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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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
第一季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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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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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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134,263  ���,���
銷售成本  (72,716 ) (��,��� )    

毛利  61,547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1,727  �,���
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  (8,023 ) (�,��� )
行政開支  (28,086 ) (��,��� )
融資成本 � (2,597 ) –
其他開支及虧損 � (2,673 ) (�,�0� )
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35 ) �    

除稅前溢利  21,860  ��,��0
所得稅開支 � (6,400 ) (�,��� )    

期內溢利  15,460  ��,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722  –    

期內總全面收入  19,182  ��,0��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持有人  3,460  ��,���
 非控股權益  12,000  ��,���    

  15,460  ��,0��    

應佔期內總全面收入：
 本公司持有人  6,348  ��,���
 非控股權益  12,834  ��,���    

  19,182  ��,0��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
 基本  0.27  �.��    

 攤薄  0.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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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章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工具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
製。歷史成本一般是基於所付換取貨物代價之公允值。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所依循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告所採用者相同。

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若干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並於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一月一
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全新詮釋，準則及詮釋之修訂本（「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
納該等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造
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全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用者之惡性通貨膨賬及除去固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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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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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收益

本集團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119,967  �00,���
電腦圖像（「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合約收益 4,500  �,0��
培訓費 4,071  �,0��
技術服務收入 4,113  �,���
提供組裝及整合服務之收益 1,420  �,���
租金收入 192  ���    

 134,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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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836  �,���
政府津貼 299  �,���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 –  ���
其他 592  �    

 1,727  �,���    

5. 融資成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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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2  –
 銀行借貸（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05  ���    

總借貸成本 2,597  ���
減：計入合資格資產成本之金額 –  (��� )    

 2,597  –    

6. 其他開支及虧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研究及開發成本 2,147  �,�0�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 526  –    

 2,6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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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3,662  �,���
 香港 2,700  –
 於其他司法權區 38  –    

 6,400  �,���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就本公告而
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附屬公司之相關企業所得稅稅率介乎��%至��%（二零一零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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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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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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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3,4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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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5,256  �,���,���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 3,339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98,5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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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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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 12,953  36  445  245,881  6,362  41,104  31,659  (42,140 ) 97,478  393,778  176,612  570,390                       

期內溢利 –  –  –  –  –  –  –  –  3,460  3,460  12,000  15,460
其他總全面收入 –  –  –  –  –  –  2,888  –  –  2,888  834  3,722                       

期內總全面收入 –  –  –  –  –  –  2,888  –  3,460  6,348  12,834  19,182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12,953  36  445  245,881  6,362  41,104  34,547  (42,140 ) 100,938  400,126  189,446  589,572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 ��,���  –  ���  ���,���  �,���  ��,���  ��,���  (��,��� ) ��,���  ���,���  �0,���  �0�,�0�
期內溢利及期內
 總全面收入 –  –  –  –  –  –  –  –  ��,���  ��,���  ��,���  ��,0��                       

小計 ��,���  –  ���  ���,���  �,���  ��,���  ��,���  (��,��� ) ��,��0  ���,0��  ��,���  ���,���
派發之購股權失效 –  –  –  –  –  (�,0�� ) –  –  �,0��  –  –  –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  –  ���  ���,���  �,���  ��,���  ��,���  (��,��� ) ��,���  ���,0��  ��,���  ���,���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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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收益為���,���,000港元， 與二零一零年同期
���,���,000港元相比，上升�%。該增幅主要因銷售貨品增加��,���,000港元所致。由於
全球之影院不斷數碼化，本期間銷售數碼影院設備有所增加。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銷售成本為��,���,000港元，與二零一零年同期
��,���,000港元相比，上升�%。該增幅主要由於出售貨品之成本增加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毛利��,���,000港元，與二零一零年同
期��,���,000港元相比，上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毛利
率為��%（二零一零年：��%）。毛利率輕微改善主要由於產品銷售組合輕微改變。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其他收入及收益為�,���,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000港元），下跌��%。該跌幅主要由於政府津貼及利息收入分別下跌�,���,000港元
及���,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為�,0��,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000港元），上升���%。該增幅主要由於花費更多的參展、旅遊及推廣成本去開
拓新市場，因銷售貨品增加，銷售佣金也相應增加，及有關珠影文化產業園所付之市場 
開支。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行政開支為��,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000港元），上升��%。該增幅主要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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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集團於深圳興建總部大樓之工程已於二零一零年
底竣工，本期間折舊及攤銷增加�,���,000港元至�,���,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融資成本為�,���,000港元（二零一零年：零），
主要包括因於深圳總部大樓之銀行借貸之利息於工程竣工後不能資本化。

