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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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1）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告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附註1(b)）

收益 2 200,169 157,093

銷售成本 4 (119,509) (91,992)

毛利 80,660 65,101
其他收入 2 18,314 14,708
其他收益 — 淨額 3 29,202 43,920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4 (9,569) (9,242)
行政開支 4 (59,252) (52,618)

經營溢利 59,355 61,869

財務收入 5 638 1,405
融資成本 5 (821) (3,435)

融資成本 — 淨額 (183) (2,03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76 —

除所得稅前溢利 59,448 59,839
所得稅開支 6 (11,004) (7,631)

年內溢利 48,444 52,208

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5,000 51,965
非控股權益 (6,556) 243

48,444 52,208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7 0.99 1.06

每股攤薄盈利 7 0.99 1.06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息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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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 48,444 52,208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盈餘╱（虧絀） 4,735 (2,418)
樓宇重估（盈餘）╱虧絀產生之遞延稅項 (734) 399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17,333) 26,906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時撥回 (7,055)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減值虧損 1,261 —
外幣換算差額 397 (1,599)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18,729) 23,288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9,715 75,496

應佔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6,365 75,270
非控股權益 (6,650) 226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9,715 75,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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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31,237 32,025
物業、機器及設備 118,256 105,852
無形資產 — —
投資物業 146,725 123,89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76 —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2,096 45,086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121,567 74,198

440,157 381,059

流動資產
存貨 5,732 6,95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9,258 36,79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3,479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51,095 50,124
已抵押銀行存款 43,500 43,517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02,445 24,628

235,509 162,014

總資產 675,666 543,073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2,661 98,209
股份溢價 126,733 —
儲備 350,842 314,477

股東資金 590,236 412,686
非控股權益 (3,147) 2,434

總權益 587,089 4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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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1(a) 6,235 19,721
融資租約承擔 11(b) 252 —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789 11,052

23,276 30,77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49,408 68,718
借貸 11(a) 5,381 19,950
融資租約承擔 11(b) 755 3,023
即期所得稅負債 9,757 5,489

65,301 97,180

總負債 88,577 127,953

總權益及負債 675,666 543,073

流動資產淨額 170,208 64,8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10,365 445,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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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股份

贖回儲備 繳入盈餘 匯兌差額
樓宇重估

儲備

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保留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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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98,209 167,569 12 107,099 (819) 14,357 15,756 (64,767) 265 337,681
全面收益
年內溢利 — — — — — — — 51,965 243 52,208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虧絀 — — — — — (2,418) — — — (2,418)
樓宇重估虧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 — — — — — 399 — — — 399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 — — — — — 26,906 — — 26,906
外幣換算差額 — — — — (1,582) — — — (17) (1,599)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 — — — (1,582) (2,019) 26,906 — (17) 23,288

全面收益總額 — — — — (1,582) (2,019) 26,906 51,965 226 75,496

與擁有人之交易
轉撥自股份溢價 — (167,569) — 81,910 — — — 85,659 — —
成立新附屬公司產生之 
非控股權益注資 — — — — — — — — 1,943 1,943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 (167,569) — 81,910 — — — 85,659 1,943 1,943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98,209 — 12 189,009 (2,401) 12,338 42,662 72,857 2,434 4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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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股份

贖回儲備 繳入盈餘 匯兌差額
樓宇重估

儲備

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
重估儲備 保留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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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結餘，如上文所述 98,209 — 12 189,009 (2,401) 12,338 42,662 72,857 2,434 415,120
全面收益
年內溢利 — — — — — — — 55,000 (6,556) 48,44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盈餘 — — — — — 4,735 — — — 4,735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 — — — — (734) — — — (734)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 — — — — — (17,333) — — (17,333)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時撥回 — — — — — — (7,055) — — (7,055)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減值虧損 — — — — — — 1,261 — — 1,261
外幣換算差額 — — — — 491 — — — (94) 397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 — — — 491 4,001 (23,127) — (94) (18,729)

