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

資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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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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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本報告所載資料乃遵照《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發，旨在提供有關寰亞傳媒集團有限公

司之資料。寰亞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沒有誤導或欺詐成

份，且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當中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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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資料

註冊成立地點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於百慕達存續

董事會
執行董事
林建岳（主席）

陳志光

呂兆泉

葉采得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志遠

吳志豪

張曦

審核委員會
陳志遠（主席）

吳志豪

張曦

提名委員會
張曦（主席）

陳志遠

呂兆泉

吳志豪

葉采得

薪酬委員會
陳志遠（主席）

呂兆泉

吳志豪

葉采得

張曦

授權代表
呂兆泉

劉小梅

監察主任
呂兆泉

公司秘書
劉小梅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九龍

長沙灣道680號
麗新商業中心

11樓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Conyers Corporate Services (Bermuda) Limited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號舖

獨立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主要往來銀行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上市資料
上市地點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

股份代號
8075

買賣單位
4,000 股股份

網址
www.mediaasia.com

投資者關係
電話：(852) 2370 5825
傳真：(852) 2743 8459
電郵：cosec@media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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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亞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

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85,443 85,561 377,385 384,810
銷售成本  (58,272) (30,310) (325,303) (382,857)

毛利  27,171 55,251 52,082 1,953
其他收入  1,176 2,343 3,512 7,193
市場推廣開支  1,109 (25,354) (14,266) (88,788)
行政開支  (34,454) (40,035) (105,585) (122,968)
其他營運收益  (1,629) 1,008 7,041 29,168
其他營運開支  (1,646) — (4,763) (313)

經營業務虧損  (8,273) (6,787) (61,979) (173,755)
融資成本 4 (3,762) (6,427) (11,767) (19,712)
分佔合營企業之溢利及虧損  (550) (372) (3,242) (3,346)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溢利及虧損  93 1 206 —

除稅前虧損  (12,492) (13,585) (76,782) (196,813)
所得稅開支 5 (208) (156) (319) (621)

期內虧損  (12,700) (13,741) (77,101) (197,434)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904) (11,461) (75,816) (191,210)
 非控股權益  (1,796) (2,280) (1,285) (6,224)

  (12,700) (13,741) (77,101) (197,4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每股虧損 6
 基本及攤薄（港仙）  (0.51) (0.54) (3.55)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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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12,700) (13,741) (77,101) (197,434)

以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713 2,184 (969) (39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1,987) (11,557) (78,070) (197,829)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305) (9,261) (76,708) (191,498)

 非控股權益 (1,682) (2,296) (1,362) (6,331)

 (11,987) (11,557) (78,070) (197,829)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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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繳入盈餘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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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經審核） 21,361 633,661 95,191 — (8,903) (376,776) 364,534 (18,768) 345,766

期內虧損 — — — — — (75,816) (75,816) (1,285) (77,101)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 — — — (892) — (892) (77) (969)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892) (75,816) (76,708) (1,362) (78,070)

一名非控股股東注資 — — — — — — — 858 858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1,361 633,661 95,191 — (9,795) (452,592) 287,826 (19,272) 268,554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一日（經審核） 21,361 633,661 95,191 71,454 (8,631) (174,727) 638,309 (10,693) 627,616

期內虧損 — — — — — (191,210) (191,210) (6,224) (197,434)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 — — — (288) — (288) (107) (39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288) (191,210) (191,498) (6,331) (197,829)

一名非控股股東注資 — — — — — — — 2,362 2,362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1,361 633,661 95,191 71,454 (8,919) (365,937) 446,811 (14,662) 43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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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九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

公司。通過撤銷於開曼群島之註冊，並根據百慕達法例以獲豁免公司形式存續，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日遷冊往百慕達。其註冊辦事處之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普通股自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起在聯交所GEM

上市及買賣。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從事電影製作及發行；舉辦、管理及製作演唱

會及現場表演；藝人管理；製作及發行電視節目；音樂製作及出版；授權媒體內容；提供策劃及管理

文化、娛樂及現場表演項目之顧問服務。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GEM上市規則及

香港公司條例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截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應與本公司

截至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及截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一併

閱讀。



6

簡明綜合第三季度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第三季度報告2018-2019

3.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內本集團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娛樂活動收入 59,159 23,212 136,213 147,128

 唱片銷售、版權收入以及音樂出版

  及版權發行佣金收入 6,199 8,136 20,808 24,809

 藝人管理費收入 1,529 6,399 6,129 20,068

 電影及電視節目產品及電影版權

  發行佣金收入及版權費收入 18,556 47,814 214,235 192,805

 85,443 85,561 377,385 384,810

4.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

— 一間中間控股公司之貸款 4,029 —

—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7,738 —

— 台固可換股票據 — 8,476

— 特別授權之可換股票據 — 11,236

 11,767 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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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於回顧期間內並無就

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

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及根據其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而計算。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稅項撥備

 即期 — 香港

  期內支出 —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2) (9)

 即期 — 其他地區

  期內支出 341 762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32)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319 621

