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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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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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漢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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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4 54,437 23,253
銷售成本 (42,364) (13,848)

  

毛利 12,073 9,405
其他收益 3,379 2,049
分銷成本 (13,650) (4,714)
行政開支 (22,871) (25,020)
其他經營支出 6 (43,357) (37,60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1,810

  

經營虧損 6 (64,426) (54,074)
財務成本 7 (625) (621)

  

除稅前虧損 (65,051) (54,695)
稅項 8 – –

  

年內虧損 (65,051) (54,695)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 –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65,051) (54,695)
  

年內虧損由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6,832) (52,842)
非控股權益 1,781 (1,853)

  

(65,051) (54,695)
  

全面虧損總額由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6,832) (52,842)
非控股權益 1,781 (1,853)

  

(65,051) (54,6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9 (0.13)港元 (0.1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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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七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348 21,106 21,80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0 7,384 7,384 7,384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 – –

應收貸款 – 10,000 10,000
   

27,732 38,490 39,187
   

流動資產
電影版權 64,349 122,709 14,089

製作中之電影製作 18,538 99,972 227,230

製作中之音樂製作 455 659 597

存貨 – – 67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按金及
預付款 11 10,348 4,849 5,81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4,615 2,805

應收貸款 10,000 – –

現金及銀行結存 398,175 33,188 87,563
   

501,865 265,992 338,16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12 35,219 53,965 72,232

銀行透支－有抵押 9,961 10,032 9,943
   

45,180 63,997 82,175
   

流動資產淨值 456,685 201,995 255,9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84,417 240,485 295,180
   

資產淨值 484,417 240,485 29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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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七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945 12,455 12,455

儲備 485,780 246,119 298,961
   

500,725 258,574 311,416

非控股權益 (16,308) (18,089) (16,236)
   

484,417 240,485 29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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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百慕達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
修訂）註冊成立之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
市。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而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83號東瀛遊廣場20樓
D及E室。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
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
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
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
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資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

綜合財務報表、合資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之
權益：過渡指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詮譯第20號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惟香港會計準則第36

號修訂本「資產減值－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披露」除外，其修改已減值非金融資產
之披露規定。該等修訂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但該等修
訂准許本集團提早採納。綜合財務報表附註內有關本集團之已減值非金融資產之披露
已符合經修訂披露規定。採納其他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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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資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企業之權益」，將合資安
排分為合資業務及合營企業。實體須審視於有關安排下之權利及義務之結構、法律形
式、合約條款以及其他相關事實及情況，從而確定安排之種類。合資安排若被歸類為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下之合資業務，則逐項確認，惟以合資業務方於合資業務之權
益為限。所有其他合資安排會被歸類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下之合營企業，須於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內按權益法入賬。會計政策中不再有比例綜合選擇權。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改變本集團有關其合營企業之會計政策，該等合營企業之前利用
比例綜合法入賬。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財
務狀況表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表（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內列作經重列比較金額）之財務影響如下：

對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財務狀況之影響
 

如之前所呈報
會計政策變動
之追溯影響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804 (1) 21,80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384 – 7,384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 – –

應收貸款 10,000 – 10,000

電影版權 14,089 – 14,089

製作中之電影製作 227,230 – 227,230

製作中之音樂製作 597 – 597

存貨 67 – 67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5,817 – 5,81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805 – 2,805

現金及銀行結存 87,672 (109) 87,563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74,159) 1,927 (72,232)

銀行透支－有抵押 (9,943) – (9,943)
   

淨資產 293,363 1,817 295,180
   

累計虧損 (419,933) 1,817 (41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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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財務狀況之影響
 

如之前所呈報
會計政策變動
之追溯影響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106 – 21,10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384 – 7,384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 – –

應收貸款 10,000 – 10,000

電影版權 122,709 – 122,709

製作中之電影製作 99,972 – 99,972

製作中之音樂製作 659 – 659

存貨 – – –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4,849 – 4,84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4,615 – 4,615

現金及銀行結存 33,286 (98) 33,188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55,096) 1,131 (53,965)

銀行透支－有抵押 (10,032) – (10,032)
   

淨資產 239,452 1,033 240,485
   

累計虧損 (471,991) 1,033 (470,958)
   

對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業績之影響
 

如之前所呈報
會計政策變動
之追溯影響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3,253 – 23,253

