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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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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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第一季度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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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新興性質使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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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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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國藝娛樂文化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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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
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之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53,995 11,717
其他收入 3 206 44
員工成本 (10,979) (9,58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40) (2,533)
預付土地租賃攤銷 (3,439) (4,361)
其他經營費用 (24,026) (12,434)
融資成本 4 (35,161) (26,086)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95)
分佔一間合營公司（虧損）╱溢利 (134) 143

除所得稅前虧損 5 (22,378) (43,192)
所得稅開支 6 — —

本期間虧損 (22,378) (43,192)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時產生的匯兌差額 3,981 1,89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3,981 1,890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18,397) (41,302)

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2,375) (43,192)
非控股權益 (3) —

(22,378) (43,192)

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8,394) (41,302)
非控股權益 (3) —

(18,397) (41,302)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7 (0.56港仙) (1.3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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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國藝娛樂文化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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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的註冊辦事處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位於香港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西翼30樓3011B–3012室。

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電影製作及發行、提供
藝人管理服務、活動統籌及經營影視城和酒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下文統稱為本集團。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呈列，除另有指明外，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
至最接近的千位數（「千港元」）。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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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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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與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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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收入及其他收入

期內確認來自本集團主要業務的收入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藝人管理費收入 176 318
酒店房間收入 3,694 3,055
餐飲收入 8,272 2,714
門券收入 17,997 3,137
租金收入 13,298 1,914
活動收入 9,045 —

旅遊相關產品銷售 32 —

貨品銷售 1,106 355
附設服務 375 224

53,995 11,717

其他收入
其他 206 44

54,201 1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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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租賃費用 514 546

債券利息 16,650 9,780

可換股債券利息 2,679 5,954

承兌票據利息 2,340 2,280

股東貸款的利息 9,581 3,897

一間關聯公司貸款的利息 — 341

其他無抵押借貸利息 2,123 3,226

其他有抵押借貸利息 1,211 —

有抵押銀行借貸利息 63 62

35,161 26,086

5.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核數師酬金 175 175
預付土地租賃攤銷 3,439 4,36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40 2,533

僱員福利開支 

（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及津貼 10,925 8,880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4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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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此等期間之
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六年：無）。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均錄得稅務虧損，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
作出撥備。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的稅項乃按相關司法權區的當前稅率計算。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22,375,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43,192,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約3,998,389,000股（二零一六年：約3,331,723,000股）計算。由於行使購股權、認股權證及
可換股債券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
損的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9. 未經審核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特別 
儲備

實繳 
盈餘

物業重
估 

儲備
換算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可換股債
券 

權益儲備
累計 
虧損 小計

非控股 
權益應

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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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333,172 663,770 1,000 78,791 415,357 (78,579) 26,229 80,081 (589,678) 930,143 239 930,382

本期間虧損 — — — — — — — — (43,192) (43,192) — (43,192)

換算海外業務報表時產生的 
匯兌差額 — — — — — 1,890 — — — 1,890 — 1,890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333,172 663,770 1,000 78,791 415,357 (76,689) 26,229 80,081 (632,870) 888,841 239 889,080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399,839 731,706 1,000 78,791 405,015 (147,458) 26,229 15,597 (870,979) 639,740 238 639,978

本期間虧損 — — — — — — — — (22,375) (22,375) (3) (22,378)

購股權失效 — — — — — — (833) — 833 — — —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時產生的 
匯兌差額 — — — — — 3,981 — — — 3,981 — 3,981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399,839 731,706 1,000 78,791 405,015 (143,477) 25,396 15,597 (892,521) 621,346 235 62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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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收入約54,000,000港元，較上一期間的收入上升360.83%。收入主要來
自入場人數大幅上升帶來的入場費收入，以及電影製作隊使用拍攝場地帶來的租金收入，而部
分收入則來自中國的貨品銷售、拍攝支援服務及酒店房間收入，以及香港的藝人管理及活動統
籌業務。