全面收益總額 — — — — 491 4,001 (23,127) 55,000 (6,650) 29,715

與擁有人之交易
配售股份注資 14,452 126,733 — — — — — — — 141,185
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注資 — — — — — — — — 1,069 1,069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14,452 126,733 — — — — — — 1,069 142,254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12,661 126,733 12 189,009 (1,910) 16,339 19,535 127,857 (3,147) 587,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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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撰基準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編撰。本綜合財務報表按照歷史成本法編撰，並就樓宇、投資物業、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及按公
平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重估而作出修訂。

編撰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這亦需要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
政策過程中行使其判斷。

除另有說明外，本綜合財務資料以港元呈列。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下列新訂準則及準則之修訂必須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採納。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列明失去前附屬公司控制權時之會計處理方法。任何在實體
內之剩餘權益按公平值重新計量，並在綜合收益表中確認盈虧。

 經修訂準則於年內應用至出售於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於實體之剩餘權益於本集團失去控制
權當日按公平值重新計量及以聯營公司之投資入賬。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3,265,000港元已
於綜合收益表確認（附註3）。作出此修訂前，於聯營公司之剩餘權益於成本值確認。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列明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使
此舉令非控股權益之結餘出現虧絀。作出此修訂前，非控股權益僅會以其於附屬公司股權所
佔非控股權益為限分攤虧損，惟非控股權益負有具約束力之責任，並能作出額外投資以彌補
虧損則作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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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經修訂準則已根據該修訂之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條文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應用。採納該
修訂之影響如下：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非控股權益年內應佔虧損增加 6,799
非控股權益減少 (6,79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增加（港仙） 0.1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增加（港仙） 0.12

(b) 分銷佣金收入呈列方式之變動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變更其於分銷佣金收入之呈列方式，分銷佣金收
入之前於綜合收益表中計入其他收入。呈列方式變更後，分銷佣金收入4,704,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3,731,000港元）於綜合收益表中計入收益。

管理層相信，由於版權分銷服務已成為本集團日常業務之一，故呈列方式變更使本集團之財務狀
況以更合適之方式呈列。呈列方式變更已獲追溯應用，而過往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之收益、其
他收入及分部收益已獲重列。

此對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內溢利及每股盈利並無構成影響。過
往年度之綜合資產負債表並無受此等項目重新分類所影響，因此並無呈列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之綜合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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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附註1(b)）

收益
電視業務 120,705 104,130
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 53,193 14,576
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目 21,607 38,387
藝人管理 4,664 —

200,169 157,093

其他收入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6,904 7,064
其他租金收入 3,000 4,926
管理費收入 3,325 —
其他 5,085 2,718

18,314 14,708

218,483 171,801

本集團執行董事被視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分配資源及作出
策略決定。執行董事已根據本集團之內部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五大業務分部為：

— 電視業務

— 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

— 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目

— 藝人管理

— 物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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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主要業務劃分之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視業務

電影放映及
電影版權

授出及轉授

以影音產品
形式銷售
及發行之

電影及節目 藝人管理 物業投資 對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b)）

對外銷售 120,705 53,193 21,607 4,664 — — 200,169
分部間銷售 — 3,451 — — — (3,451) —

分部收益 120,705 56,644 21,607 4,664 — (3,451) 200,169
可呈報分部溢利 17,247 6,173 5,436 2,671 35,808 (483) 66,852
可呈報分部資產 56,683 97,528 153,751 — 148,486 (2,281) 454,167
可呈報分部負債 (23,828) (22,321) (10,900) — (18,275) — (75,324)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及租賃 
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585) (363) (822) — — — (1,770)

電影版權攤銷 (39,120) (13,730) (5,883) — — 2,968 (55,765)
電影版權減值撥備 — (106) (854) — — — (960)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169 4,449 1,695 — — — 6,313
添置投資物業 — — — — 170 — 170
添置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 
電影版權按金 43,218 55,385 8,382 — — (3,451) 10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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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主要業務劃分之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視業務

電影放映及
電影版權

授出及轉授

以影音產品
形式銷售
及發行之

電影及節目 藝人管理 物業投資 對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附註 (b)）
（附註1(b)）

