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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ARTS ENTERTAINMENT AND
CULTURE GROUP LIMITED
國藝娛樂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28）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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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投
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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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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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載有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國藝
娛樂文化集團有限公司（前稱「國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願
就此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深知及確
信：(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2)本公
告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足以致使本公告及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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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務

國藝娛樂文化集團有限公司（前稱「國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
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之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營業額 2 1,218 1,424 2,993 3,110
其他經營收入 2 2,963 1,662 4,653 31,466
電影製作成本 – (236) (110) (236)
員工成本 (3,146) (2,723) (6,497) (10,9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83) (513) (873) (1,039)
預付土地租賃攤銷 (561) (561) (1,122) (1,135)
其他經營費用 (4,129) (4,031) (8,573) (7,126)
融資成本 4 (3,404) (3,316) (4,280) (6,490)
以公允值於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公允值轉變 – 10 – 1,892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5 (7,542) (8,284) (13,809) 9,542

所得稅開支 6 (161) – (320) –
    

本期間（虧損）╱溢利 (7,703) (8,284) (14,129) 9,542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時產生之匯兌
差額 (893) (714) 373 (6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893) (714) 373 (68)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8,596) (8,998) (13,756) 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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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虧損）╱溢利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500) (7,084) (8,137) (442)
非控股權益 (4,203) (1,200) (5,992) 9,984

    

(7,703) (8,284) (14,129) 9,542
    

應佔全面收入：
本公司擁有人 (7,429) (7,447) (7,950) (476)
非控股權益 (1,167) (1,551) (5,806) 9,950

    

(8,596) (8,998) (13,756) 9,474
    

本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
虧損 7 (0.09)港仙

（經重列）
(0.54)港仙 (0.20)港仙

（經重列）
(0.03)港仙

    

本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
虧損 7 (0.09)港仙

（經重列）
(0.54)港仙 (0.20)港仙

（經重列）
(0.0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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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9,833 112,920
投資物業 9 571,368 513,426
預付土地租賃 83,630 84,752
合營公司投資 9,000 –
其他應收款項 101,441 98,097  

975,272 809,195

流動資產
影片 20,801 –
在製電影 – 19,398
應收貿易款項 10 1,057 1,162
存貨 1,090 1,12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952 19,34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9,673 157,517  

312,573 198,54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1 42 7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2,955 119,401
應付董事款項 110,151 1,151
關連公司之貸款 6,400 13,400
借貸 25,000 25,000
財務租賃承擔 1,966 1,961
所得稅撥備 3,271 2,951  

209,785 163,943  

流動資產淨值 102,788 34,60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078,060 843,798  

非流動負債
債券 68,595 –
可換股債券 80,147 –
財務租賃承擔 16,600 15,652
遞延稅項負債 34,331 34,331  

199,673 49,983  

資產淨值 878,387 793,81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40,562 40,562
儲備 621,310 530,932  

661,872 571,494

非控股權益 216,515 222,321  

權益總額 878,387 79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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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資本儲備
認股權證

儲備 換算儲備
購股權
儲備

可換股
債券權益

儲備
認股權證

儲備

累計
（虧損）╱

溢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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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經審核） 8,012 126,941 1,000 – 78,791 998 21,002 62,754 – (10,142) 289,356 210,705 500,061

行使認股權證所發行之
股份 70 2,310 – – – – – – – – 2,380 – 2,380

以股份為基準之
僱員報酬 – – – – – – 5,269 – – – 5,269 – 5,269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70 2,310 – – – – 5,269 – – – 7,649 – 7,649             

本期間（虧損）╱溢利 – – – – – – – – – (442) (442) 9,984 9,542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34) – – – – (34) (34) (68)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34) – – – (442) (476) 9,950 9,47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未經審核） 8,082 129,251 1,000 – 78,791 964 26,271 62,754 – (10,584) 296,529 220,655 517,184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經審核） 40,562 412,074 1,000 – 78,791 1,777 26,229 – – 11,061 571,494 222,321 793,815