毛利 9,405 – 9,405

其他收益 2,449 (400) 2,049

行政開支 (25,378) 358 (25,020)

其他經營支出 (36,861) (743) (37,604)

財務成本 (622) 1 (621)

除稅前虧損 (53,911) (784) (54,695)

年內虧損 (53,911) (784) (5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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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現金流量之影響

 

如之前所呈報
會計政策變動
之追溯影響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淨流出量 (53,841) 10 (53,831)

投資業務之現金淨流出量 (12) – (12)

融資業務之現金淨流出量 (622) 1 (621)
   

現金淨流出量 (54,475) 11 (54,46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以單一公平值計量指引取代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現有指
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亦載有有關金融工具及非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之詳細披
露規定。當中特別規定須於末期財務報表中就金融工具作出若干披露。

除上述者外，採納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
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惟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除外。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準則、修訂或詮釋

本集團並未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

釐清折舊及攤銷之接納方法6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

農業：生產性作物6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6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衍生工具更替及持續應用對沖會計法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及
過渡披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8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對沖會計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之修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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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投資實體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 收購合營業績權益之會計處理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7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二年度
周期之年度改進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三年度
周期之年度改進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稅1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惟可供採納。
4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包括少數例外情況）。
5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首份年度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表生效。
6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8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進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已於二零一零年作出修訂，以納入金融負債分類及計量以及終止確
認之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主要規定載述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
圍內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往後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以旨在收取合
約現金流量之業務模式持有之債務投資，及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
利息之債務投資一般於往後會計期末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
於往後報告期期末按公平值計量。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實體可以不可
撤回地選擇於其他全面收入呈列股本投資（並非持作買賣）之其後公平值變動，而一般
僅於損益內確認股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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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而言，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最大影響涉及因金融
負債（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信貸風險有變而導致該負債公平值變動之呈列方式。尤
其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而言，因金
融負債信貸風險有變而導致該負債公平值變動之金額乃於其他全面收入呈列，除非於
其他全面收入確認該負債信貸風險變動之影響會產生或增加損益之會計錯配，則作別
論。因金融負債信貸風險而導致之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39號，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公平值變動金額全部於損益中呈
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允許提
早應用。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對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產生影響。本公司董
事仍在評估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針對在現行慣例下使用抵銷準則時存在不一致之情況及釐
清：

– 「目前具有可合法強制行使之抵銷權利」之涵義；及

– 若干毛額結算系統可能被視為相當於淨額結算。

該等修訂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須追溯應用。

本集團現正評估上述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首次應用時之潛在影響，惟未能說明上
述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編制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資產以公平值列值除外。歷史成本一
般以交換貨品及服務時給予代價之公平值為基準。依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
務報表，須採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亦要求管理層於應用本公司會計政策時運用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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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值為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期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可能收取或轉讓負債可能支付
之價格，不論該價格是否直接觀察可得或使用另一種估值方法估計。估計資產或負債
之公平值時，本集團考慮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期為該資產或負債進行定價時將會考慮
之資產或負債特徵。在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計量及╱或披露之公平值均在此基礎上予
以釐定，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範圍內之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範圍內之租賃交易及以及與公平值類似但並非公平值之計量（例如，香港會計準
則第2號中之可變現淨值或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中之使用價值）除外。

此外，就財務報告而言，公平值計量根據公平值計量之輸入數據可觀察程度及輸入數
據對公平值計量之整體重要性分類為第1層、第2層及第3層，載述如下：

• 第1層輸入數據為實體於計量日期可以取得之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
（未經調整）；

• 第2層輸入數據為就資產或負債直接或間接地可觀察之輸入數據（第1層內包括之
報價除外）；及

• 第3層輸入數據為資產或負債之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4.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指來自下列各項之收益：(i)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ii)表演項目製作；
(iii)藝人及模特兒管理；(iv)音樂製作及(v)證券投資。年內確認之各重大類別營業額如
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 40,960 17,203

表演項目製作 768 579

藝人及模特兒管理 3,002 5,233

音樂製作 43 238

證券投資 9,664 –
  

54,437 2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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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

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言，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供其作資源
分配及分類表現評估之資料，乃以所交付或提供之貨品或服務種類為重點。

為了符合內部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者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資料所用之方式，
本集團現時分為下列經營分類：

－ 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
－ 表演項目製作
－ 藝人及模特兒管理
－ 音樂製作
－ 證券投資