回顧期間的員工成本由上一期間約9,590,000港元增加至約10,980,000港元。員工成本增加約
1,390,000港元。

回顧期間的融資成本增加約9,080,000港元，乃來自二零一六年發行的新增債券利息支出及二零
一六年和二零一七年發行的新增其他借貸利息支出。

回顧期間的其他經營費用由上一期間約12,430,000港元增加至約24,030,000港元。其他經營費用
增加約11,600,000港元乃主要由於為應付遊客增長，酒店及影視城所消耗之食品、材料及其他快
銷消費品等之直接成本有所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約為22,380,000港元以及扣除物
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和土地租賃預付款攤銷前虧損淨額約為16,09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下跌分別約20,810,000港元及20,190,000港元。虧損淨額改善乃由於入場
人數及相關收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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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該項目」），已開發土地總面積達444,000平
方米，是匯集電影拍攝場地、主題樂園、酒店、表演場館等觀光和遊玩設施於一身。

於回顧期間，西樵山國藝影視城（「該影視城」）已舉辦二零一七年農曆新年節慶活動及戶外雪樂
園活動，成功吸引約270,000的入場人次，較上一期增長548.06%。下雪樂活動為中國首個世界級
以雪為主題的活動，加上包括華南首條長達150米的戶外滑雪道，掀起全城熱話。該影視城參考
照荷蘭文化，舉行風車節活動。活動包括手製微型風車、荷蘭風格音樂及舞蹈表演等。預料此
活動將吸引大量旅客。

除上述活動外，本集團已引入新的娛樂設備，尤其是虛擬實景遊戲為遊客提供更有投入感的互
動體驗，並已成為最受歡迎的娛樂設備之一。本集團計劃擴展虛擬實景遊戲的場地，提供更高
科技設備及更多場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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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為知名流行的主題公園，本集團將繼續參考其他國家的文化，並開發更多特色活動，以為
我們的利益相關者產生更優厚的收入。

電影拍攝基地

電影拍攝基地是西樵山國藝影視城項目的核心項目，佔地374,000平方米，包括面積120,000平方
米的湖泊水景及多間室內外攝影棚，配備最頂尖及全面的配套設施，以為華南及海外拍攝團隊
提供最真實細緻的場景。

於二零一七年首三個月期間，憑藉拍攝基地場景選擇豐富，地理位置優越和配套服務多功能，
因而約16個製作隊伍於拍攝基地進行拍攝。

隨著電影製作及批發業務發展，對室內的攝影棚及配套服務的需求大大提升。本集團正在開發
高配備的室內攝影棚，令製作隊伍的場景選擇更加豐富。高配備的室內攝影棚即將完工。此外，
本集團正尋求與資源雄厚的公司合作，以提供更全面的配套服務（如拍攝設備租賃、專業編輯
等），以提昇本集團的競爭優勢。

婚紗攝影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第四季與國內一個著名的婚紗攝影連鎖集團達成協議，發展其全新的婚紗
攝影業務。據此，本集團出租該影視城佔地約20畝（13,333.33平方米）的範圍，租期12年，及婚紗
攝影公司已投資人民幣10,000,000元興建多個不同風格的景區，如歐式、韓式、日式等，確保每
年至少有28,800對新人進入景區拍攝婚紗照。預料此項安排自二零一六年起每年產生的收入將
不少於約人民幣1,200,000元。

此外，本集團正與若干珠寶、中西式禮餅、中式結婚禮服及婚禮籌辦公司磋商，為新人提供一
站式婚禮服務。該影視城預期將成為全面的結婚熱門勝地。

酒店

毗鄰該影視城的五星級酒店即國藝度假酒店（該酒店），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正式開業。該酒
店提供350間客房，包括豪華套房及經濟實惠的標準房。此外，該酒店配備各類康樂設施，如水
療中心、現代游泳池及棋藝室。除康樂設施外，該酒店亦提供商務中心、會議室及演講廳。

