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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DIGITAL CREATIONS HOLDINGS LIMITED
環球數碼創意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
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
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
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
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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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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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
提供有關環球數碼創意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
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
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
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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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業績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比較數字。

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584,019  ���,���
銷售成本  (335,592 ) (��0,��0 )    

毛利  248,427  �0�,���
其他收入及收益 � 9,711  ��,���
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  (21,066 ) (�,��� )
行政開支  (88,286 ) (��,��� )
融資成本 � (2,306 ) (�0� )
其他開支及虧損 � (16,776 ) (�,�0� )
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106 ) (��� )
股份形式支出費用  (24,471 ) –    

除稅前溢利  105,127  ��,��0
所得稅開支 � (15,401 ) (�,��� )    

本年度溢利 � 89,726  ��,���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1,733  (�� )    

本年度總全面收入  101,459  ��,���    

應佔本年度溢利：
 本公司持有人  31,397  ��,���
 非控股權益  58,329  ��,���    

  89,726  ��,���    

應佔本年度總全面收入：
 本公司持有人  41,491  ��,���
 非控股權益  59,968  ��,���    

  101,459  ��,���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0   
 基本  2.42  �.��    

 攤薄  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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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312,578  ���,���
投資物業 �� 95,395  –
預付租賃款項 �� 5,875  �,���
可供出售投資  588  ���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22,196  ��,���
其他應收款項 �� 42,024  �0,���
已抵押銀行存款  –  �,���    
  478,656  ���,���    
流動資產
存貨 �� 58,870  ��,���
在製項目 �� 13,241  –
就合約工作應向客戶收取之款項 �� –  �,���
應收貿易賬款 �� 101,490  ��,���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 54,828  ��,0�0
預付租賃款項 �� 129  ���
持作買賣投資  2,566  �,���
應收可換股貸款 �� –  ���,���
結構性存款 �0 41,169  –
已抵押銀行存款  46,243  –
銀行結餘及現金  235,653  ���,�0�    
  554,189  ���,���    
流動負債
預收客戶款  49,042  ��,���
就合約工作應向客戶支付之款項 �� 165  ���
應付貿易賬款 �� 45,563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122,775  ��,��0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21,611  �0,���
稅項負債  17,957  �,���
有抵押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 45,342  –    
  302,455  ���,���    
流動資產淨額  251,734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30,390  ��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 12,953  ��,���
儲備  380,825  ���,���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393,778  ���,���
非控股權益 �� 176,612  �0,���    
權益總額  570,390  �0�,�0�
非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 160,000  �0,���    
  730,390  ��0,���
    



- � -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股份  資本  繳入            本公司
   溢價賬  實繳  盈餘  法定  購股權  匯兌  特別  保留  持有人  非控股
 股本  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盈利  應佔  權益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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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  –  ���  ���,���  ��0  ��,���  ��,���  (��,��� ) ��,0��  �0�,0��  ��,���  ���,���                       

本年度溢利 –  –  –  –  –  –  –  –  ��,���  ��,���  ��,���  ��,���
其他總全面開支 –  –  –  –  –  –  (�� ) –  –  (�� ) (�0 ) (�� )                       

本年度總全面（開支）收入 –  –  –  –  –  –  (�� ) –  ��,���  ��,���  ��,���  ��,���                       

小計 ��,���  –  ���  ���,���  ��0  ��,���  ��,���  (��,��� ) ��,���  ���,���  �0,���  �0�,���
行使一間附屬公司之購股權 –  –  –  –  –  –  –  –  –  –  ��0  ��0
派發之購股權失效 –  –  –  –  –  (��,��0 ) –  –  ��,��0  –  –  –
一間附屬公司所派發之購股權失效 –  –  –  –  –  –  –  –  �0,0��  �0,0��  (�0,0�� ) –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  –  �,���  –  –  –  (�,��� ) –  –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  ���  ���,���  �,���  ��,���  ��,���  (��,��� ) ��,���  ���,���  �0,���  �0�,�0�                       

本年度溢利 –  –  –  –  –  –  –  –  ��,���  ��,���  ��,���  ��,���
其他總全面收入 –  –  –  –  –  –  �0,0��  –  –  �0,0��  �,���  ��,���                       

