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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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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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UNIVERS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寰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46）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寰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96,487 78,276

收益成本 3 (83,765) (71,511)

銷售費用 (1,209) (1,307)

行政費用 (14,076) (15,353)

其他收入 651 721

其他收益 — 淨額 1,313 1,190

出售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 4,355

其他經營費用 3 (8,946) (9)

財務收入 324 157

除所得稅前虧損 (9,221) (3,481)

所得稅（費用）／回撥 4 (3) 1,51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9,224) (1,968)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直接於權益確認的盈利／（虧損）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9,224) (1,968)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之
每股虧損（以港仙計）

— 基本 5 (0.57) (0.12)
— 攤薄 5 (0.57)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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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附註1）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 3,318 3,359
物業、機器及設備 18,395 17,941
投資物業 400 400
其他無形資產 1,408 1,408
電影版權及製作中之電影 78,933 125,999
電影訂金 33,126 20,810
遞延所得稅資產 742 940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1,275 1,275

137,597 172,132
----------------- -----------------

流動資產
存貨 3,458 3,364
應收賬款 6 54,216 12,314
已付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1,757 17,32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2,361 120,328

171,792 153,334
----------------- -----------------

總資產 309,389 325,466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32,492 32,492
股份溢價 127,211 127,211
其他儲備 821 821
保留盈利 111,183 120,407

總權益 271,707 280,9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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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附註1）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其他長期負債 32 71
遞延所得稅負債 718 884

750 955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7 2,593 3,13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支出 8,985 6,871
已收訂金 24,993 33,185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 1
融資租賃承擔 80 80
應繳稅項 280 309

36,932 43,580
------------------ ------------------

總負債 37,682 44,535
------------------ ------------------

總權益及負債 309,389 325,466

流動資產淨值 134,860 109,75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2,457 28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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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依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依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準則」）
而編製之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編製符合會計準則第34號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在若干方面作出判斷、
估計及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或會影響如何應用政策及由年初至今就資產及負債、收
入及開支所呈報的金額。實際結果或會與此等估計有所不同。

除下文附註1.1所述者外，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見有關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於中期期間之收入的所得稅乃按照預期年度總盈利適用的稅率累計。

以下新訂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必須在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年結的財政年度採納。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開始
的會計期間生效

財務準則（修訂本） 財務準則2009年之改進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修訂本） 財務準則2010年之改進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如適用）

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 租賃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供股之呈列分類 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
財務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準則第7號對首次採納者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披露比較數字之有限豁免
財務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以股本工具償還金融負債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9號

除採納用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外，採納上述新訂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對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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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租賃」。其刪除土地租約分類之特定指引，藉以消除租賃分類一般指
引之不一致情況。因此，土地租賃應使用會計準則第17號之一般原則分類為融資或經營租賃，
即以租賃是否將資產擁有權之絕大部份風險及回報轉讓予承租人釐訂。於作出修訂前，預期業
權不會於租期結束時轉至本集團之土地權益乃分類為「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項下之經營租賃，
並於租期內攤銷。

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已按照修訂本之生效日期及過渡條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
年度期間追溯應用。本集團已根據該等租賃開始時已存在之資料，重新評估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未屆滿之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分類，並追溯將位於香港之租賃土地確認為融資租
賃。由於進行重新評估，本集團已將若干租賃土地由經營租賃重新分類為融資租賃。

持作自用之本集團土地權益會入賬列作物業、機器及設備，並自土地權益可用作其擬定用途起，
按該資產之可使用年期及租賃年期之較短者計算折舊。

採用此修訂本之影響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七月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賃土地減少 (6,913) (6,305) (6,475)
物業、機器及設備增加 6,913 6,305 6,475

採納此修訂本亦導致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物業、機器及設
備折舊增加港幣85,000元及租賃土地攤銷減少港幣85,000元。

下列須於本集團之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或之後期間強制採納之新訂及經
修訂準則、準則之修訂及現時準則之詮釋經已頒布，但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於以下日期或以後開始
的會計期間生效

財務準則（修訂本） 財務準則2010年之改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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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機器及設備

分類為融資租賃的租賃土地自土地權益可供其擬定用途時開始攤銷。分類為融資租賃的租
賃土地的攤銷及其他資產的折舊採用以下的估計可使用年期將成本或重估價值按直線法分
攤至剩餘價值計算：

分類為融資租賃的租賃土地 可使用年期及租賃年期之較短者

2. 分部資料

首席經營決策者審視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和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決定根據此等報告釐
定經營分部如下：

— 以不同錄像制式發行電影
— 電影放映、授出及轉授電影版權
— 出租投資物業

首席經營決策者根據分部業績的計量，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此計量基準不包括來自經營分部
非經常性開支的影響。財務收入和所得稅不包括在經由首席經營決策者審閱的每個經營分部的
業績內。除以下列明外，向首席經營決策者提供的其他資料，按財務報告貫徹一致的方式計量。