發行可換股債券 – – – – – – – 7,492 – – 7,492 – 7,492

發行債券 – – – – – – – – 6,412 – 6,412 – 6,412

股東出資 – – – 84,424 – – – – – – 84,424 – 84,424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 – – 84,424 – – – 7,492 6,412 – 98,328 – 98,328             

本期間虧損 – – – – – – – – – (8,137) (8,137) (5,992) (14,129)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187 – – – – 187 186 373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87 – – – (8,137) (7,950) (5,806) (13,756)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未經審核） 40,562 412,074 1,000 84,424 78,791 1,964 26,229 7,492 6,412 2,924 661,872 216,515 87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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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報告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法例3，經綜合
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日，本公司於開曼群島
撤銷註冊，並根據百慕達法例正式於百慕達以獲豁免公司形式存續，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
日生效。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已更改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本公司之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169號中懋工業大廈2樓B座。

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
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詮釋，
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章所載之披露規定編製。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經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編製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乃與本集團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未經審計之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列呈，除另有指明外，所有價
值均以四捨五入至最接近之千位數（「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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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營業額及其他經營收入

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製作及發行電影、向藝人提供管理服
務及營運影視城及酒店。

倘經濟利益可能將流入本集團，且收入及成本（如適用）可合理地計量，則按下列基準確認收
入╱營業額：

(a) 電影製作及發行收入於電影完成製作及發表電影、發表電影至影院，且金額能夠可靠
地計量時（一般為電影院線向本集團確認分佔票房收益之時）確認。

(b) 特許電影發行及放映權所有產生之收入於享有該等付款項之權利確立時（須視於相關
協議條款而定，一般為向客戶交付電影底片之時）確認。

(c) 管理費用收入及提供服務之收益於提供協定之服務時確認。

(d) 門券收入按顧客同意及放棄門票時確認。

(e) 貨品銷售於擁有權之主要風險及回報轉予買家時確認。

(f) 經營租賃的租金收入在租賃期間所覆蓋的會計期間內以等額確認。或有賺取租金時，
按會計期間內入賬。

(g) 利息收入以實際利率法按時間比例基準確認。

(h) 投資所得股息收入於收取款項之權利確立時確認。

3. 業務分部資料分類

本集團按業務系列管理業務。按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報
告資料致的方式，本集團現時組織成三個經營分部。本集團並無將經營分部合併，以組成下
列可呈報分部。

電影製作及發行以及藝人管理 – 製作及發行電影以及向藝人提供管理服務
影城經營 – 經營影城
酒店經營 – 經營酒店



– 8 –

有關本集團可呈報分部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按可呈報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入╱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電影製作
及發行以及
藝人管理 影城經營 酒店經營 分部間抵銷 總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1,073 1,867 53 – 2,993
來自分部業務間收益 – 10 148 (158) –

     

可呈報分部收入 1,073 1,877 201 (158) 2,993
     

可呈報虧損 (479) (3,600) (4,423) – (8,502)
    

其他經營收入 3,399
註銷子公司之收益 1,254
未分配公司開支 (6,634)
融資成本 (3,326)

 

除所得稅前虧損 (13,809)
 



– 9 –

電影製作
及發行以及
藝人管理 影城經營 酒店經營 總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收入 1,453 1,657 – 3,110

    

可呈報溢利╱（虧損） 587 24,036 (3,661) 20,962
   

其他經營收入 2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884
以公允值於損益表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允價值變動 1,892
未分配公司開支 (10,893)
融資成本 (5,503)

 

除所得稅前溢利 9,542
 

上表報告之年內收入指來自外界客戶及分部間之收入（二零一二年：無任何分部間銷售）。

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產生之溢利╱（虧損），當中並無分配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薪
金、註銷子公司之收益、其他經營收入及融資成本）。此乃為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主
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之計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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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電影製作
及發行以及
藝人管理 影城經營 酒店經營 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資產 38,861 689,090 282,509 1,010,46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91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57,678
未分配公司資產 791 