隨著該酒店及該影視城的發展漸趨成熟、其知名度日增、旅客人數不斷上漲，本集團將引入美
容服務、燒烤設備等額外設施和其他康樂設施。至於飲食方面，本集團將提供更多餐飲選擇及
維持優質食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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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製作

娛樂文化是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價值。本集團矢志製作及投資電影及網上電視節目，以傳揚文化
及娛樂。

由本集團投資的電影《葉問 — 終極一戰》獲選為二零一三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開幕電影，並
獲選為「第二十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的推薦電影，而《男人唔可以窮》亦於萬像國際華語電
影節勇奪最佳中低成本製作電影大獎，實在成就非凡，令人鼓舞。

於二零一六年，本集團投資了一套慈善電影《我們的6E班》，該電影正處於後期製作階段，快將
於電影院上映。《我們的6E班》的題材與目前社會現況息息相關，極具教育意義。本集團深信該
電影在行內有望搶佔若干市場票房，並提升本集團的企業形像及品牌知名度。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投資的電影《死黨》及網上電視節目《上山吧！兄弟》及《放開那個魔獸》將於
二零一七年分別於電影院及互聯網上映。

電影院

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國藝影視製作有限公司（「國藝影視」）與其合營企業在中國廣東珠海市
中心的大型商場合作發展電影院業務。

國藝影視持有合營企業60%股本權益。該電影院設有八個銀幕，提供合共逾730個座位，並已自
二零一四年五月起投入營運，令本集團的娛樂文化業務得以更全面發展。

藝人管理

為增加本集團旗下藝人陳嘉桓、阮頌揚、周嘉莉、葉芷如等的曝光率，本集團已安排多項演出
機會，包括參演慈善電影《我們的6E班》、網上電視節目《上山吧!兄弟》、舞台劇，以及擔當農歷
新年節慶活動及二零一六年馬拉松活動的節目主持。

除此之外，本集團的藝人將出演及參與多個節目及活動。本集團亦會為彼等物色合適的機會，
擔任品牌代言人和參與廣告攝影和戲劇。

國內電影市場龐大，本集團未來會繼續羅致有潛質的藝人，以應對龐大的市場需求，並會擴大
藝人管理分部，以冀成為本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外匯風險

本集團以港元作為呈報貨幣。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報告期間，本集團大部分
交易、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及人民幣結算。回顧期間內，因本集團分別以港元及人民幣收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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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故人民幣風險淨額並不重大。董事會認為，本集團面臨的匯兌風險並不重大，故於期內
並無進行對沖交易。

或然負債

根據盛麟有限公司（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與中國佛山市地方機關就租賃土地發展旅遊業務以
及相關娛樂業務及酒店業務而簽訂的土地租賃協議，本集團須向有關項目投資不少於人民幣
300,000,000元，或本集團須向地方機關支付人民幣4,000,000元作為賠償金。有關項目須分別於簽
訂租賃協議日期起計三年及四年內竣工及投入營運。本公司董事認為應能達成租賃協議所載的
條件，因此毋須就負債作出撥備。

完成主要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本公司與分別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中國認購人訂立股東認購協議及
中國認購協議。根據股東認購協議及中國認購協議，按將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舉行的本公司
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向本公司獨立股東建議尋求的特別授權下，合共500,091,740
股認購股份將予配發及發行。認購事項須待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後方告
完成。倘有關條件未獲達成，認購事項將不會進行。認購事項的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
年一月二十日的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的通函內披露。認購股份於二零一
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交易時段結束後發行。

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性資產計劃茲提述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公告及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澄清公告，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盛麟有限公司與佛山市騰藝文化
傳播有限公司訂立共同合作協議，內容有關共同合作開發該影視城儒溪地塊的水上樂園生態旅
遊項目。