本年度總全面收入 –  –  –  –  –  –  �0,0��  –  ��,���  ��,���  ��,���  �0�,���                       

小計 ��,���  –  ���  ���,���  �,���  ��,���  ��,���  (��,��� ) ��,���  ��0,���  ��0,�00  ���,���
行使購股權 �  ��  –  –  –  (� ) –  –  –  ��  –  ��
行使一間附屬公司之購股權 –  –  –  –  –  –  –  �,���  –  �,���  �,���  �,�00
派發之購股權失效 –  –  –  –  –  (�,��� ) –  –  �,���  –  –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產生之非控股權益
 （附註��） –  –  –  –  –  –  –  –  –  –  ��,���  ��,���
確認以股本結算之股份付款 –  –  –  –  –  ��,��0  –  –  –  ��,��0  �,���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  �,���  ��,�0�  ��,���  (��,��0 ) ��,���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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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
除稅前溢利  105,127  ��,��0
經調整以下各項：
 股份形式支出費用  24,471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1,512  �,0��
 應收可換股貸款之減值  7,519  –
 存貨撥備  6,406  �,���
 融資成本  2,306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291  ��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26  ���
 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106  ���
 無形資產攤銷  –  ���
 攤薄一間附屬公司權益之虧損  –  ���
 利息收入  (4,072 ) (�,��� )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  (168 ) (��� )
 出售無形資產之收益及相應推算利息收入  –  (�,��0 )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154,624  ��,���
存貨增加  (29,777 ) (��,��� )
在製項目增加  (11,578 ) –
就合約工作應向客戶收取之款項減少  6,000  ��,���
應收貿易賬款增加  (59,071 ) (��,��� )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增加  (36,278 ) (��,��� )
預收客戶款增加  12,405  �,���
就合約工作應向客戶支付之款項（減少）增加  (89 ) �,���
應付貿易賬款增加  13,782  ��,�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增加  23,569  �0,���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減少  (1,194 ) (��,��� )    

經營所得現金  72,393  �,���
已付所得稅  (3,846 ) (��� )    

經營活動所得之淨現金  68,547  �,���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57,992 ) (��,���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63,149 ) –
已抵押銀行存款（增加）減少  (44,218 ) �,���
購買結構性存款  (41,169 ) –
添置投資物業  (8,934 ) –
投資可供出售投資  –  (��� )
應收可換股貸款回收（投資）之款項  113,382  (��,��� )
已收利息  2,426  ���
出售無形資產所得款項，扣除交易成本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  ���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之淨現金  (199,654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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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活動
新增銀行借款  194,754  ��,000
行使一間附屬公司購股權所得款項  6,600  ��
行使本公司購股權而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28  –
一間聯營公司墊款  –  �0,���
已付利息  (6,244 ) (�0� )
償還一間同系附屬公司貸款  –  (�0,000 )
償還銀行借貸  –  (��,��� )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之淨現金  195,138  (��,���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增加淨額  64,031  ��,���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66,604  ��,���

匯率變動之影響  5,018  (�� )    

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235,6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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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採用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採用之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集團」）已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所頒佈並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多項全新及經修訂準則、準則之修
訂本及詮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外，本年度採用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並未對綜合財務報告之金額及呈列之披露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業務合併」

本集團從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進行之業務合併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本年度，本集團收購廣東時尚置業有限公司（「廣東時尚」，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已發行股本��%，因該收購事項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並
不構成業務，所以以購買資產及承擔負債入賬處理。由於本年度並無進行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適用之交易，故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
經修訂）並未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綜合全面收入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之未來交易當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相應修訂可能會影響未來期間之業績。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告」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導致本集團有關於本集團附屬公司之擁有
權權益變動的會計政策有所變動。

具體而言，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影響本集團有關本集團於其附
屬公司擁有權權益變動（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的會計政策。於過往年度，由於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並無特別規定，於現有附屬公司的權益增加會以收購附屬公司相同方式處理，並確
認商譽或議價收購收益（如適用）；至於並無導致失去控制權的現有附屬公司權益減少的情
況，所收代價與非控股權益調整間的差額於損益確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
八年經修訂），所有有關增減均於權益中處理，對商譽或損益並無影響。

該變動已根據相關過渡條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追溯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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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影響本年度行使本公司一間間接非全資 
附屬公司GDC Technology Limited（「GDC Technology」）購股權後攤薄本集團持有其之 
權益之會計處理。該政策變動而產生差額約�,���,000港元，乃行使該購股權所得款項
�,�00,000港元及非控股權益確認約�,���,000港元之差。該金額直接計入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權益，而不是計入損益。因此，該政策變動而減少本年度溢利約為�,���,000港元。另外，
該所得款項�,�00,000港元計入本年度融資活動現金流入。

另外，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非控股權益之定義亦更改。具體
而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非控股權益之定義是並非由母公
司直接或間接持有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權益。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
訂）導致有關GDC Technology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儲備，會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綜合權益
變動表列入非控股權益（詳情見附註��）。此前，有關購股權儲備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綜合
權益變動表獨立呈列。

本年度，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對攤薄一間附屬公司權益之會計
處理影響如下:

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千港元

因不確認攤薄一間附屬公司權益所產生之差額而造成本年度溢利減少   �,���
   

上述會計政策改變對本年度本集團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影響如下：

對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影響

  基本  攤薄
  港仙  港仙

調整前每股盈利  �.��  �.��
關於不確認攤薄一間附屬公司權益所產生之差額
 之會計政策變動調整  (0.�� ) (0.�� )   

報告之每股盈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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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全新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全新及經修訂準則、準則之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規定之預付款�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及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如適用）之年度期

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布）引入對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
之新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經修訂）增加了取消確
認金融負債之規定。