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0,904) (11,461) (75,816) (1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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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續）
 股份數目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所用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136,056 2,136,056 2,136,056 2,136,056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0.51) (0.54) (3.55) (8.95)

由於期內概無潛在普通股發行在外，故並無對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呈列之每

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調整。

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尚未交割之台固可換股票據及特別授權之可換股票

據之影響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有反攤薄作用，故並未就有關期內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

作出攤薄調整。

7.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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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止同期九

個月（「同期」）約384,810,000港元減少約1.9%至約377,385,000港元。

本期間之銷售成本減少至約325,303,000港元，而同期則約為382,857,000港元。本集團本期間之市場推廣

開支減少至約14,266,000港元，而同期則約為88,788,000港元。上述開支減少乃由於本期間上映之大型電

影數量減少所致。本期間之行政開支減少至約105,585,000港元，而同期則約為122,968,000港元。儘管如

此，該等開支受本公司管理層嚴格監控。本期間之其他營運開支增加至約4,763,000港元，而同期則約為

313,000港元。其他營運開支主要包括墊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

本期間之融資成本減少至約11,767,000港元，而同期則約為19,712,000港元。本期間之融資成本指來自一

間中間控股公司及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之利息開支。

本期間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減少至約75,816,000港元，而同期則約為191,210,000港元。每股基本虧損

減少至約3.55港仙，而同期則約為8.95港仙。

業務回顧
傳媒及娛樂分類業務

娛樂項目管理

於本期間，本集團舉辦及投資61場表演（二零一八年：80場），由本地、亞洲及國際知名藝人（包括劉德華、

鄭秀文、鄭伊健、王菀之、林俊傑及五月天）演出。該等演唱會之總收益合共約為136,213,000港元。

音樂

於本期間，本集團發行12張專輯（二零一八年：8張），包括鄭秀文、蔡一傑及梁釗峰之唱片。來自音樂出

版及錄音之營業額約為20,808,000港元。

藝人管理

於本期間，本集團自藝人管理錄得營業額約6,129,000港元。本集團現時管理27名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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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電影及電視節目分類業務

電影製作及發行

於本期間，本集團上映2部電影，即《武林怪獸》及《海上浮城》。來自電影版權費收入及發行佣金收入之營業

額約為33,654,000港元。

電視節目製作及發行

於本期間，本集團自電視節目版權費及發行佣金錄得營業額約180,581,000港元。

展望
本集團視中國為其主要目標市場，因此，將會繼續投資於中國題材之原創優質電影製作。由導演Renny 

Harlin執導、張家輝及任賢齊主演之動作犯罪片《沉默的證人》，以及由許鞍華監製、鄭秀文主演之愛情片《花

椒之味》及由鄭保瑞監製、郭富城及楊千嬅主演之劇情電影《麥路相逢》均處於後期製作階段。處於製作階段

的項目包括由周顯揚執導、韓庚主演之動作片《我們永不言棄》及由葉念琛執導、王菀之主演之愛情喜劇片

《阿索的故事》。

由鄭愷及陳喬恩主演之52集愛情電視連續劇《壯志高飛》正處於後期製作階段，而本集團目前正就開發新項

目與多個中國及海外門戶網站及視頻網站進行洽談。

我們與騰訊音樂娛樂（深圳）有限公司及華納音樂有關我們音樂產品之獨家發行權一直為本集團貢獻穩定之

收入。本集團正積極於大中華地區發掘新藝人及進一步與亞洲藝人合作，以打造強大的藝人團隊。

近期舉辦之《Along with Ekin Live Concert 2019鄭伊健演唱會》及《林宥嘉 idol世界巡迴演唱會2019》贏得良好

之聲譽及口碑。本集團將繼續與本地和亞洲知名藝人合作推廣演唱會。即將舉行之活動包括鄭秀文及Super 

Junior東海與銀赫之演唱會。

本集團相信憑藉其涵蓋電影、電視節目、音樂、新媒體、藝人管理及現場表演之綜合媒體平台，本集團得以

穩佔優勢，透過均衡且具協同效應之方式把握中國娛樂市場之機遇。我們將繼續尋求合作與投資機遇，以讓

其業務豐富多姿，拓闊收入來源，並為股東帶來最大價值。



寰亞傳媒集團有限公司11

其他資料

董事於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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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備存之登記冊內，或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須以其他方式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1) 於本公司之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董事姓名 公司權益 個人權益 總計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林建岳 1,443,156,837 — 1,443,156,837 67.56%

 （附註2）

陳志遠 — 172,500 172,500 0.01%

(2) 於相聯法團之權益

(a)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麗新國際」）

 於麗新國際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購股權  佔已發行股份
  

董事姓名 公司權益 個人權益 個人權益 總計 概約百分比

林建岳 113,891,650 48,441,476 708,575 163,041,701 42.15%

 （附註3）  （附註4）

呂兆泉 — 185,600 — 185,600 0.05%

  （附註5）

(b)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

 於麗新發展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購股權  佔已發行股份
  

董事姓名 公司權益 個人權益 個人權益 總計 概約百分比

林建岳 340,023,572 429,232 417,308 340,870,112 56.21%

 （附註6）  （附註7）

呂兆泉 — — 104,000 104,000 0.02%

   （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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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證券之權益（續）
(2) 於相聯法團之權益（續）