總資產不包括其他無形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其
他未分配資產（包括租賃土地、物業、機器及設備、電影版權及製作中之電影、電影訂金、已付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並全部均由中央管理。此等項目為與總資產負債表資產的部
份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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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分部間交易主要包括授出電影版權，乃按成本互相轉讓。向首席經營決策者報告來自
外部人士的收益，其計量方法與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方法一致。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電影放映、
授出及轉授 出租

銷售貨品 電影版權 投資物業 其他 抵銷 本集團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之銷售 9,054 85,136 — 2,297 — 96,487
分部間之銷售 — 1,282 — 14 (1,296) —

9,054 86,418 — 2,311 (1,296) 96,487

業績
減值虧損前之分部業績 (49) 91 (1) (642) — (601)
電影版權之減值虧損 — (8,944) — — — (8,944)

分部業績 (49) (8,853) (1) (642) — (9,545)

財務收入 324

除所得稅前虧損 (9,221)
所得稅費用 (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虧損 (9,224)

其他資料
資本性開支 2,703 276 — 8 — 2,987
未分配資本性開支 31,652

總資本性開支 34,639

折舊及租賃土地之攤銷 286 32 — 5 — 323
未分配折舊及租賃土地
之攤銷 388

總折舊及租賃土地
之攤銷 711

電影版權之攤銷 4,665 66,618 — — — 7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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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電影放映、
授出及轉授 出租

銷售貨品 電影版權 投資物業 其他 抵銷 本集團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之銷售 6,143 70,344 — 1,789 — 78,276
分部間之銷售 — 507 — 165 (672) —

6,143 70,851 — 1,954 (672) 78,276

分部業績 (2,630) (4,824) (1,068) 529 — (7,993)
出售持作出售之
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 — 4,355 — — 4,355

財務收入 157

除所得稅前虧損 (3,481)
所得稅回撥 1,51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虧損 (1,968)

其他資料
資本性開支 258 309 — — — 567
未分配資本性開支 48,310

總資本性開支 48,877

折舊及租賃土地之攤銷 320 39 — 4 — 363
未分配折舊及租賃土地
之攤銷 490

總折舊及租賃土地
之攤銷 853

電影版權之攤銷 1,806 49,472 — — — 5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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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電影放映、
授出及轉授 出租

銷售貨品 電影版權 投資物業 其他 抵銷 本集團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1,658 77,012 400 20,357 — 109,427
其他無形資產 1,408
遞延所得稅資產 742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1,2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2,361
其他未分配資產 104,176

總資產 309,389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電影放映、
授出及轉授 出租

銷售貨品 電影版權 投資物業 其他 抵銷 本集團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5,057 40,225 440 6,970 — 62,692
其他無形資產 1,408
遞延所得稅資產 940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1,2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0,328
其他未分配資產 138,823

總資產 32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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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性質分類之費用

列在收益成本、銷售費用、行政費用及其他經營費用內的費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附註1）

電影版權之攤銷 71,283 51,278
租賃土地之攤銷 41 41
自置資產之折舊 630 623
租賃資產之折舊 40 189
存貨之撇銷 2 9
電影版權之減值虧損 8,944 –
員工福利開支 9,560 9,785
已售存貨成本 2,651 2,525

4. 所得稅費用／（回撥）

香港利得稅已按期內之估計應課稅盈利以稅率16.5%撥備（二零零九年：16.5%）。

所得稅費用／（回撥）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支銷／（回撥）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利得稅 (29) 41
遞延所得稅項暫時的差異產生及轉回 32 (1,554)

3 (1,513)

5.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於期內之應佔虧損港幣9,224,000元（二零零九年：港幣
1,968,000元）及於期內本公司已經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624,605,370股普通股（二零零九年：
1,624,605,370股）普通股而計算。

因期內並無尚未行使並具影響之普通股，故此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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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 54,453 12,551
減：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 (237) (237)

應收賬款 — 淨額 54,216 12,314

應收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90日 24,440 9,899
91日至180日 28,692 1,977
180日以上 1,084 438

54,216 12,314

銷售錄像產品之信貸期為由7日至60日不等。電影放映、授出及轉授電影版權之銷售交易均以記
賬形式進行。

應收賬款並無集中的信貸風險，因為本集團擁有眾多客戶，且遍佈世界各地。

除一客戶提供港幣90,000元銀行擔保予本集團外，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作擔保（於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相同）。

7. 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90日 680 1,075
91日至180日 113 45
180日以上 1,800 2,014

2,593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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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整體集團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較去年可比較期間增
加約23.3%至約港幣96,500,000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港幣9,200,000元，相當於去
年同期之約3.7倍。於回顧期內之每股虧損為港幣0.57仙，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每股虧損為港
幣0.12仙。