•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內
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應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值計量。特別是，以旨在收取訂約現金流
之業務模式持有，及具有純粹為支付本金額及尚未償還本金之利息之訂約現金流之債
務投資，於報告期末，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在隨後之
會計期末則按公允值計量。

• 關於金融負債，對按公允值確認損益之金融負債有重大變更。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號，關於按公允值確認損益之金融負債，因該負債信貸風險之變動而
產生其公允值之變動，該金額會計入其他全面收入，除非該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負債
信貸風險變動之影響，會導致或放大損益之會計錯配。因該金融負債信貸風險變動而
產生之公允值變動其後是不會重列為損益。此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全部因
按公允值確認損益之金融負債信貸風險變動而產生之公允值變動是計入損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但可提前採用。

董事預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將於本集團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財政年度之綜合財
務報告採用，採用該新準則將影響本集團可供出售投資之分類及計量，並可能影響本集團
其他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但不影響本集團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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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估計不明朗因素之主要來源

於應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過程中，董事需要就目前不能從其他來源得出之資產與負債之賬
面值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估計及有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及相關之其他因素而作
出。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估計。

本集團持續就所作估計及相關假設作出評估。會計估計之修訂如只影響當期，則有關會計
估計修訂於當期確認。如該項會計估計之修訂影響當期及往後期間，則有關修訂於當期及
往後期間確認。

有關日後之主要假設及於報告期末估計不明朗因素之其他主要來源（擁有可導致下一個財政
年度之資產與負債賬面值出現大幅調整之重大風險）如下。

訴訟撥備

本集團管理層密切監控向本集團提出之任何訴訟。訴訟撥備乃根據本集團之法律顧問就可
能結果及本集團之潛在負債所提出之意見而作出。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對本集團並無可見之財務影響，且並無作出任何訴訟撥備。詳情載於附註��。

3. 收益

本集團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519,099  ���,���
培訓費  22,135  ��,0��
技術服務收入  20,461  ��,���
電腦圖像（「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合約收益  12,997  ��,���
提供組裝及整合服務之收益  8,128  �,�0�
租金收入  1,199  �,���
展示電影之收益  –  �,���
分佔票房收入之版稅收入  –  ��0   

  584,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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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向本公司行政總裁（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報
告之資料，著重於所銷售之產品或提供之服務種類。本集團現時分為五個經營分部，包括
因收購廣東時尚（於附註��披露）新增之文化產業園分部。該等經營分部乃主要營運決策者
定期審閱之基準及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分析如下：

• 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電腦圖像製作及展示電影，及製作電視連續劇及電影

• 數碼內容發行及展示－ (i)銷售數碼影院設備；(ii)提供技術服務；(iii)租賃數碼影院設
備；及(iv)持有分佔票房合約權益

• 發展亞洲數碼影院網絡－提供組裝及整合服務

• 電腦圖像培訓課程－提供電腦圖像及動畫培訓

• 文化產業園－文化娛樂及相關商業地產開發

以上營運分部構成本集團之經營分部。

分部收益及業績

下列為本集團收益及業績按經營分部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發展亞洲
 電腦圖像  數碼內容  數碼影院  電腦圖像  文化
 創作及製作  發行及展示  網絡  培訓課程  產業園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2,997  539,971  8,128  22,135  788  584,019
           

分部業績 (21,193 ) 164,463  1,240  4,915  (5,302 ) 144,123
         

未分配收入           1,815
未分配開支           (16,234 )
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106 )
股份形式支出費用           (24,471 )           

除稅前溢利           10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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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發展亞洲
 電腦圖像  數碼內容  數碼影院  電腦圖像
 創作及製作  發行及展示  網絡  培訓課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0��  �0�,���  �,�0�  ��,0��  ���,���
         

分部業績 �0�  ��,0�0  ���  �,���  ��,���
       

未分配收入         �,�0�
未分配開支         (�0,�0� )
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         

除稅前溢利         ��,��0
         

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列為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經營分部之分析：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發展亞洲
 電腦圖像  數碼內容  數碼影院  電腦圖像  文化
 創作及製作  發行及展示  網絡  培訓課程  產業園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75,628  417,246  53,047  24,592  133,660  1,004,173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22,196
 未分配資產           6,476           

綜合總資產           1,032,845
           

負債
 分部負債 232,536  191,108  3,922  10,503  61  438,130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21,611
 未分配負債           2,714           

綜合總負債           46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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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發展亞洲
 電腦圖像  數碼內容  數碼影院  電腦圖像
 創作及製作  發行及展示  網絡  培訓課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  ���,���  ��,0��  ��,���  ���,���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應收可換股貸款         ���,���
 未分配資產         �,��0         

綜合總資產         ���,��0
         

負債
 分部負債 ��,00�  �0,��0  –  ��,���  ���,���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0,���
 未分配負債         �,���         

綜合總負債         ���,���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主要在中國、美國、香港及新加坡。

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根據客戶地區之詳情如下：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益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268,625  ���,���
美國 171,447  ��,���
香港 31,930  ��,���
歐洲 31,401  ��,���
韓國 25,628  ��,���
其他地區 54,988  ��,���   