整體而言，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為
�,��0,000港元，與二零一零年同期��,���,000港元相比，下跌��%。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0.��港仙（二零一零年：
�.��港仙），與二零一零年同期相比，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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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數碼內容發行及展示

歸因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來自中國及全球之數碼影院設備訂單
增加，數碼內容發行及展示分部本期間銷售貨品之收益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長��%， 
達���,���,000港元。儘管數碼影院行業競爭激烈及價格壓力，本集團因提升產品功能及
完善之服務網絡，使其銷售可不斷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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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間，本集團是首家數碼影院設備製造商，為其數碼影院綜合媒體板（「IMB」）獲得美國聯
邦信息處理標準(FIPS) ��0-�第�級認證證書，該認證證書符合Digital Cinema Initiative
（「DCI」）規格之標準要求。此外，本集團在CinemaCon �0��展覽會上展示其數碼影院服
務器之新功能，該服務器加上IMB可連接至�K DLP Cinema®投影機播放。本集團亦繼續
推廣其影院管理系統，該影院管理系統是一個功能強大的工具，使用戶能夠從中央控制
整個多廳影院，更自動化及簡化操作程序。憑藉服務器之新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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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提供數碼後期製
作服務，本集團能提供全方位數碼影院解決方案、屏幕廣告及戶外廣告業務。

發展數碼影院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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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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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分別與香港及日本兩間主要放
映商簽訂協議參與此虛擬拷貝費安排。本集團不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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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與製片商探討於不久將來擴大虛擬拷貝費安排至亞洲以外
地區之機會。

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

因國際動畫影視製作行業處於低潮，致使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電腦
圖像創作及製作合約收益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下跌��%至�,�00,000港元。與幸的是最近之
情況顯著改善，目前，本集團尚有來自澳州、歐洲及北美的四個電腦圖像製作項目正在
製作中，接獲之訂單已超越二零一零年之總數，且有多個項目正在洽商。同時，本集團
亦正積極拓展新客源，正與多名知名導演、製片人及國際大型動漫內容製作及發行商洽
談聯合制作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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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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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原創項目上進行之多元化投資達到了初步成功。目前，兩部立體動畫電影已進
入後期製作階段，另一部三維動畫電視劇亦已接近完成，並計劃會於與二零一一年年度
發行。另有一部二維動畫電視劇亦已經完成並開始在國內外發行。鑒於全球立體電影及
電視市場蓬勃發展及國內動漫產業方興未艾，本集團繼續投資自有的原創項目，並計劃
拓展至動漫周邊領域。

電腦圖像培訓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由於市場競爭加劇及近期辦公室搬遷，電腦圖
像培訓分部之培訓費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下跌��%至�,0��,000港元。本集團不僅因應最新
之電腦圖像技術提升現有培訓課程，亦開設其他領域之全新專業培訓課程，以符合市場
需求。此外，本集團繼續與國內著名高校開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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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改建工程總代價已訂為
約��,000,000港元，工程並已展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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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文化娛樂及地產開發行業。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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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的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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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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規定之交易必守標準。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截
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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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第一季業績未經審核。本公司之審核委
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之二零一一年未經審核第一季業績。審核委員會已與
本公司管理層舉行會議，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
第一季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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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及員工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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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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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