(c) 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

 於豐德麗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購股權  佔已發行股份
  

董事姓名 公司權益 個人權益 個人權益 總計 概約百分比

林建岳 1,113,260,072 2,794,443 — 1,116,054,515 74.81%

 （附註9）

(d) 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

 於麗豐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購股權  佔已發行股份
  

董事姓名 公司權益 個人權益 個人權益 總計 概約百分比

林建岳 165,502,573 — 321,918 165,824,491 50.65%

 （附註10）  （附註11）

附註：

(1) 以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股份」）數目（即2,136,056,825 股股份）計算概約百分比。

(2) 該等股份由豐德麗之全資附屬公司Perfect Sky Holdings Limited（「Perfect Sky」）擁有。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豐德麗由麗新發展間接擁有約74.62%權益。麗新發展由麗新國際直接及間接擁有約

56.07%權益，而麗新國際則分別由林建岳博士（「林博士」）及林博士實益擁有100%之善晴有限公司（「善晴」）擁

有約12.52%（不包括購股權）及約29.45%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林博士被視為於下文「主

要股東於證券之權益」一節所示由豐德麗間接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林博士因持有上文附註 (2)所述善晴之權益而被視為於該等由善晴直接擁有之麗新國際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林博士獲麗新國際授予購股權（經就麗新國際於二零一四年

二月七日生效之供股（如適用）及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生效之股份合併調整），可分別於各自行使期內（即二

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至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至二零二七年六月十八日）按各自之行使

價每股6.05港元及15港元分別認購375,242股及333,333股麗新國際股份。

(5)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八日，呂兆泉先生（「呂先生」）行使麗新國際授予之購股權並按行使價每股6.05港元認購

185,600股麗新國際股份。

(6) 林博士因被視為持有上文附註 (2)所述麗新國際之控股權益而被視為於該等由麗新國際直接及間接擁有之麗新發

展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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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證券之權益（續）
附註：（續）

(7)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林博士獲麗新發展授予購股權（經就麗新發展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七日生效之供股及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生效之股份合併調整），可於行使期內（即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至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七

日）按行使價每股16.1港元認購417,308股麗新發展股份。

(8)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呂先生獲麗新發展授予購股權（經就麗新發展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七日生效之供股及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生效之股份合併調整），可於行使期內（即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至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七

日）按行使價每股16.1港元認購104,000股麗新發展股份。

(9) 林博士因被視為持有上文附註 (2)所述麗新發展之控股權益而被視為於該等由麗新發展間接擁有之豐德麗股份中

擁有權益。

(10) 林博士因被視為持有上文附註 (2)所述麗新發展及豐德麗之控股權益而被視為於由麗新發展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持

有之17,167股麗豐股份及豐德麗間接擁有之165,485,406股麗豐股份中擁有權益。

(1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林博士獲麗豐授予購股權（經就麗豐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生效之股份合併調整），

可於行使期內（即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至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七日）按行使價每股11.4港元認購321,918股麗豐

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概無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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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備存之登記冊

內，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須以其他方式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除董事外之人士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規定備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佔已發行股份

股東名稱 持有權益之身份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1,443,156,837 67.56%

  （附註2）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1,443,156,837 67.56%

  （附註2）

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1,443,156,837 67.56%

  （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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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證券之權益（續）
附註：

(1) 以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即2,136,056,825股股份）計算概約百分比。

(2) 麗新國際、麗新發展及豐德麗被視為於Perfect Sky 持有之相同1,443,156,837股股份中擁有權益。有關進一步詳

情請參閱上文「董事於證券之權益」一節附註 (2)所示。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董事除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備存之登記冊內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於競爭業務中之權益
於回顧期間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根據GEM 上市規則，豐德麗及四名執行董事林建岳博士、陳志光先生、呂

兆泉先生及葉采得先生（「有利益關係的董事」）被視為於足以或可能對本集團之業務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

權益。

有利益關係的董事於豐德麗集團中從事業務（包括發展、經營以及投資於媒體及娛樂、音樂製作及發行、 

投資及製作以及發行電視節目、電影及影像光碟產品及營運戲院）之公司╱實體中擁有股權及╱或其他權益

及╱或擔任董事職務。

然而，董事會獨立於上述公司╱實體之董事會╱管治委員會，而概無有利益關係的董事能自行控制董事會。

此外，各有利益關係的董事完全知悉，且一直向本公司履行受信責任，並已經及將繼續以本公司及本公司股

東（「股東」）整體之最佳利益行事。因此，本集團能獨立於該等公司╱實體業務，按公平協商基準經營業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概無與本集團之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亦

無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

證券。

審閱季度報告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志遠先生、吳志豪先生及張曦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

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度報告（載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寰亞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呂兆泉

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