本回顧期對本集團而言無疑是充滿挑戰。營運業績之轉差不單因為本年度未有錄得於去年同
期來自出售投資物業之一次性收益港幣4,400,000元及該投資物業之應課稅暫時性差異回撥港
幣2,000,000元，同時亦受到於本回顧期內作出港幣8,900,000元之電影版權減值虧損撥備所影
響。

錄像發行

儘管本地錄像發行市場仍然不景氣且競爭激烈，惟於回顧期內來自錄像發行業務分部之毛利
維持與去年同期相若之水平。此乃主要歸因於我們合適的定價及謹慎購買用作本地錄像發行
之新影片策略。

於回顧期內，來自該業務分部之收益較去年之港幣6,100,000元增加47.4%至約港幣9,100,000
元，佔本集團綜合收益之9.4%（二零零九年：7.8%）。該業務分部之毛利較去年同期之港幣
1,800,000元輕微下跌4.1%至約港幣1,700,000元。

鑑於不利之經營環境，本集團繼續對該業務分部採取更為務實謹慎之態度。

電影放映、授出及轉授電影版權

於回顧期內，電影放映、授出及轉授電影版權產生之收益及毛利令人滿意。該業務分部之收
益及毛利分別增長21.0%及174.6%至港幣85,100,000元及港幣8,700,000元。來自該業務分部之
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之88.2%（二零零九年：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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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電影放映之收益為港幣6,80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5.5%。來自電影放映之收益減少的
主要原因為回顧期內推出大型製作的電影較少。相比而言，去年同期則推出了「風雲II」此大
型製作的電影。儘管收益大幅減少，其經營虧損卻由去年可比較期間之港幣2,300,000元縮減
至港幣700,000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電影製作及宣傳成本方面採取嚴格控制措施。

另一方面，來自授出及轉授電影版權之收益為港幣78,3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35.5%。該
收益增長為電視連續劇製作的多樣化投資及於拓展發行網絡（尤其是中國內地市場）後客戶基
礎得到擴寬的成果。然而，鑑於電影放映、授出及轉授電影版權業務之經營環境持續低迷，
於回顧期內就若干電影版權作出減值虧損港幣8,900,000元之撥備，及該金額已列入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的「其他經營費用」內。

就地域貢獻而言，於回顧期內，來自海外市場之貢獻佔本集團總收益之64.7%（二零零九年：
56.6%）。尤以中國內地市場之持續增長最令人鼓舞。來自中國內地市場之收益增加港幣
21,800,000元至港幣46,700,000元，佔本集團總收益之48.4%（二零零九年：31.8%）。

出租投資物業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自該業務分部錄得任何收益（二零零九年：相同）。然而，管理層擬
尋求及考慮可帶來穩定及滿意回報之物業投資商機。本集團將特別關注香港及中國內地市場。

展望

管理層預期本集團之不利經營環境將會持續及競爭將維持激烈。管理層將密切監控瞬息幻變
之業務環境，並將因應本集團的業務發展適當地採取務實謹慎之措施。

與此同時，管理層因本集團於中國內地市場的發展而感到鼓舞，並已視其為本集團未來發展
之重要市場。有鑑於此，本集團將繼續分配資源在開發中國內地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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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結存為港幣92,400,000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港幣116,500,000元）。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港幣309,400,000元，較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減少港幣16,100,000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0.0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0.1%），乃根據本集團之長期借貸約港幣112,000元（其中港幣80,000元須於一年內償還及港幣
32,000元須於第二年內償還），以及本公司總權益約港幣271,700,000元計算。

因本集團大部份交易均以港幣及美元結算，故管理層認為所面對之外匯波動風險有限及本集
團並無採用任何財務工具對沖外匯風險。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已抵押資產（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相
同）。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50名（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59名）僱員。僱
員之薪酬會每年檢討，其中部份僱員亦可享有佣金。除基本薪金外，僱員福利亦包括酌情花
紅、醫療保險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常規守則」），除
下列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A.2.1有關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角色區分所述外。

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以區分，有關職位不應由同一人
擔任。本公司目前並無任何高級職員擔任行政總裁一職。林小明先生為本公司創辦人及主席，
亦已履行行政總裁之職責。林先生具備所須之領導才能及對本集團之業務擁有深厚認識。董
事會認為目前架構更為合適本公司，因該架構可令本集團之策略更有效地制定及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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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一日，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伍國棟先生（主席）、
梁兆棋博士及馬振峰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方法，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
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
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
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為本公司董事關於證券交易的守則。在向所
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均確認於期內已遵守標準守則規定所載之要求標準。

於本公司及交易所網頁內公佈

本中期業績公告已於本公司網頁（www.uih.com.hk）及交易所網頁（www.hkexnews.hk）公佈。中
期報告亦將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載於上述網頁以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小明

香港，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小明先生及楊劍標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伍國棟
先生、梁兆棋博士及馬振峰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