綜合資產 1,287,845
 

可呈報分部負債 (5,270) (110,947) (73,902) (190,119)   

關連公司之貸款 (6,400)
借貸 (25,000)
所得稅撥備 (3,271)
債券 (68,595)
可換股債券 (80,147)
遞延稅項負債 (34,331)
未分配公司負債 (1,595) 

綜合負債 (409,458)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
核）

可呈報分部資產 24,657 637,624 234,344 896,625   

物業、廠房及設備 7,47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3,481
未分配公司資產 163 

綜合資產 1,007,741
 

可呈報分部負債 (4,466) (42,674) (87,623) (134,763)   

關連公司之貸款 (13,400)
借貸 (25,000)
所得稅撥備 (2,951)
遞延稅項負債 (34,331)
未分配公司負債 (3,481) 

綜合負債 (21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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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監察分類表現及於分類間分配資源：

－ 除公司資產外，所有資產會分配至各可呈報分部；及

－ 除公司負債外，所有負債會分配至各可呈報分部。

其他分部資料

電影製作
及發行以及
藝人管理 影城經營 酒店經營 總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9 160 324 513
預付土地租賃攤銷 – – 1,122 1,122
非流動資產增加 – 58,321 84,565 142,886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68 124 18 510
預付土地租賃攤銷 – – 1,135 1,135
非流動資產增加 – 15,878 7,424 23,302

    

地區資料

本集團所有收入及非流動資產均主要源自中國（即本集團旗下主要公司所處之地點）。

客戶之分佈地區乃按與客戶磋商及訂立合約之地點劃分。來自外部客戶之總收入主要源自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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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財務租賃費用 468 480 938 987
債券利息 1,208 – 1,208 –
可換股債券利息 1,409 2,504 1,409 4,960
須於五年內全數支付之短期借貸利息 953 332 1,961 543

    

4,038 3,316 5,516 6,490

減：在建工程資本化之金額 (634) – (1,236) –
    

3,404 3,316 4,280 6,490
    

期間的加權平均借款資本化比率為2.91%（二零一二年：無）。



– 13 –

5.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
（計入）下列各項：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 – (2,884)
註銷子公司之收益 (1,254) – (1,254) –
工程管理費收入 – – – (26,834)
計入開支中的存貨成本 39 116 215 320
有關租賃物業之經營租賃之最低租
賃付款 955 1,004 1,952 1,45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津貼 3,071 2,675 6,354 5,530
按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準之開支 – – – 5,268
退休福利成本 75 48 143 102

    

3,146 2,723 6,497 10,900
    

6.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就期內之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二年：無）。

由於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內均錄得稅務虧損，故並無就中國外資企業所得稅作出撥
備。於回顧期間內之中國所得稅為本集團 一間附屬公司就其源自中國境內之收入所得，以
10%稅率課稅之稅項（二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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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簿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8,13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42,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股權，有關計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股 千股
（重列）

股份數目
為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56,271 1,295,047
潛在攤薄普通股效應：
購股權 – 55,189
認股權證 – 92,873

  

為計算每股攤簿虧損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56,271 1,443,109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8,13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42,000港元）及期
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約4,056,271,000股（二零一二年：約1,295,047,000股，經重列
以反映本公司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之供股）計算。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可換股債券及認股權證之行使具有反攤薄效應，固
此本公司擁有人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每股攤薄溢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442,000港元及期內尚餘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數約1,443,109,000股（經重列以反映本公司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之供股）計算。

8.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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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物業

本集團投資物業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 513,426 440,775
增加 57,942 64,701
公允價值增加 – 7,950

  

期終賬面淨值 571,368 513,426
  

董事會認為，倘投資房地產以其公平值列值，其金額連同投資房地產預付土地租金部分將不
少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值。董事會擬持有該等物業作賺取租金及╱或資本升值
用途。

10. 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之信貸期一般為30至90日。應收貿易款項﹙扣除呆壞賬撥備﹚之
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345 804
61至90日 90 100
91至180日 614 250
超逾180日 8 8