該水上樂園生態旅遊項目正處於磋商及草擬階段，若有任何進展將盡快通知股東。

除已披露外，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性資產計劃。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唯一股東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有條件地採納及批准首
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計劃。有關的主要條款載於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月九日之本公司招股章程
附錄四內。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一項新的購股權
計劃（「新購股權計劃」）獲採納，而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計劃被終止。新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
款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發出之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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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計劃授出而可認購本公司合共12,885,263
股股份之購股權尚未獲行使。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計劃詳情如
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人類別
每股 

行使價 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期內註銷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港元）

董事 3.66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 33,292 — — — — 33,292

董事 3.38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 91,905 — — — — 91,905

董事 2.89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 11,971,128 — — — — 11,971,128

其他參與人士 3.66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 249,698 — — — — 249,698

其他參與人士 2.89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 539,240 — — — — 539,240

總數 12,885,263 — — — — 12,885,263

新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之決議
案，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之計劃限額已更新至最多
288,838,948股股份，為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之10%（即2,888,389,483股已發行股份）（根
據新購股權計劃之前授出、尚未行使、註銷、失效或行使之購股權除外）（「更新計劃限額」）；及
授權董事全權酌情根據新購股權計劃之規則授出可認購股份之購股權，數額以更新計劃限額為
限；於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時，配發、發行及處理股份，數額以更新計劃
限額為限；及因應於更新計劃限額範圍內執行新購股權計劃作出有關行動及簽立有關文件。

(i) 新購股權計劃目的

新計劃旨在吸引及挽留最優秀的人才、向經甄選人士提供額外獎勵，以及推動本集團業務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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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合資格參與者

新購股權計劃的參與者包括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僱員、董事、股東、供應商、
客戶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向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提供研發或其他技術支援或任何
有價值服務的代理、顧問、專業顧問、策略師、承辦商、分承辦商、專家或實體；任何已發
行證券的持有人。

(iii) 最高股份數目

根據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之決
議案，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之計劃限額已更新至最
多288,838,948股股份，佔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即2,888,389,483股已發行股份）之10%
（根據新購股權計劃之前授出、尚未行使、註銷、失效或行使之購股權除外）（「更新計劃限
額」）及佔於本年報日期已發行股份（即3,998,389,482股股份）約7.22%；及授權董事全權酌情
根據新購股權計劃之規則授出可認購股份之購股權，數額以更新計劃限額為限；於根據新
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時，配發、發行及處理股份，數額以更新計劃限額為限；
及因應於更新計劃限額範圍內執行新購股權計劃作出有關行動及簽立有關文件。

(iv) 每名合資格參考者可獲授權益上限

倘若授予合資格參與者之購股權於截至建議授出日期（包括當日）止12個月期間獲全面行
使，將導致該人士可獲授權益上限超逾當時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已發行股份及可發行股份總
數之1%，則該合資格參與者不獲授予購股權，惟獲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預先批准者除外。如
合資格參與者為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及符合以下情況，
均不得獲授購股權（惟購股權授予已經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預先批准者除外）：根據新
購股權計劃，已經及將會授予該等人士之購股權獲全面行使後將導致已經及將予發行股份
之數目於截至及包括預計授出日期止前12個月期間（包括授出日期）：(a)合計超逾已發行股
份數目0.1%；及(b)根據相關購股權計劃，每次授出購股權予該人士之有關日期於聯交所之
每日報價表所列之股份收市價計算，總值超逾5,000,000港元。

(v) 購股權年期

參與者可於行使期（即根據新計劃授出相關新購股權的日期起計不超過10年）內，隨時透過
向本公司送交已按董事會批准的形式妥為簽署的通知（連同就將予認購的每股新股份支付
的全數行使價款項），並送交新購股權證書以供修訂或註銷，以行使全部或部分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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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行使前須持有購股權之最短期限