對外銷售 104,130 14,576 38,387 — — — 157,093
分部間銷售 — 4,504 — — — (4,504) —

分部收益 104,130 19,080 38,387 — — (4,504) 157,093
可呈報分部溢利 15,444 1,512 1,676 — 29,225 1,778 49,635
可呈報分部資產 53,537 46,564 84,091 — 132,779 (1,797) 315,174
可呈報分部負債 (19,883) (20,281) (38,797) — (20,775) — (99,736)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及租賃土地
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044) (54) (597) — — — (1,695)

電影版權攤銷 (28,771) (2,980) (6,792) — — 6,281 (32,262)
電影版權減值撥備 — (1,763) (792) — — — (2,555)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418 45 52 — — — 515
添置投資物業 — — — — 17,133 — 17,133
添置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 
電影版權按金 40,863 9,765 7,264 — — (4,504) 53,388

(a) 可呈報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業績按主要營運決策者用作分配資源及評估分
部業績之分部溢利計量。所得稅開支不會分配予可呈報分部。

本集團之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乃按分部業務分配。

可呈報分部溢利為除所得稅前溢利，不包括未分配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其他收入、其他（虧損）╱
收益 — 淨額、融資成本 — 淨額、所有分部使用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及租賃土地及土地使
用權之攤銷，以及總辦事處之其他企業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及其他一般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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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分部資產不包括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應收聯營公司款項、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按公平值計
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以及未分配企業資產（主要包括所有分部使用之物業、
機器及設備以及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可呈報分部負債不包括銀行借貸及未分配企業負債（主要包括總辦事處之應計費用）。

(b) 「物業投資」分部應佔之收益已計入其他收入。

(c) 可呈報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可呈報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與本集團之除所得稅前溢利、總資產及總負債對賬如下：

分部間銷售按成本加若干百分比加成利潤收取。

損益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溢利 66,852 49,635
未分配款項：
未分配其他收入 4,222 2,603
未分配其他（虧損）╱收益 — 淨額 (1,799) 21,416
未分配融資成本 — 淨額 (183) (1,939)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及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7,316) (7,243)
未分配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76 —
未分配企業開支 (2,604) (4,633)

綜合收益表所列之除所得稅前溢利 59,448 5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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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454,167 315,174
未分配資產：
未分配物業、機器及設備及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及樓宇 141,669 121,894
未分配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2,096 45,086
未分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51,095 50,124
未分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839 802
未分配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3,755 —
未分配企業資產 2,045 9,993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之總資產 675,666 543,073

負債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負債 75,324 99,736
未分配負債：
未分配銀行借貸 11,616 26,330
未分配企業負債 1,637 1,887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之總負債 88,577 127,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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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以香港作為註冊地。其位於香港及其他國家之外部客戶收益及非流動資產（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及財務工具除外）之業績概述如下：

外部客戶收益
非流動資產（於聯營公司之
權益及財務工具除外）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附註1(b)）

香港 90,373 99,565 313,634 269,481
新加坡 52,312 47,650 — —
中華人民共和國 34,229 — 96,981 64,400
其他國家 23,255 9,878 7,170 2,092

200,169 157,093 417,785 335,973

收益約53,689,000港元及52,31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52,146,000港元及47,650,000港元）乃源自
兩名單一外部客戶。該等收益乃來自電視業務分部。

3. 其他收益╱（虧損） — 淨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樓宇重估盈餘╱（虧絀） 87 (87)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31,001 22,504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3,265 —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收益 7,055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減值虧損 (1,261)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10,945) 21,467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收益 — 36

29,202 4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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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行政開支之開支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成本 3,629 6,430
陳舊存貨撥備 633 487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788 555
折舊
— 自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7,987 5,520
— 租賃物業、機器及設備 311 2,863
電影版權攤銷 55,765 32,262
電影版權減值撥備 960 2,555
其他應收款項撇銷 216 15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減值撥備撥回 — (1,78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30,430 25,065
核數師酬金
— 本年度 1,461 1,295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8)
營銷及推廣開支 6,034 7,399
生產及創作成本 23,473 17,347
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所產生之直接經營開支 1,625 987
劇院成本 17,888 2,938
傳輸成本 13,624 12,870