  

1,057 1,162
  

有關結餘包括賬面值622,000港元之應收款項（二零一二年：258,000港元），有關應收款項於
報告日已逾期，而本集團並無為減值虧損提撥準備。已逾期但並未減值之應收貿易款項涉及
本集團若干過往還款記錄良好之客戶。根據過往經驗，董事相信由於該等客戶之信貸質素並
無重大變動，該等結餘仍被認為可全數收回，故無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虧損撥備。本集團
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抵押品。

董事認為，由於應收貿易款項均於產生後短期內到期，故其公平值與賬面值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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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款項

本集團獲其供應商授予30至60日之信貸期。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

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 12
31至60日 – 17
61至90日 – 1
91至180日 13 20
超逾180日 29 29

  

42 79
  

12. 承擔

(a) 經營租賃承擔

(i)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有以下未來之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到期情況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少於一年 3,430 3,711
第二年至第五年（內含） 13,227 14,169
五年後 106,562 111,128

  

123,219 12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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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資本承擔

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計算：
物業建築（附註(a)） 136,186 107,001
成立合營企業（附註(b)） 2,400 11,400

  

138,586 118,401
  

已批准但未訂約：
物業建築（附註(a)） – 17,037

  

附註：

(a) 興建物業資本承擔是關於在中國佛山興建影視城，主題公園及酒店之資本承擔。有關本
集團與地方政府所簽定之協議，在中國佛山市用以發展旅遊業及相關娛樂業務及酒店經
營之租賃土地之金額。

(b)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本公司其中一間子公司，國藝影視，與獨立第三方簽訂合
營企業協議（「合營協議」）並為發展電影業務而成立一間共同控制實體（「合營公司）。根
據合營協議，合營公司的註冊資本注資額為19,000,000港元，國藝影視持有當中的60%，
於二零一三年間，國藝影視已於合營公司注入9,000,000港元，其餘的2,400,000港元於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以資本承擔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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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西樵山國藝影視城」項目

本集團位於廣東省佛山市的「西樵山國藝影視城」（前稱為「西樵山夢工場」）項目，已開發
之土地總面積達444,000平方米，是借鑒世界級影城，以休閒渡假及電影拍攝場地等國際
成功的元素，匯集拍攝場地及酒店等觀光和遊玩設施於一身的獨特影視城。

• 電影拍攝基地

電影拍攝基地是整個「西樵山國藝影視城」的核心項目，也是華南區內最真實細緻、
配套設施最優秀完備的電影拍攝基地。拍攝基地佔地約374,000平方米，包括一個
120,000平方米的湖泊。其中佔地33,350平方米的香港景區，率先於去年八月落成啟
用，重現三十至六十年代舊香港街景。本集團投資的年度鉅片《葉問－終極一戰》，更
是首部於香港景區實地取景拍攝的電影。

影城已局部開放給已選的製作團隊，包括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製作團隊。影城尚未正
式對外開放，但本集團初試水溫，於去年萬聖節、聖誕節及新年期間，局部開放舉行
節日派對，三個節日只開放共十天，但已吸引逾10,000名市民進場，反應非常熱烈。
集團正考慮定期於影城內舉辦主題派對活動，藉此宣傳西樵山國藝影視城。

其他拍攝景區將在今明兩年全面竣工。包括預期於二零一三年下半年落成的上海景
區、廣州景區、古大宅及明清宮、預期二零一三年年底落成的御花園、江南水鄉及清
明上河圖及預期二零一四年落成的北京老街、四合院及外國街。電影拍攝基地可為中
港兩地劇組提供多元化又實用的場景，加上地理位置優越、氣候相宜，相信可以吸引
不少內地及香港的影視製作公司。香港景區目前已接獲超過三家影視製作公司確定
租用。影城將準備在二零一四年年年初對外開放，為本集團帶來另一項收入來源。集
團預計未來影城的收益將會增加，為集團帶來可觀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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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影城旁設有兩所酒店，分別名為國藝渡假酒店和國藝精品酒店，由豪華套房到標準經
濟房，不同價格的房間以滿足遊客的需求。國藝渡假酒店將於今年底正式落成啟用。
酒店提供353間套房，設計以現代歐陸式為主，並融入希臘色彩元素，將會是區內最
豪華、最富特色的酒店。毗鄰的國藝精品酒店，提供約440個房間，將於今年第三季動
工興建，預計二零一四年下半年落成。