根據新計劃，不得於行使期屆滿後提呈可獲接納或可供接納的新購股權。

(vii) 就接納購股權之付款

承授人於接納購股權建議時須向本公司支付1港元。購股權建議將可於授出建議日期起計14
天內予以接納。

(viii) 釐定行使價之基準

新計劃下的股份行使價將由董事會於提呈授出新購股權時全權酌情釐定，惟認購價無論如
何最少須為下列三者中的較高者：(i)股份於提呈授出日期（必須為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
價表所報的收市價；(ii)股份於緊接提呈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的
平均收市價；及(iii)股份面值。

(ix) 計劃之餘下年期

新計劃於新計劃成為無條件之日起計10年內有效。董事會可隨時修訂新計劃的任何條文，
或撤回或以其他方式終止新計劃，惟除非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否則不得作出任何有
利於任何參與者的修訂。所有有關終止前已授出但當時尚未行使的新購股權將繼續有效，
並受限於新計劃的條款及可根據該等條款行使。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可認購本公司合共10,114,812股股份之購股
權尚未獲行使。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新購股權計劃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人類別
每股 

行使價 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期內註銷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港元）

董事 7.62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8,232,987 — — — — 8,232,987

董事 5.59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605,025 — — (605,025) — —

其他參與人士 7.62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1,881,825 — — — — 1,881,825

其他參與人士 5.59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67,225 — — (67,225) — —

總數 10,787,062 — — (672,250) — 10,11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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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擁有之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上述
人士根據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之規定須登記於所述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5.67條之
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1.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 

股份數量
於受控制 

公司之權益 總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百分比 
（附註1）

(a) 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
通股）

冼國林先生（「冼先生」）（附註2）實益擁有人 783,473,000 — 783,473,000 19.59%

配偶權益 23,352,000 — 23,352,000 0.58%

羅寶兒女士（「羅女士」）（附註3）實益擁有人 23,352,000 — 23,352,000 0.58%

配偶權益 783,473,000 — 783,473,000 19.59%

附註1： 此乃基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全部已發行股份（即3,998,389,482股）

附註2：  冼先生於有783,473,000股股份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19.59%。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2及第3分部，冼先生（羅女士之配偶）被視為於羅女士擁有權益之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附註3：  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及第3分部，羅女士為冼先生之配偶，故羅女士被視為於冼先生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或當作擁有權益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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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冼先生 實益擁有人 567,991,230（附註3） 14.21%

配偶權益（附註2） 7,342,483 0.18%

羅女士 實益擁有人 7,342,483（附註5） 0.18%

配偶權益（附註4） 567,991,230 14.21%

冼灝怡女士 實益擁有人 1,344,161（附註6） 0.03%

周啟榮先生 實益擁有人 83,695（附註7） 0.002%

陳天立先生 實益擁有人 67,024（附註8） 0.002%

黃龍德教授 實益擁有人 67,024（附註9） 0.002%

崔志仁先生 實益擁有人 66,896（附註10） 0.002%

李䤼洪先生 實益擁有人 33,466（附註11） 0.001%

附註：

1. 此乃基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即3,998,389,482股股份）。

2. 僅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及3分部而言，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冼先生（羅女士之配偶）被視為於羅女士擁
有權益的全部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該等相關股份指(i)於根據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採納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終止之購股權
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授予冼先生的實物結算購股權獲行使
後將予發行之7,964,160股股份，據此，冼先生可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期間
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2.89港元；(ii)於根據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新
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授予冼先生的實物結算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3,360,403股
股份，據此冼先生可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
價為每股7.62港元及(iii)556,666,667股相關股份，可由冼先生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至二零一八年四月
十四日期間行使，行使價為每股0.18港元。

4. 僅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及3分部而言，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羅女士為冼先生之配偶及被視為於冼先生
擁有權益的全部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5. 該等相關股份指(i)於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授予羅女士的實物結
算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3,982,080股股份，據此，羅女士可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二零
年九月二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2.89港元及(ii)於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
十八日授予羅女士的實物結算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3,360,403股股份，據此羅女士可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7.6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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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該等相關股份指於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授予冼灝怡女士的實物結算購股權獲
行使後將予發行之1,344,161股股份，據此冼女士可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七
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7.62港元。