 584,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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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4,072  �,���
政府津貼（附註a）  3,905  �,���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  168  ���
出售無形資產之收益及相應推算利息收入（附註b）  –  �,��0
其他  1,566  ��0   

  9,711  ��,���
   

附註：

(a) 政府津貼乃由相關中國機關授予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作為在中國電腦圖像製作、發
行電影及電腦圖像培訓之資助。津貼概無附帶特定條件或所附帶條件已達成，故本集
團於收取津貼或條件達成後予以確認。

(b) 該金額包括向本集團一間聯營公司之主要股東中國電影集團公司（「中影」）出售無形
資產所得一次性收益約�,���,000港元，以及因遞延代價產生之相應推算利息收入約
�,���,000港元。有關該出售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刊發之通
函。

6. 融資成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各項之利息：
 銀行借貸（不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5,441  –
 銀行借貸（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803  ��0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貸款  –  ���   

總借貸成本  6,244  �0�
減：計入合資格資產成本之金額  (3,938 ) –   

  2,3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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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開支及虧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研究及開發成本  9,257  �,0��
應收可換股貸款之減值  7,519  –
攤薄一間附屬公司權益之虧損（附註）  –  ���   

  16,776  �,�0�
   

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款項，指該年度因行使GDC Technology
購股權而攤薄本集團於GDC Technology之權益所產生之虧損約���,000港元。

8.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3,292  �,���
 香港  1,117  –
 於其他司法權區  992  –   

  15,401  �,���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企業所得稅之法律（「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條
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除了下列所述附屬公司外，本集團於中國經營之若干附屬
公司之企業所得稅率為��%。

根據國務院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優惠政策的通知（國發[�00�]第��號），該等原享有
��%優惠稅率的企業將在五年過渡期內逐步提升至��%的適用稅率。外商投資企業之稅務
優惠於企業所得稅法項下，根據經修訂之所得稅率，於五年過渡期屆滿前適用。截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於中國附屬公司之相關稅率介乎��%至��%（二零零
九年：�0%至��%）。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於中國一間附屬公司自首個獲利年度（即二零零七年）起兩個年
度，免繳中國企業所得稅，並在其後三年獲減半稅率。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計算。

於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則以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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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年度溢利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已扣減：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87,639  ��,���
 －股份形式支出費用  24,471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333  �,���   

總員工成本  115,443  ��,00�
減：計入在製項目之款項  (5,347 ) –
  計入合約成本之款項  (480 ) (��,0�� )   

  109,616  ��,�0�   

存貨撥備  6,406  �,���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  ���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26  ���
核數師酬金  1,151  �,���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228,076  ��0,0��

已確認為開支之合約成本：
 員工成本  19,467  �0,���
 其他  2,308  ��,���   

  21,775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3,300  ��,���
減：計入在製項目之款項  (1,663 ) –
  計入合約成本之款項  (125 ) (�,��� )   

  11,512  �,0��   

匯兌虧損淨額  19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291  ��

經營租賃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租賃付款  7,930  �,0�0
減：計入在製項目之款項  (186 ) –
  計入合約成本之款項  (20 ) (��� )   

  7,724  �,���   

並計入下列各項：

匯兌收益淨額  –  �,���
呆賬回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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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  31,397  ��,���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1,295,246  �,���,���
 －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  119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95,365  �,���,���
   

由於本公司及GDC Technology相關購股權之行使價均高於該年度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及
由董事確定之GDC Technology股份之公允值，故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每股攤薄盈利時假設本公司及GDC Technology該年度之購股權並未獲行使。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賬面值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匯兌調整    �,�0�
添置    �0�,���
年度折舊    (��,�00)
出售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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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資物業

    在建物業權益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匯兌調整    �,���
因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產生（附註��）    ��,���
添置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投資物業是指在建物業項目以經營租賃持有之物業權益，該物業項目是由於廣東時尚與珠
江電影製片有限公司（「珠影製片」，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及國有企業）於二零零
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簽訂珠影文化產業園改造建設合作框架協議（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增設
補充協議）（「框架協議」）而產生。該物業項目詳情於附註��披露。

因在建投資物業坐落於��年租期之土地上，其公允值未能可靠地確定，所以投資物業按成
本計量。

13. 預付租賃款項

本集團之預付租賃款項是指於中國按中期租約持有之土地及就申報目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  129  ���
非流動  5,875  �,���   

  6,004  �,���
   



- �� -

14.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虛擬拷貝費安排產生之其他應收款項  42,024  �0,���
   