本集團之報告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a) 分類收益及業績

電影及電視
節目製作

表演項目
製作

藝人及
模特兒管理 音樂製作 證券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
分類收益 40,960 768 3,002 43 9,664 54,437      

分類業績 1,536 22 815 36 9,664 12,073      

利息收入 167
撥回減值虧損 2,997 – 4 133 – 3,134
未攤分收益 78
未攤分企業開支 (12,564)
分銷成本 (12,617) – (877) (156) – (13,650)
行政開支 (9,792) – (451) (64) – (10,307)
其他經營開支 (41,663) – (1,694) – – (43,35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 – – – – – 

經營虧損 (64,426)
財務成本 (625) 

除稅前虧損 (65,051)
稅項 – 

年內虧損 (6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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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及電視
節目製作

表演項目
製作

藝人及
模特兒管理 音樂製作 證券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三年（重列）
分類收益 17,203 579 5,233 238 – 23,253

      

分類業績 7,388 43 1,769 205 – 9,405
      

利息收入 118

撥回減值虧損 26 – 1,451 – – 1,477

未攤分收益 454

未攤分企業開支 (13,677)

分銷成本 (3,600) – (449) (665) – (4,714)

行政開支 (10,581) (383) (348) (31) – (11,343)

其他經營開支 (34,552) – (2,716) (336) – (37,60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1,810 1,810

 

經營虧損 (54,074)

財務成本 (621)
 

除稅前虧損 (54,695)

稅項 –
 

年內虧損 (54,695)
 

在上表呈報之分類收益是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本年度分類之間並無互相之銷售
（二零一三年：無）。

分類業績指各分類所得之盈利，並無分配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薪金、公司法
律專業費用及財務成本。此乃為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評估而報告予主要營運決策
者之計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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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類資產及負債

電影及電視
節目製作

表演項目
製作

藝人及
模特兒管理 音樂製作 證券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分類資產 103,050 – 755 468 14,282 118,555
未攤分資產 411,042

 

綜合資產 529,597
 

分類負債 21,864 – 6,256 580 – 28,700
未攤分負債 16,480

 

綜合負債 45,180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重列）
分類資產 227,645 – 1,239 688 4,624 234,196
未攤分資產 70,286

 

綜合資產 304,482
 

分類負債 37,487 1,387 6,727 900 5 46,506
未攤分負債 17,491

 

綜合負債 63,997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重列）
分類資產 245,386 – 4,081 733 2,813 253,013
未攤分資產 124,342

 

綜合資產 377,355
 

分類負債 39,320 644 10,144 658 2 50,768
未攤分負債 31,407

 

綜合負債 82,175
 

為了監察分類之表現及於不同分類分配資源：

－ 除並不歸類於各分類之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及其他未攤分總
辦事處及企業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報告分類；及

－ 除並不歸類於各分類之未攤分企業金融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報告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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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分類資料

電影及
電視

節目製作
表演

項目製作

藝人及
模特兒
管理 音樂製作 證券投資 未攤分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
其他分類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 68 – – – – 72 140

電影版權攤銷 39,424 – – – – – 39,424

折舊 318 – 1 – – 244 563

就下列各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按金及預付款 27 – 1,694 – – – 1,721

－電影版權 41,636 – – – – – 41,636

－製作中之音樂製作 – – – – – – –

有關存貨之撇減 – – – – – – –

撥回有關減值虧損：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2,997) – (4) (13) – – (3,014)

－存貨 – – – (120) – – (120)
       

二零一三年（重列）
其他分類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 84 – 6 – – – 90

電影版權攤銷 9,815 – – – – – 9,815

折舊 350 – 15 – – 422 787

就下列各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按金及預付款 2,987 – 2,716 – – – 5,703

－電影版權 31,565 – – – – – 31,565

－製作中之音樂製作 – – – 126 – – 126

有關存貨之撇減 – – – 210 – – 210

撥回有關減值虧損：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26) – (1,451) – – – (1,477)

－存貨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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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域資料

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按地域位置詳列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註冊地區） 20,614 15,26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6,422 3,181

馬來西亞 2,181 2,152

其他 5,220 2,652
  

54,437 23,253
  

於報告期期末，本集團超過90%之可識別資產均位於香港。因此，沒有呈列非流
動資產之地域資料分析。

(e) 主要客戶資料

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產生之收益約為40,96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7,203,000港
元）。來自一名（二零一三年：二名）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佔本集
團總收益10%或以上之主要客戶之收益約為26,35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分別約
為3,166,000港元及3,11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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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虧損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經營虧損乃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所達致：