7. 該等相關股份指(i)於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授予周啟榮先生的實
物結算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24,888股股份，據此，周先生可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二
零年九月二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2.89港元及(ii)於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
二十八日授予周先生的實物結算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58,807股股份，據此周先生可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7.62港元。

8. 該等相關股份指(i)於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授予陳天立先生的實物
結算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33,420股股份，據此，陳先生可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至二零二零年
五月十九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3.38港元及(ii)於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
十八日授予陳先生的實物結算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33,604股股份，據此陳先生可於二零一二年三
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7.62港元。

9. 該等相關股份指(i)於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授予黃龍德教授的實物
結算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33,420股股份，據此，黃教授可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至二零二零年
五月十九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3.38港元及(ii)於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
十八日授予黃教授的實物結算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33,604股股份，據此黃教授可於二零一二年三
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7.62港元。

10. 該等相關股份指(i)於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授予崔志仁先生的實物
結算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33,292股股份，據此，崔先生可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至二零二零年
五月十二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3.66港元及(ii)於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
十八日授予崔先生的實物結算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33,604股股份，據此崔先生可於二零一二年三
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7.62港元。

11. 該等相關股份指(i)於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授予李䤼洪先生的實物
結算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25,065股股份，據此，李先生可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至二零二零年
五月十九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3.38港元及(ii)於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
十八日授予李先生的實物結算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8,401股股份，據此李先生可於二零一二年三
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期間行使前述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7.6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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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本公司債券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債券之貨幣 債券之面值或單位 債券金額

冼先生 實益擁有人 港元 581,262,000 598,549,000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
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
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包括上
述人士根據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規定須登記於所述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
條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
冊所記錄，或本公司已獲知會，下列人士或法團（除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外）於本公司之股份
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1.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姓名 身份 持有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百分比 
（附註）

謝欣禮 實益擁有人 563,547,600 14.09%

附註： 此乃根據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已發行股份（即3,998,389,482股股份）計算。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獲任何人士（除本公司董事或主要
行政人員外）通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入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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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董事會各董事（「董事」）相信，僱員質素對本集團持續發展及改善盈利能力至關重要。本集團的
僱員薪酬乃按工作表現、資歷及當時行業慣例釐定。除基本薪金及強制性公積金外，本集團亦
提供醫療保障計劃及購股權等員工福利。

薪酬委員會已定期審閱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並經參考市場條款、公司表現及個人資歷及表現後
釐定董事會薪酬。本集團目標為招聘、挽留及發展致力於本集團長遠成功發展的有能之士。僱
員的薪酬及其他福利已每年審閱，以符合市場狀況及趨勢，並以資歷、經驗、職責及表現為基
準。董事及主要管理層的現時薪酬乃按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回顧年內，本集團並無面臨
與其僱員有關的重大問題，或因勞資糾紛而導致營運所阻，亦無於招聘及挽留具經驗員工方面
遇到任何困難。董事相信本集團與其僱員工作關係良好。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構
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成立審核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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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中期報告及季度報告，並與管理
層就有關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議題進行磋商。審核委員會現時成員包括四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分別為崔志仁先生（主席）、陳天立先生、黃龍德教授及李傑之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
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認為有關業績已遵照適用之
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 18 –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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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方面，就董事會所知，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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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載於本公司之二零一六年年報
內。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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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
至5.67條所載之規定交易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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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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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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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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寶兒女士

副主席兼執行董事：  
周啟榮先生

執行董事：  
冼灝怡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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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傑之先生

本公佈載有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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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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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足以
致使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佈將自其刊發日期起計一連最少七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一
頁及本公司網站www.nationalarts.hk「投資者關係」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