流動：
 按金  40,995  �,���
 虛擬拷貝費安排產生之其他應收款項  6,298  �,���
 其他  7,535  ��,��0   

  54,828  ��,0�0
   

本集團就發展亞洲數碼影院設備與數碼內容發行方及展示方（統稱為「第三方」）訂立多份虛
擬拷貝費協議及展示協議（統稱為「虛擬拷貝費安排」）。根據虛擬拷貝費安排，本集團將提
供(i)有關數碼影院設備組裝及整合服務及在展示方之影院安裝設備，以及(ii)就該數碼影院
設備之部分協定購買價為第三方融資。該等應收款項由安裝之日起十年內基於數碼影院設
備之使用情況結算，並就該附屬公司所承擔之虛擬拷貝費安排之資金成本計息，惟年利率
為定息�0厘（二零零九年：�0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根據虛
擬拷貝費安排共安裝��（二零零九年：��）台數碼影院設備。

董事預期約�,���,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港元）將於報告期後一年內結算，故該金
額分類為流動資產。

15. 存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扣除撥備約�,�0�,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約�,���,000港元）  28,604  �,0��
製成品，扣除撥備約�,���,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約�,���,000港元）  30,266  ��,���   

  58,8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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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製項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視連續劇  9,223  –
電影  4,018  –   

  13,241  –
   

17. 就合約工作應向客戶收取（支付）之款項

以下為預期於報告期後一年內結算之在製電腦圖像製作合約之詳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產生之合約成本加已確認溢利減已確認虧損  662  ��,���
減：進度付款金額  (827 ) (��,��� )   

  (165 ) �,���
   

就申報目的分析：
 就合約工作應向客戶收取之款項  –  �,���
 就合約工作應向客戶支付之款項  (165 ) (��� )   

  (165 ) �,���
   

18. 應收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賬撥備）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62,270  ��,���
三至六個月  29,382  �,���
六個月以上  9,838  ���   

  101,490  ��,���
   

本集團乃根據其貿易往來客戶所銷售之產品或提供之服務種類而給予彼等不同之信貸期，
介乎�0日至��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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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收可換股貸款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集團與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私營投資公司南方國際有
限公司（「借方」）及其控股公司訂立有條件協議（「貸款融資安排」），據此，本集團同意墊付
本金額最高為人民幣�00,000,000元（相當於約���,�00,000港元）之貸款融資（「應收貸款」），
而借方亦同意向本集團授出獨家權利及期權認購合共不超過借方經擴大已發行股本�0%之
股份（「可換股期權」），行使價乃參考借方自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二年各年七月一日開始之
十二個月期間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而釐定。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
三日刊發之通函。

可換股期權乃根據貸款融資安排授予本集團。於是，管理層評估應收貸款之公允值並認為
應收貸款本金額與初次確認之本金額公允值相若，而可換股期權於初次確認及二零一零年
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允值數額不大。由於借方之經營狀況沒有明顯變化，本
集團認為應收貸款及可換股期權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帳面值與其
公允值大致相同。

應收可換股貸款採用實際利率法以年利率�厘並扣除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後按攤銷成本列
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借方償還應收貸款之大部分本金額及應計利
息合共約���,0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審閱其可收回性，並將
其餘款作全數減值約�,���,000港元。

20. 結構性存款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構性存款是指於中國之銀行發行的人民幣��,000,000元 
（ 相 當 於 約��,���,000港 元 ）保 本 型 金 融 產 品 及 人 民 幣��,���,000元（ 相 當 於 約 
��,���,000港元）金融產品，根據金融工具（包括上市股票及債券）每日之市場價格結算，該
存款的平均年利率固定為�.��厘。本集團可於任何時間給予一天通知贖回該結構性存款。
結構性存款因其包含非緊密相關之嵌入式衍生工具，於初始確認時被指定按公允值確認損
益入帳。董事認為根據對方銀行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贖回之價額，該結構性存
款之帳面值與其公允值大致相同。

該結構性存款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及二月贖回，其於贖回日之公允值沒有太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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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45,027  ��,���
三至六個月  536  �,���   

  45,563  ��,���
   

購買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0日。

2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工程款  47,046  ���
應計費用  45,328  ��,���
其他稅項負債  12,101  �0,���
其他  18,300  �,��0   

  122,775  ��,��0
   

23. 有抵押銀行借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浮息銀行借貸  162,352  �0,���
有抵押定息銀行借貸  42,990  –   

  205,342  �0,���
   

應付賬面值：

一年以內  45,342  –
多於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23,529  –
多於兩年，但不超過三年  28,235  �,���
多於三年，但不超過四年  32,941  �,���
多於四年，但不超過五年  42,353  –
超過五年  32,942  –   

  205,342  �0,���
減：流動負債項下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45,342 ) –   

一年後到期款項  16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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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港元

普通股每股面值0.0�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及於二零零九及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0,000,000  ��,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0  ��,���,���
 行使購股權  �0,000  �00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  ��,���,���
   

25. 非控股權益

 佔一間  佔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之  之其他
 購股權儲備  資產淨值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  ��,0��  ��,���
佔本年度溢利 –  ��,���  ��,���
佔本年度其他全面開支 –  (�0 ) (�0 )
行使一間附屬公司之購股權 (� ) ���  ��0
一間附屬公司所派發之購股權失效 (�0,0�� ) –  (�0,0��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  �0,���
佔本年度溢利 –  ��,���  ��,���
佔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  �,���  �,���
行使一間附屬公司之購股權 (�,��0 ) �,���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產生之非控股權益 –  ��,���  ��,���
確認以股本結算之股份付款 �,���  –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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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本集團收購廣東時尚��%之權益，代價為人民幣��,0�0,000元
（相當於約��,�0�,000港元）。該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日完成。收購事項詳情
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刊發之公告。

