜合生活中心，將再次振
興電影院，大幅提升本集團之整體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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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本集團將於合適機會出現時進一步擴展我們之電影院網絡。本
集團將逐步增加日本及韓國小型演唱會直播之頻率，以盡量提高平均票價。
同時，本集團將繼續於區內物色優質電影發行項目之投資機會。本集團
認為，於COVID-19遏制措施放寬及荷里活猛片上映後，香港電影院之入
場人數將會回升。

在新加坡，本集團將繼續積極物色合適影城地點以取得增長。本集團預
期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在新加坡開設8間新影城，並將繼續尋求其他擴
充機會。本集團將逐步將其現有影城轉型為綜合生活時尚樞紐，並向其
客戶推出玩具商品等創意產品。

在台灣，威秀將繼續擴展其戲院網絡，並預期於二零二二年至二零二四
年開設4間新戲院及一個購物商場。威秀仍有興趣透過在台灣開設大型
電影院進一步提升其市場領導地位。憑藉多元化發展至電影製作及發行
以及主題公園營運、購物商場營運及餐飲業務，威秀表現預期將於不久
將來迅速反彈。

在中國，本集團首家360劇院將歐洲先進之舞台技術與由世界各地知名人
才糅合，把中國民間故事重新演繹，計劃將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在蘇州
開幕，其餘三間劇院將於二零二三年陸續在蘇州及西安開幕。本集團正
積極與中國多個地方政府及房地產開發商進行磋商，以透過經營其劇院
及現場娛樂地點進一步滲透現場娛樂行業。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在各地尋找與本集團現有業務相關及╱或可締
造協同效應的地區性傳媒、娛樂、科技及時尚生活領域中的投資機會。本
集團持有的強大手頭流動資金亦使其能夠尋求機會收購其他區域內對手
及發展娛樂、科技和時尚生活行業的新業務，此舉將為本集團創造協同
效應並為股東增值。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351名（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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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因僱員脫離退休福利計劃而產生任何
沒收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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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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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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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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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及F.2.2條守則條文則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第C.1.6條守則條文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應
出席股東大會，以對公司股東的意見有全面、公正的了解。受COVID-19疫
情爆發影響，海外及香港均實施旅行限制及隔離措施，因此獨立非執行
董事黃斯穎女士無法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
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第F.2.2條守則條文規定，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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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股東週年大會主
席之鄒秀芳女士以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其他董事會成員均具備足夠能
力及知識於股東週年大會解答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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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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評估與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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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資料。

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財務報告草擬
本所作審閱報告之摘要

誠如本公告所呈報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所披露，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371,813,000港元，主要由於將為數764,911,000港
元之銀行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所致。本集團亦並無履行本集團銀行融資
項下之若干財務契諾。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
等值物以及已抵押銀行存款合共624,451,000港元，不足以全數償還該等銀
行貸款。此指出正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產
生重大疑問。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取得由若干現有銀行貸款人發出
之承諾書，並現正就一項570,000,000港元之有期貸款訂立融資協議，以提
早對現有銀行融資進行再融資。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向本公司指出，倘該
融資協議未能於本集團之中期財務報告批准日期前簽署，且倘該時候之
狀況繼續指出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產生重大疑問之重大不確定
性正存在，則其預期將以下文所載方式在審閱報告中將對此事宜引起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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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根據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注意到有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之中期財務報告在各重大方面概無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 編製。

有關持續經營之重大不確定性

我 們 注 意 到 中 期 財 務 報 告 附 註1，其 載 述 貴 集 團 之 流 動 銀 行 貸 款 為
764,911,000港元，且 貴集團能否達成該等流動資金需要乃視乎其是否有
能力自未來業務營運及╱或其他來源賺取充足現金流入淨額而定。誠如
附註1所述，此等事實及情況（連同附註1所述之其他事宜）均指出，正存在
可能對 貴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產生重大疑問之重大不確定性。我們並
無對此事宜之意見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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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登載於同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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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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希銘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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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培森先生
鄒秀芳女士
Go Misaki女士
彭博倫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民傑先生
黃斯穎女士
馮志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