5. 融資成本 ─ 淨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 短期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543 168
— 向第三方貸款之利息收入 95 1,237

638 1,405

融資成本
—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652) (938)
— 融資租約之利息部份 (169) (287)
— 可換股票據增加之利息 — (2,210)

(821) (3,435)

融資成本 — 淨額 (183)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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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已按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利潤以稅率16.5%（二零一零年：16.5%）作出撥備。海外利潤之稅
款則按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利潤依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6,277 4,014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43) (222)

6,034 3,792
遞延所得稅 4,970 3,839

所得稅開支 11,004 7,631

本集團之除所得稅前溢利之稅項與使用綜合實體盈利適用加權平均稅率產生之理論金額兩者間之差額如
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 59,448 59,839

按有關國家盈利適用本地稅率計算之稅項 9,635 8,714
以下各項之稅務影響：
呈報聯營公司業績（扣除稅項） (46) —
毋須課稅收入 (7,865) (1,196)
不可扣稅開支 5,160 1,101
並無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之稅項虧損 4,907 4,88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43) (222)
動用以往未確認稅項虧損 (544) (5,647)

所得稅開支 11,004 7,631

加權平均適用稅率為16%（二零一零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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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55,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51,965,000港元）除以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555,827,000股（二零一零年：4,910,455,000股）計算。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經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至假設兌換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截至二零一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有可換股票據作為攤薄潛在普通股。可換股票據假設已獲兌換為
普通股，而純利則會調整以抵銷利息開支扣減稅務影響。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年內本公司並無未行使可換股票據，故每股攤薄盈利
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兌換本公司未行使可換股票據具反攤薄作用，故每股
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37,076 30,732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2,596) (22,596)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14,480 8,13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778 28,658

29,258 36,794



— 18 —

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14,030 8,081
四至六個月 450 47
超過六個月 22,596 22,604

37,076 30,732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期一般介乎7至90日（二零一零年：相同）。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1,93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844,000港元）已逾期但未減
值。該等應收款項與多名並無近期拖欠紀錄之獨立客戶有關。該等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485 2,789
超過三個月 449 55

1,934 2,844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22,59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2,596,000港元）已減值及全
數撥備。個別減值應收款項主要與一名處於意料以外之經濟困難之長期客戶有關。

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乃以下列貨幣列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10,714 23,524
人民幣 16,455 11,713
日圓 1,422 1,179
新台幣 667 378

29,258 36,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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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22,596 23,045
年內撇銷為無法收回之應收款項 — (449)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22,596 22,596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之設立及解除已計入綜合收益表作為行政開支一部份。自撥備賬扣除之金額一般於預
期不會收回額外現金時撇銷。

於呈報日之最高信貸風險為上述各類應收款項之公平值。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作為擔保。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4,011 11,749
預收款項 16,643 16,77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8,754 40,199

49,408 68,718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2,209 9,933
四至六個月 — 5
超過六個月 1,802 1,811

4,011 1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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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並以下列貨幣為單
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列貨幣為單位︰
港元 1,960 4,172
日圓 1,400 745
美元 651 6,832

4,011 11,749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預收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
若。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預收款項主要以新加坡元及美元為單位，而其他應付款
項及應計費用則主要以港元為單位。

11. 借貸及融資租約承擔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透支，有抵押 4,523 7,095
有抵押銀行貸款 — 流動部份（附註 (a)） 858 12,855

銀行借貸 — 流動部份 5,381 19,950
有抵押銀行貸款 — 非流動部份（附註 (a)） 6,235 19,721

借貸總額 11,616 39,671

融資租賃承擔（附註 (b)） 755 3,023
— 流動部份 252 —
— 非流動部份

1,007 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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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借貸

本集團借貸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內 858 19,950
1至2年內 902 2,403
2至5年內 3,140 7,526