存貨成本（計入銷售成本） 7 33

電影版權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39,424 9,815

核數師酬金 600 6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63 787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 1,988 2,014

就下列各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1,721 5,703

－電影版權* 41,636 31,565

－製作中之音樂製作* – 126

就存貨之撇減* – 2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335 (70)

撥回有關之減值虧損：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3,014) (1,477)

－存貨 (120) –

匯兌虧損淨額 36 7
  

* 該等項目之總額為綜合損益表內之「其他經營支出」。

7. 財務成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有關下列各項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574 573

  

574 573

銀行收費 51 48
  

625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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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

當期稅項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年內錄得稅務虧損，以及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應課
稅溢利或或應課稅溢利由結轉之估計稅項虧損悉數抵銷，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二零一三年：無）。

遞延稅項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供抵銷未來盈利並可無限期結轉之未動用稅項虧
損約為369,46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06,501,000港元）。由於未能預測未來盈利之來
源，故並無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普通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計算每股普通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虧損 (66,832) (52,842)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重列）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520,429 400,042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
同，是因為並無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股。

用以計算兩年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已就本公司分別於二零
一四年五月八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完成之股份合併及供股的獎勵元素的影響作出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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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聯營公司資產淨值 – –

收購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商譽 7,384 7,384
  

7,384 7,384
  

本集團擁有無綫收費電視控股有限公司（「收費電視控股」）及無綫網絡電視有限公司
（「無綫網絡」）之5%股權。本公司董事認為，儘管本集團所持權益少於20%，惟於收費
電視控股及無綫網絡之董事會均有代表，故本集團對收費電視控股及無綫網絡仍保留
重大影響力，因此，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仍將收
費電視控股及無綫網絡入賬列為其聯營公司。

11.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365 309 1,104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淨額 9,983 4,540 4,713
   

10,348 4,849 5,817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平均90至180日之賒賬期（二零一三年：90至180日）。以下為應收貿
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0至90日 365 205 885

91至180日 – 104 219

181日以上 6,860 11,419 14,555
   

7,225 11,728 15,659

減：就應收貿易賬款確認之減值虧損 (6,860) (11,419) (14,555)
   

總計 365 309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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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應收貿易賬款已逾期超過180日但並無減值。

已逾期超過180日之約6,860,000港元應收貿易賬款（二零一三年：11,419,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14,555,000港元）已減值。在釐定應收貿易賬款之收回可能性時，本公司董
事曾考慮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質素自初步授出信貸日期起及直至報告日期期間之任何
變動。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須就應收貿易賬款作減值撥備至其可收回價值，並相信毋
須就超出呆賬準備之差額進一步作出信貸撥備。

呆賬準備之變動：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於年初 11,419 14,555 13,247

就應收貿易賬款確認之減值虧損 87 3,376 1,462

年內因不可收回而撇銷之金額 (1,632) (5,037) –

年內撥回之減值虧損 (3,014) (1,475) (154)
   

於年終 6,860 11,419 14,555
   

12.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應付貿易賬款 8,084 5,477 2,519

應計費用 22,564 24,834 22,574

已收客戶按金 4,021 22,846 42,603

其他應付賬款 550 808 4,536
   

35,219 53,965 7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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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於報告期期末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0至90日 506 178 –

91日或以上 7,578 5,299 2,519
   

8,084 5,477 2,519
   

13. 報告期期末後事項

直至綜合財務報表刊發日，於報告期期末後並無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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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錄得總營業額約54,400,000港元，較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錄得之約23,300,000港元上升約133.5%。本集團年內
之毛利約為12,100,000港元，較去年約9,400,000港元上升約28.7%。營業額上升主要
由於本集團在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電影及電影節目製作之營業額增加
及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淨收益約9,700,000港元。本集團去年並沒有錄得
任何出售投資收益。

年內，本集團錄得經營虧損約64,400,000港元，而去年則錄得約54,100,000港元之經
營虧損。經營虧損增加主要由於分銷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約4,7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3,700,000港元。年
內分銷成本的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已發行之兩部內地合拍電影的市場推廣成本增加
所致。相比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錄得約54,700,000港元虧損，本集
團錄得約65,100,000港元年內虧損。