• 「黃大仙祠」及「地藏殿」

西樵「黃大仙祠」及「地藏殿」於二零一一年七月竣工，祠內供奉全球最重的千足金黃
大仙聖像供善信及遊客參觀，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每月平均錄得5,000至10,000
人次入場，本集團早前與西樵鎮人民政府簽訂協議轉讓「黃大仙祠」及「地藏殿」之擁
有權，其代價為未來40年本集團可每年向黃大仙祠收取70%的收入作還款，同時本集
團亦獲得地方政府作出人民幣7,470萬元的還款保證。

電影製作

本集團構思及製作多時的電影《葉問－終極一戰》在年初完成拍攝。演員陣容包括影帝黃
秋生及曾志偉，其他演員有影后袁詠儀、洪天明、鍾欣桐及本集團旗下藝人周定宇等。電
影回顧傳奇詠春宗師葉問先生晚年在香港的生活，被獲選為今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開
幕電影，更成為第十五屆「烏甸尼斯遠東電影節」的競賽單元入圍電影。該電影在本年度
三月於香港和內地公映，並發行至海外市場，掀起了新一輪的功夫熱潮。

本集團認為該片能加強西樵山國藝影視城的知名度，帶動旅客人流，同時吸引電影製作公
司租用影城之拍攝景區，發揮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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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院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國藝影視製作有限公司（「國藝影視」）與澳門合作夥伴，在珠海市交
通樞紐地段的大型商場合作發展電影院業務，而國藝影視將持有合營公司60%之權益。該
影院將設有8個銀幕，合共提供730多個座位，預計影院將於今年下半年開幕，令本集團的
娛樂文化產業得以更全面發展。

藝人管理

除本集團製作之電影外，本集團旗下藝人周定宇、杜宇航及陳嘉桓亦會於未來擔綱演出不
同電影和電視劇，本集團同時會為他們物色合適之機構參與代言及廣告拍攝。去年八月加
盟本集團的周定宇，曾獲選為二零一一年度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並有參與演出本集團投資
的電影《葉問－終極一戰》。

未來展望

雖然國內經濟增長有所放緩，不過中國電影行業於二零一三年仍處高增長期，加上中央政
府積極推動一系列的旅遊及文化產業政策，為本集團在電影及娛樂事業構建利好的經營
環境，本集團對電影業充滿信心，並會繼續加強發展。

至於旅遊方面，據廣東省旅遊局公佈的統計數字，二零一二年廣東省全年旅遊總收入為
7,389億元人民幣，比前年增長14.7%，與全國各省的總收入比較，廣東省由二零一一年的
第二名，躍升至今年的第一名。本集團相信隨著「西樵山夢工場」各項目的落成，將會吸引
更多遊客前往參觀，成為廣東省短線遊的全新景點。

財務回顧

業績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3,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營業額減少4%。營業額
主要源自於電影及藝人管理業務，當中部分收入來自中國影城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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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其他經營收入減少約26,800,000港元，主要因為(i)本期間之註銷子公司之收益
約1,300,000港元；(ii)上期間有一次性來自一間在中國佛山市的地方政府公司之工程管理
收入，約為26,800,000港元；及(iii)上期間有出售香港物業之收益約2,900,000港元。

回顧期間之員工成本由去年同期約10,900,000港元降至約6,500,000港元。員工成本下降約
4,400,000港元，主要由於回顧期間內並無確認購股權費用。

回顧期間之財務成本下降約2,200,000港元，主要因為本回顧期間之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支
出減少。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約13,800,000港元，上年同期則錄得
溢利額約9,500,000港元。本期間所錄得虧損主要由於上述之其他經營收入減少。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 312,573 198,546
流動負債 209,785 163,943