4,900 29,879
5年後 2,193 9,792

7,093 39,671

本集團借貸以下列貨幣為單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 32,117
人民幣 7,093 7,554

7,093 39,671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金額為73,57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87,576,000港元）之銀行信貸已
獲銀行授予本集團，並由以下作抵押：

(i) 賬面值為91,60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80,192,000港元）之本集團樓宇及賬面值為
77,62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70,348,000港元）之若干投資物業之法定押記；

(ii) 本公司簽立之公司擔保；

(iii) 本集團已抵押存款43,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3,517,000港元）；

(iv) 本集團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22,51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8,454,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按中國人民銀行人民幣貸款之五年期基準利率之
浮動利率計息。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貸之加權平均實際年利率為6.60厘。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0.5厘至1.5厘之浮動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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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國人民銀行人民幣貸款之五年期基準利率計息。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借
貸之加權平均實際年利率為2.31厘。

由於借貸按浮動利率計息，故借貸之賬面值與其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相若。

(b) 融資租約承擔

由於違約時租約資產之權利歸還予出租人，故租約負債實際上為有抵押。

本集團之融資租約負債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約負債總額 — 最低租賃款項
一年內 797 3,164
一年後但五年內 265 —

1,062 3,164
融資租約之未來財務支出 (55) (141)

融資租約負債之現值 1,007 3,023

融資租約負債之現值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755 3,023
一年後但五年內 252 —

1,007 3,023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並無買賣任何本公司股
份。



— 23 —

業務回顧與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200,169,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經重列）：157,093,000 港元），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55,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
年：51,965,000 港元），包括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31,00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2,504,000 
港元）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10,94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收益
21,467,000 港元）。

來自本集團電視分部之收益貢獻增加約16%至約121,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104,000,000
港元）。自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推出其首個頻道，播放其電影庫之電影以及來自其業務夥伴
之其他節目起，本集團不斷發掘機會擴大其電視業務之收益來源。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於香港向now寬頻電視提供三條頻道。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及二零零八年十月，本
集團於新加坡透過SingTel 網絡以MioTV之名稱分別推出電影頻道及劇集頻道。該等頻道為
本集團帶來穩定而具有保障之收益。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本集團與HBO Asia 訂立協議，以透過分階段於不同地區推出「紅頻
道」提供電影及劇集內容。此合作提升本集團於全球娛樂市場之知名度，亦有助本集團建
立其頻道品牌名稱。紅頻道已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及八月於印尼推出 Indovision 及First 
Media Cable 及於二零一零年十月於馬來西亞推出Hypp TV(TMNet 之 IPTV平台）。就菲律
賓而言，CableBoss於二零一零年八月獲委任為紅頻道之有線電視轉播商，及紅頻道於二零
一一年十一月於菲律賓的Multi-media Systems, Inc.之direct-to-home平台播放。紅頻道正尋
求機會在短期內打入越南市場。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本集團亦於台灣透過中華電信隨選電影 (MOD平台）推出頻道。

本集團自二零零八年九月起打入日本市場。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底，本集團因提升成本效益而
終止其於Sky PerfecTV之頻道，並正與日本有線電視及互聯網電視運營商，如yahoo BBTV 
及Gyao合作播放其節目。本集團亦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在 J:COM平台開始提供選購自選頻
道服務。

展望將來，本集團以為其他國家提供頻道，並發掘取得該等電視頻道播放時段廣告收入之機
會，及發展更多不同種類之頻道為目標。

本集團來自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分部之收益貢獻由15,000,000港元（經重列）增加
至53,000,000港元，以及其藝人管理分部亦為本集團帶來約5,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零）
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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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集團收購兩部電影「我愛香港開心萬歲」及「單身男女」的中國版權；前者於財政年度
內上影，後者則緊隨年末後上影。兩部電影之市場反映均十分熱烈，並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收
益及回報。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製作若干其他電影及劇集項目，並計劃於
下一個財政年度推出更多電影。除自行製作及投資外，本集團亦將善用其已建立之龐大發行
網絡及發展其電影及劇集項目之分銷代理業務。本分部將成為本集團穩定而具有保障之收益
來源。