其他經營支出由去年約37,600,000港元增加至本年約43,400,000港元。該增加主要由
於年內就電影版權確認之減值虧損增加所致。

年內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66,800,000港元，而去年則為虧損約52,800,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虧損約為0.13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年度則為每股虧損約0.13港元。

營運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娛樂及媒體業務。本集團之業務可分類為：(i)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
(ii)表演項目製作；(iii)藝人及模特兒管理；(iv)音樂製作；(v)證券投資；及(vi)投資
在收費電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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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來自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業務之營業額
約為41,000,000港元，較去年之營業額約17,200,000港元增加約138.4%。本集團自該
等業務取得之毛利約為1,5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
毛利則約為7,400,000港元。年內此業務之營業額主要來自本集團年內發行之兩部合
拍電影「笑功震武林」及「惡戰」。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電影版權總賬面淨值約為64,300,000港元。於年
內就電影版權確認之減值虧損約為41,6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製作中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之總額約為18,500,000港元。

表演項目製作

年內，本集團舉辦了多個宣傳表演項目。表演項目製作於年內所產生之營業額約為
800,000港元，而去年之營業額則約為600,000港元。

藝人及模特兒管理

本集團於年內繼續管理多名藝人及模特兒。

本集團藝人及模特兒管理業務於年內產生之營業額及毛利分別約為3,000,000港元及
800,000港元，而去年之營業額及毛利分別約為5,200,000港元及1,800,000港元。

音樂製作

年內，本集團音樂專輯製作業務產生之營業額約為4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營業額約為200,000港元。

儘管音樂製作僅佔本集團總盈利之一小部分，惟為旗下藝人製作音樂專輯，以提高本
集團旗下藝人之知名度及本集團之形象。



 24 

證券投資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之賬面值分別約為零及4,600,000港元。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賬面值減
少主要為年內已出售證券投資之成本。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收益分別約為零及1,800,000港
元。

投資在收費電視業務

本集團於無綫收費電視控股有限公司（「收費電視控股」）及無綫網絡電視有限公司
（「無綫網絡」）之5%權益仍繼續入賬列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本公司董事認為，儘管
本集團持有之權益低於20%，惟於收費電視控股及無綫網絡之董事會均有代表，故本
集團對收費電視控股及無綫網絡仍保留重大影響力。

市場地域回顧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繼續專注於香港及中國大陸市場。本集團來自香港及中國大陸
之收益分別約為20,600,000港元及26,4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分別約37.9%及
48.5%。

未來業務前景及計劃

本集團致力於中國大陸加強及開拓其電影及電視製作之發行渠道。鑑於中國大陸不
斷開放及擴展電影及電視製作市場，加上國內票房持續增長，本集團深信電影及電視
製作於中國大陸之發行業務潛力龐大。

鑑於世界主要經濟體系之復甦趨勢不明朗，本集團來年將面對重重困難。我們對香港
電影及電視製作業前景持審慎樂觀態度。本集團將為自家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嚴選
故事及劇本。本集團亦將對電影及電視項目實行嚴格之成本控制及風險管理措施。

此外，本集團一直於市場物色不同娛樂相關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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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重組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特別決議案，
每1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合併股份，以
及透過註銷本公司之繳足每股合併股份0.09港元，將每股合併股份之面值由0.10港元
削減至0.01港元。股份合併及削減股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生效。

財務回顧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484,4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則約為240,500,000港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
債）為11.10。

根據以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
議案之方式授出之一般授權，本公司以配售新股方式按每股普通股0.061港元之認購
價格發行249,000,000股普通股，於年內籌集約15,200,000港元（扣除開支前）。配售新
股所得之款項淨額約為14,600,000港元，年內已悉數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本公司於年內以供股方式按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四日（即釐定供股配額之記錄日期）
每持有一股普通股股份供九股供股股份之基準，以每股供股股份0.228港元之認購價
發行1,345,014,801股普通股股份，籌集約306,700,000港元（扣除開支前）。供股之所得
款項淨額約為294,500,000港元。本公司已計劃將所得款項保存於銀行及用於經營其
現有業務（包括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或於發現其他娛樂事業拓展機遇時用於將其
業務拓展至娛樂相關投資項目。