廣東時尚為一家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廣東時尚與
珠影製片簽訂框架協議改建珠影文化產業園。珠影製片作為珠影文化產業園之業主，同意
每月收取預定之收費，給予廣東時尚租賃經營權至二零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廣東時尚
負責珠影文化產業園之設計、融資及建設，珠影文化產業園之營運及整個建設項目融資。
於框架協議期滿時，廣東時尚必須歸還珠影製片所有物業。

珠影文化產業園位於中國廣州市海珠區新港中路���及���號，現時該土地的使用權由珠影
製片持有。預期於未來兩至三年改建完成後，珠影文化產業園將設有商業區、文娛區以及
電影製作及開發區及將持作投資物業用途。

該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會以購買資產及承擔負債入賬處理。

於收購完成日期，收購該間附屬公司之資產淨額如下：

 千港元

所收購資產淨額：

投資物業 ��,���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0�
銀行結餘及現金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0� )   

 ��,���
非控股權益 (��,��� )   

以現金支付總代價 ��,�0�
   

因收購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已付現金代價 ��,�0�
收購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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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訴訟

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及二零一零年七月接獲由X�D Limited、X�D USA Inc.及
XpanD,Inc.（統稱「X�D」）提交予美國地區法院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 Western Division
損害及強制性濟助及要求陪審團審判之原訴狀及第一次修訂訴狀（「訴訟」），內容有關（其
中包括）針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分別為GDC Technology、GDC Technology （China） 
Limited、GDC Technology （USA） LLC及GDC Technology of America LLC（統稱「被告人」）
所銷售之�D眼鏡侵犯版權、侵犯商標及商業外觀、侵犯專利權、不當使用商業秘密及不公
平競爭。銷售之�D眼鏡並非本集團之主營業務。

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及二零一一年一月提交其回答及反訴訟及修正回答及反訴
訟，聲稱各種積極抗辯，並提出八項對X�D之反訴訟，概括指出（其中包括）X�D沒有擁有
任何會被被告人之�D眼鏡構成侵犯版權之有效知識產權權利，及X�D錯誤及蓄意干擾被告
與潛在客戶之準業務關係。於二零一一年一月，X�D提交其對該等反訴訟之回答，否認被
告人之指控，並聲稱各種積極抗辯。

第��條之聯合聲明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提交法院，法院於二零一一年二月頒布了一份議程
命令，該判決摘要動議必須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提交。截至本公告日期，審判日
期尚未確定。

董事意見認為支付申索之機會甚微。因此，並未於綜合財務報告就任何潛在負債作出撥
備。

28. 資本承擔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下列各項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告撥備之資本開支：

添置投資物業  64,182  –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  ���,���   

  64,182  ���,���
   

29. 報告期末後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日，廣東時尚簽訂一份建設合同，以總代價約人民幣��,��0,000元（相
當於約��,��0,000港元）進行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改建工程。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
一一年一月十一日刊發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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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零九年：
無）。

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為���,0��,000港元， 與二零零九年年度
���,���,000港元相比，上升��%。該增幅主要因數碼內容發行及展示分部之收益增加
���,�00,000港元所致。由於美國、中國、韓國和其他國家之影院不斷數碼化，本年度銷
售數碼影院設備及提供相關服務均有所增加。然而，由於本集團之電腦圖像製作訂單減
少，本年度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分部之收益減少至��,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銷售成本為���,���,000港元，與二零零九年年
度��0,��0,000港元相比，上升�0%。該增幅主要由於出售貨品之成本增加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毛利���,���,000港元，毛利率��%。
與二零零九年年度之毛利率��%相比，其重大改善主要由於本年度較高毛利之數碼影院
設備銷售上升以及數碼影院相關之技術服務收入及提供組裝及整合服務之收益增加所
致。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其他收入為�,���,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000港元），下跌��%。該跌幅主要由於二零零九年年度之金額計入因終止與中影
在中國合作發展數碼影院網路而向其出售無形資產之一次性收益�,���,000港元，以及因
遞延代價產生之相應推算利息收入�,���,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行政開支為��,���,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000港元），上升��%。該增幅主要由於本年度本集團之業務經營規模壯大，使員
工成本及辦公室營運開支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其他開支及虧損��,���,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0�,000港元），主要包括研究及開發成本�,���,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0港元）
及應收可換股貸款減值�,���,000港元（二零零九年：零）。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份形式支出費用��,���,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零），是指就本年度授出之購股權而確認以股權結算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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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為
��,���,000港元，與二零零九年年度��,���,000港元相比，上升���%。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港仙（二零零九年：
�.��港仙），與二零零九年年度相比，上升���%。