  

流動比率 149.0% 121.1%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為149.0%（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1.1%）。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現金結餘約有269,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57,500,000港元）。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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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及負債比率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七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本公司股本僅包含普通股。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共有4,056,270,695股已發行及繳足股款普通股。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
相對

百分比 金額
相對

百分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關聯公司之貸款 6,400 0.6% 13,400 1.6%
借貸 25,000 2.3% 25,000 2.9%
債券 68,595 6.4% – –
可換股債券 80,147 7.4% – –
財務租賃承擔 18,566 1.7% 17,613 2.1%

    

借款總額 198,708 18.4% 56,013 6.6%
股東權益 878,387 81.6% 793,815 93.4%

    

所運用之資本總額 1,077,095 100.0% 849,828 100.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約為18.4%（二零一二年：6.6%）。負債比率
上升是因為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所發行之債券及可換股債券所致。若撇除債券（負
債部份）68,600,000港元及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80,100,000港元，期內負債比率僅為5.4%
（二零一二年：6.6%）。

發行債券，非上市認股權證及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本公司發行(i)本金金額為78,775,000港元之債券，代價為港
幣78,775,000港元，78,775,000份非上市認股權證將發行予債券之首批登記持有人，彼等
毋須支付額外款項，一份認股權證等於每1.00港元認購的債券本金金額；及(ii)本金金額
為92,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債券及可換股債券圴按年利率7.5％計息，並於的發行日
兩年後償還。



– 23 –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乃以港元為呈報貨幣。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大部分交
易、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及人民幣結算。於回顧期間，因本集團分別以港元、人民幣收款
及付款，故淨人民幣風險並不重大。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重大匯兌風險，故
此，本集團在回顧期間並無進行外匯對沖交易。

承擔

集團之承擔詳情載列於附註12。

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披露於報告日後事項段落內，本集團於回顧期並無收購或出售任何主要附屬公司及相
聯公司。

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性資產計劃

除披露於報告日後事項段落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性資產計劃。

報告日後事項

收購嶺盈有限公司及太平洋拓展有限公司各自股本之49%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冼先生訂立收購協議，由本公司收購嶺盈有限公司
及太平洋拓展有限公司各自49股股份（相當於該兩間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49%），代價為
550,000,000港元，其中130,000,000港元以現金支付，以及420,000,000港元透過發行可轉
換為3,750,000,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股份之可換股債券支付（「收購事
項」）。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收購事項尚未完成，而收購事項之其他詳情載於二零
一三年七月九日之公佈。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向一間關聯公司作出金額為6,4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3,400,000港元）之公司擔保，作為國藝影視獲授若干貸款之擔保。由於
董事認為本公司有足夠現金資源償還到期的貸款，且本公司不大可能因該擔保合約而被
申索，因此並無就本公司於擔保合約下的責任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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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誠如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規定，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
委員會」），並具有書面職權範圍，清楚列明其權責。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
之年報及賬目、半年報告及季度報告，並與管理層討論有關核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之
事宜。審核委員會成員現時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崔志仁先生（主席）、陳天立
先生及黃龍德教授。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認為業
績已遵照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並已作出充份披露。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以為股東帶來最大利益，同時提高對權益關
涉者之透明度及問責性。就此，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創業
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44(2)條編製企業管治報告，並載於本公司之二零一二
年年報內。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並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48至5.67條所訂之規定交易標準。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全體董事已
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有關規定交易標準及本公司
所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承董事會命
國藝娛樂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兼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羅寶兒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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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包括以下人士：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冼國林先生

副主席兼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羅寶兒小姐

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林國興先生

執行董事：
周啟榮先生
冼灝怡小姐

非執行董事：
李䤼洪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天立先生
崔志仁先生
黃龍德教授

本公佈將由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七日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頁
刊載。本公告亦會在本公司網站（www.nationalarts.hk/announcements）刊載及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