於報告期期末，本集團之短期銀行透支約為10,000,000港元，按貸款銀行之最優惠年
利率或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厘年利率（以較高者為準）計息，並須於要求時償還。本
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達398,200,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即總借貸除以總資產之
比率）為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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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期末，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約為24,000,000港元，主要因本公司就若干前附屬
公司所獲銀行信貸向一間金融機構提供公司擔保而產生。該等前附屬公司已動用其
中約5,500,000港元之銀行信貸，且該金融機構已就有關金額提出索償。

倘本集團需要額外資金以進一步發展本集團之現有業務或於出現合適機會時進行新
投資或償還其財務責任，則董事會將考慮進行股本集資活動及╱或出售本集團之現
有資產。

匯率波動風險及有關對沖

年內，本集團之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音樂專輯製作、表演項目製作、藝人及模特兒
管理以及證券投資之收益及成本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結算。銀行透支形式之借貸亦
是以港元結算。

由於港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於年內相對穩定，因此本集團所承受之匯率波動風險不大。

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外幣風險及於必要時安排對沖工具。

僱員計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27名僱員，全部位於香港。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
策及組合由執行董事定期檢討及審批。除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內部培訓計劃外，本集
團亦會根據個人工作表現之評核而向僱員提供醫療保險計劃、酌情花紅及購股權。

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總值約為19,9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20,100,000港元）之若干資產已作為授予本公司之銀行信貸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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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訴訟及仲裁程序

1. 本公司及其前附屬公司栢源電子有限公司（「栢源」）涉及與North American 

Foreign Trading Corporation 「NAFT」）之仲裁程序，內容有關多方人士就栢源及
NAFT於一九九六年付運貨物所應收之18,000,000港元款項總額及有關損害賠償
提出索償。該仲裁程序由NAFT於美國紐約向本公司及栢源提出，以申索指稱損
害賠償。本公司已於取得法律意見後就指稱索償積極抗辯，並就上述18,000,000

港元及其他損害賠償提出反索償。本公司已有一段極長時間未有收到任何關於
該仲裁程序之文件，而據本公司所知，該程序維持於休止狀態。

2.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三日，印尼國際財務有限公司（「印尼國際財務」）根據一項
擔保向本公司發出傳訊令狀及申索陳述書，該擔保乃指稱由本公司就其前附屬
公司偉栢企業有限公司之若干負債向印尼國際財務作出。該項申索之金額約為
3,583,000港元及248,000美元（約1,936,000港元）連利息。

本公司已向其前董事李振國先生及方榮生先生提出第三方法律程序，倘本公司
被判須向印尼國際財務負上法律責任（已予否認），將尋求彼等分擔印尼國際財
務申索中達49%之款項。

印尼國際財務自二零零六年六月起並無就有關訴訟採取任何行動。本公司已準
備就緒繼續就印尼國際財務之申索抗辯，亦會繼續向李振國先生及方榮生先生
進行第三方法律程序。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成員公司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索償，而董事亦不知悉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有任何未了結或面臨威脅之重大訴訟或索償。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三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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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年內概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
管治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守則條文A.4.1訂明，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
並須接受重新選舉。李魁隆先生及伍海于先生於彼等各自之聘任書內指定任期（二零
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屆滿後繼續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而再無
指定任期，惟在任何情況下，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公司細則」）輪值退任
及重新委任。由於按照現時建議，李先生和伍先生將於將會舉行之二零一四年財政年
度股東週年大會上重新委任，並符合資格於會上膺選連任，故本公司延遲與彼等訂立
列明各自任期之新聘任書，直至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屆時將遵照企業管治守則之
守則條文，就彼等各自之續聘事宜分別提呈決議案。由於李先生和伍先生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部分時間並非按指定任期委任，此舉構成偏離企業管治
守則之守則條文A.4.1。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詳情載於本公司年報企業管治報告內，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向
股東寄發。

審閱全年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年度之全年業績。審核委員會亦已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
師會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
申報之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全年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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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 業 績 公 佈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指 定 網 頁( w w w. h kex n ew s . h k )及 本 公 司 網 頁
(www.irasia.com/listco/hk/see）。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本公司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上載於上述網頁。

致謝

董事藉此對全體員工的竭力不斷服務及貢獻，深表謝忱。同時，董事謹此衷心感謝本
集團全體客戶、供應商及股東一直給予本集團支持。

承董事會命
漢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馬浩文博士

香港，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馬浩文博士（主席）
王鉅成先生（董事總經理）
王志超先生
Direk Lim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魁隆先生
伍海于先生
向碧倫先生
陳嬋玲女士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