業務回顧及展望

數碼內容發行及展示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數碼內容發行及展示分部產生之分部收益及分
部業績較二零零九年年度分別增長��%及���%，達���,���,000港元及���,���,000港元。
其顯著增幅主要由於立體電影之成功及市場上提供發展數碼影院之資金，帶動影院裝置
展示數碼內容之數碼設備熱潮，激發龐大需求。本集團持續接獲來自美國、中國、其他
亞洲國家、以及澳洲、歐洲和日本等新市場客戶之數碼影院設備訂單及相關服務需求。

二零一零年是數碼影院時代重要的里程碑，全新一代投影機－ DLP Cinema®投影機系列� 
開始付運。在應對該投影機技術改進之需求，本集團乃首間提供「S�升級」工具，把其
數碼影院服務器SA��00升級至可連接DLP Cinema®投影機系列�。本集團亦發展其第
五代數碼影院服務器SX�000及SX�00�。數碼影院服務器SX�000安裝了數碼影院綜合媒
體板（「IMB」），可連接至DLP Cinema®投影機系列�，本集團是全球能生產連接至DLP 
Cinema®投影機系列�之IMB主要供應商之一。本年度，本集團亦為其數碼影院服務器推
出一項新功能－「立體直播」，可播放立體直播節目而無需外加解碼器，本集團其中一個
於南韓客戶採用此新功能於其��間影院成功現場立體直播本屆國際足聯世界盃之賽事。

本集團繼續壯大其研發團隊，以識別和解決客戶之需要及符合數碼影院行業需求。目
前，本集團是三間數碼影院服務器供應商獲得FIPS��0認證其中之一間，該認證是Digital 
Cinema Initiative（「DCI」）規格之標準要求。此外，本集團於香港及深圳的生產設施亦提
升至半自動化，並於本年度取得ISO�00�：�00�質量管理系統之認證，致力不斷向客戶提
供優質產品及服務。



- �� -

為向本集團於美國之放映商提供更佳服務和客戶支援及提升該地發展客戶的前景，本集
團於美國東岸成立新辦事處，為影院經理、放映員、服務及安裝合作商以及場地服務工
程師提供數碼影院專項培訓課程。於中國，本集團的產品已銷往逾��個省，本集團僱
用更多員工，增強其全天候客服中心效能及建立六個地區的服務團隊，為當地客戶提供
更迅速及上乘之服務。本集團將投放更多資源於新市場，如澳洲、歐洲、日本及拉丁美
洲。

憑藉新一代服務器，連同影院自動化及管理系統、網絡中央控制軟件、數碼宣傳板及綜
合投影系統等其他產品，本集團能為放映商提供全方位數碼影院解決方案、屏幕廣告及
戶外廣告業務。此外，本集團開始向電影發行商及電影製作商提供有關數碼內容傳輸之
後期製作服務。

發展亞洲數碼影院網絡

本集團與全部六間主要好萊塢製片商簽訂非獨家虛擬拷貝費協議，以虛擬拷貝費於亞洲
某些國家或城市發展數碼影院。根據該等協議，這些製片商承諾向亞洲區放映商供應數
碼電影內容，以及就所安裝DCI相容數碼影院設備所涉硬件成本提供財務資助。本集團
已與香港兩間主要放映商及日本其中兩間主要放映商簽訂協議參與此虛擬拷貝費安排。
本集團亦致力於不久將來與日本及亞洲其他地區之放映商簽訂更多協議。

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

自二零零九年下半年以來，國際動畫影視製作行業處於低潮，新項目的投資偏低，致使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分部之收益減少，與二零
零九年年度相比，下跌��%，且導致本年度錄得虧損��,���,000港元。然而，本集團目前
尚有來自澳洲和歐洲的三個電腦圖像項目正在製作中，同時另有多個項目正進行測試。

鑒於立體電影市場蓬勃發展及內地動漫產業亦方興未艾，本集團籌劃推出全新立體動畫
節目，並會在二維和三維動畫領域啟動原創項目。本年度，本集團已開始製作兩部立體
動畫電影，兩部三維動畫及一部二維動畫電視劇投入拍攝，其中兩個項目已獲得中國地
方政府之資助。目前，該兩部立體動畫電影已進入後期製作階段，而另一部二維動畫電
視劇亦已完成，計劃會於與二零一一年年度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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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承接國際製作項目訂單及原創項目的投入與製作外，本集團將聯同知名導演和製片人
與國際大型動漫內容製作及發行商洽談聯合制作項目，一部與歐洲電視網及另一部與北
美著名創意公司之合拍項目正在洽談中。本集團亦與一間中國公司商討合拍�D電腦圖像
項目。同時，本集團正積極拓展新客源，正與多間全球頂尖娛樂品牌洽談動畫電視劇和
電影項目。基於在國際市場上提供可靠、高成本效益之優質電腦圖像製作服務之往績，
很多本集團之客戶均表示有意與本集團建立長久多項目（包括立體電影及電腦圖像電視
劇）合作關係。