本集團將繼續透過收購、自行製作及聯合製作，加強其電影庫。憑藉本集團之電影庫及透過
本集團購入節目之經驗及網絡，本集團有信心，其將繼續為其觀眾提供優質及符合觀眾要求
之節目。

香港及中國之廣播頻道與日俱增，故預期對頻道內容之需求將隨之而持續增加，而本集團相
信，其將從這些新市場商機取得可觀成果及回報。

本集團於年內簽訂若干香港及中國影星及藝人之工作管理並開始發展本集團之藝人管理業
務。此舉為本集團之藝人管理業務奠下基礎，而本集團將持續發掘有潛質的藝人及表演者，
以擴大藝人群組，使所有未來製作均可得益。

隨著中國之經濟發展，中國的電影放映業及票房收入於近年來迅速增長。經計及中國的龐大
需求及有限的電影院，本集團開始進軍中國電影院市場。年內，本集團為電影院業務成立團
隊，而本集團已於天津、揚州、上海及成都物色地點，以發展電影院。所有規劃之電影院均
超過1,000個座位，並為多廳電影院，配備數碼化設備，其中若干影院亦配備立體設備。該
等電影院預期將於一至兩年內開始營運。本集團之另一廣州電影院投資亦正向有關當局取得
批准，預期可在短期內完成。

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目應佔收益由38,000,000 港元下跌至22,000,000港
元，乃主要由於整體行業氣氛及年內發行之新電影版權減少所致。隨著影像行業痿縮及科技
的迅速發展，電影及節目放映不再局限於影像光碟，而是在互聯網上以數碼形式廣泛流傳。
為適應消費者的未來趨勢，本集團現正開拓其發行網絡至網上下載及串流，好使其發行網絡
更多元化。本集團認為此項新媒體投資將在影像發行業引發一輪革命，並符合市場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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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香港及中國物業市場於年內之升幅，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於年內貢獻重估盈餘
31,000,000港元，該分部於年內亦貢獻穩健之7,000,000港元租金收入。

年內，本公司完成先舊後新配售722,580,000股新股份， 籌得淨收入約141,000,000港元，以
撥付本集團之未來業務發展及營運資金需求。於先舊後新配售後，本公司之股本基礎得以進
一步擴闊及鞏固，而本集團相信，先舊後新配售所帶來之裨益，以及全球娛樂業之知名度增
加能繼續惠及本集團。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五日之公告（「該公告」）所載，本公司仍正就該個案（定義見
該公告）諮詢法律意見及考慮採取適當之行動就該個案作出抗辯。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發掘其他機會，為其股東帶來最大回報及回饋彼等之長期支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約為73,600,000 港元，其中約
11,600,000港元已經動用。本集團總賬面淨值235,200,000港元之若干存款及物業已抵押予
銀行，作為銀行信貸之擔保。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資產比率為2%，乃
按銀行貸款及透支11,616,000港元（其中5,381,000 港元、902,000港元、3,140,000港元及
2,193,000港元分別須於一年內、第二年內、第三至第五年內及第五年後償還）及融資租約承
擔1,007,000港元（其中755,000 港元及252,000 港元分別須於一年內及第二年內償還）以及股
東資金約590,236,000港元計算。本集團之借貸及銀行結存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算，故本集
團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授予其附屬公司之信貸向銀行作出擔保而產生約
36,700,000港元之或然負債，而就電影製作、電影及節目版權協議及在建工程之承擔約為
50,000,000 港元。承擔將以本集團內部資源及銀行信貸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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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17名僱員。本集團定期按個別員工表現檢討薪
酬。除基本薪金外，僱員福利包括酌情花紅、醫療保險計劃及供款公積金。本集團亦設有購
股權計劃，合資格僱員可據此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遵守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下述有關非執行董事任期之偏離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
任期，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
施，以應付守則條文規定有關非執行董事任期之規定。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年度業績已獲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國興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國興先生、唐慶枝先生及周其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熊曉鴿先生及陳銀鏢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王華蓉女士、張明敏先生及林家禮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