電腦圖像培訓

電腦圖像培訓分部繼續追求邁向專業化發展及強化教學素材等核心策略，本年度共有�
班訓練課程的畢業生就業率約達�00%。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分
部之收益較二零零九年年度穩步增長��%，其分部業績則因本年度辦公室搬遷而產生
�,0��,000港元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導致輕微下跌�%。

在提升現有電腦圖像製作、網路遊戲及次時代遊戲之培訓課程的基礎上，本集團亦開設
其他領域的全新專業培訓課程，包括影視特效、虛擬現實培訓及動畫實訓等課程，以符
合市場需求。此外，本集團繼續與國內著名高等院校開展「技能加學歷」的合作教育計
劃，以達致學員「一個課程，幾樣證書」之需求，提供實際技能培訓，以滿足其畢業後直
接就業的目標。

隨著在上海、深圳、無錫、重慶及廣州培訓中心之成功，本集團計劃在中國北方增設一
個新培訓中心，形成覆蓋東、南、西、北的全方位格局，以期推動周邊動漫產業較發達
地區的業務，進一步擴展培訓網路。

文化產業園

本年度，本集團收購廣東時尚，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權益。廣東
時尚已與珠江電影製片簽訂共同改建珠影文化產業園之合作框架協議。本公司已於二零
一一年一月十一日公告，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改建工程總代價約��,000,000港元，工程
並已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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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認為該分部為本集團提供機會投入中國文化娛樂及地產開發行業。鑑於中國經濟
急速增長及中國零售與娛樂市場迅速發展，本集團認為改建珠影文化產業園為本集團提
供一個大好機會進軍該快速發展中之市場，預期該市場會因中國國內經濟增長而持續強
勁增長。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00,000港元），已抵押銀行存款為��,�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000港元）及結
構性存款為��,�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零），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數額增
加主要由於新增銀行借款���,�00,000港元，應收可換股貸款回款淨額���,�00,000港元及
經營活動所得之淨現金��,�00,000港元，扣除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000,000港元及收
購廣東時尚產生淨現金流出��,�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借貸為�0�,�00,000港元，其中��,�00,000港元須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償還及��0,000,000港元須於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起計十二個月後償還。借貸主要以人民幣定值及按市場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率（以借貸除以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計算）為��%（二零零九年：�%）。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
（二零零九年：�.�），乃根據流動資產���,�00,000港元及流動負債�0�,�00,000港元計算。
資本負債率大幅增加主要由於新增銀行借款作為本集團於深圳興建總部大樓之融資及一
般營運資金。但鑒於流動資產超逾流動負債，本集團仍維持穩建資本負債率。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00,000港元）。該增幅主要由於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溢利��,�00,000港元、本公司確認以股權結算股份為基礎之付款��,�00,000港元、
以及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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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出售及重要投資

除分別於附註��及�所披露收購廣東時尚及攤薄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GDC Technology 
Limited之權益外，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
出售及重要投資事項。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下列資產抵押：

(i) 本集團已將賬面值共���,�00,000港元之樓宇、廠房及機器及預付租賃款項抵押予銀
行作為未償還銀行借款���,�00,000港元及未動用信貸融資��,�00,000港元之抵押；
及

(ii) 本集團向銀行抵押��,�00,000港元之存款，作為��,000,000港元之短期銀行借款之抵
押。已抵押銀行存款將於結清該銀行借款時解除抵押。

外匯風險

目前，本集團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賺取收益，及主要以美元、人民幣及港元產生成本。
董事相信，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所以現時並無實施任何外匯對沖政策。然而，本
集團將考慮於必要時採用遠期外匯合約對沖外幣風險。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

除於附註��所披露之訴訟外，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
負債。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名（二零零九年：���名）全職僱員（不包括
本集團聯營公司之僱員）。本集團主要參照市場慣例、個人表現及工作經驗釐定其僱員之
薪酬。本集團向僱員提供之其他福利包括醫療保險、保險計劃、強制性公積金、酌情花
紅及僱員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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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支付或承諾支付任何
款項予任何人士，作為加入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或於加入後之獎勵。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在聯交所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
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之嚴謹程度不遜於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至�.��條所載列之交易必守標準。在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截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已遵守規定之交易必守標準及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之行為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告已經本公司之核數師，德
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核。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核數師及管理層舉行會議，
審閱（其中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業績。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星期四）上午十時
正假座香港灣仔港灣道一號香港萬麗海景酒店八樓海景廳舉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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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之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星期
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所有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一）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
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樓，以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各客戶、供應商及股東一直以來給予本集團支持致以衷心謝意；同
時，本人對各董事、管理層及員工於本年度努力不懈及齊心協力深表感謝及讚賞。

承董事會命
李少峰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李少峰先生（主席兼執行董事）、陳征先生（董事總經理兼執行董
事）、金國平先生（副董事總經理兼執行董事）、梁順生先生（非執行董事）、鄺志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許洪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羅文鈺教授（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之日起，最少一連七日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
網頁及本公司之網站www.gdc-world.com內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