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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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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ORANGE SKY GOLDEN HARVEST ENTERTAINMENT (HOLDINGS) LIMITED
橙 天 嘉 禾 娛 樂（集 團）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2）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

摘要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本集團
收益 619 690 (71) (10.3)%
毛利 375 398 (23) (5.8)%
除稅前虧損 (116) (20) (96) >100%
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109) (33) (76) >100%
每股基本虧損 (3.96)港仙 (1.21)港仙

經調整股權持有人應佔 
 溢利╱（虧損）## 21 (5) 26 (>100)%

## 撇除中國內地影城業務所引起之虧損以及一次性開支包括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開支、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之公允價值虧損、可換股債券中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出
售中國影城業務所產生之專業費用、部份視作出售中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及關
閉一間電影院所產生之相關費用。

• 收益減少10.3%至6.19億港元。收益減少乃主要由於中國內地影城業務收
益下跌7,800萬港元所致，有關業務其後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出售。

• 毛利由3.98億港元減少5.8%至3.75億港元。然而，由於營運效率有所改善，
毛利率由57.7%上升至60.6%。

• 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由3,300萬港元增加至1.09億港元。撇除其後已出售之
中國內地影城業務所引起之虧損以及一次性開支，以相同基準計算，本公
司於回顧期間錄得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2,10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股權
持有人應佔虧損約500萬港元大幅改善2,600萬港元。

• 資產負債比率輕微下跌至17.9%（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9%）。

• 於報告期後二零一七年八月十日就出售中國內地影城業務宣派特別股息
約10.02億港元，並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支付。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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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同期比較數字。
綜合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收益表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618,893 689,939

銷售成本 (243,874) (292,287)
  

毛利 375,019 397,652

其他收益 17,012 10,700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72,495) 586
銷售及發行費用 (322,446) (378,425)
一般及行政費用 (118,280) (63,619)
其他營運費用 (3,060) (169)

  

經營業務虧損 (124,250) (33,275)

財務費用 5(a) (43,075) (31,356)
應佔合營企業之溢利 50,504 44,394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749 193

  

除稅前虧損 5 (116,072) (20,044)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5,542 (14,965)
  

本期間虧損 (110,530) (35,009)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8,601) (33,298)
非控股權益 (1,929) (1,711)

  

(110,530) (35,009)
  

每股虧損 7

基本 (3.96)港仙 (1.21)港仙
  

攤薄 (3.96)港仙 (1.2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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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虧損 (110,530) (35,00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以下財務報表時之匯兌差額：
 — 香港境外附屬公司 12,198 (6,890)
 — 香港境外合營企業 15,367 5,744
 — 香港境外聯營公司 355 (98)

  

27,920 (1,24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82,610) (36,253)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82,303) (34,445)
非控股權益 (307) (1,80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82,610) (36,253)
  

附註： 上述全面收益項目並無任何稅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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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41,800 41,800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71,846 80,240
租賃土地 123,183 123,749

  

236,829 245,789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201,115 201,122
可供出售之權益證券 6,221 6,048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1,681 18,821
會籍 1,890 1,890
商標 80,524 80,524
商譽 120,655 57,233
無形資產 7,407 –
遞延稅項資產 6,612 6,160
已抵押銀行存款 – 20,000

  

682,934 637,587
  

流動資產

存貨 1,226 1,025
電影版權 44,984 46,040
貿易應收款項 8 34,662 21,237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64,531 64,357
已抵押銀行存款 272,151 43,001
存款及現金 383,744 152,380
衍生金融工具 – 70,236
分類為持作待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10 2,079,536 2,120,002

  

2,880,834 2,518,278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432,080 222,634
可換股債券 206,255 9,547
貿易應付款項 9 56,854 43,49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31,774 55,939
遞延收益 11,268 3,737
融資租賃債務 285 276
應付稅項 4,862 1,164
衍生金融工具 9,917 –
其他金融負債 276,179 –
分類為持作待售之出售組別負債 10 534,439 637,543

  

2,063,913 97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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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816,921 1,543,94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99,855 2,181,531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188,300
可換股債券 – 174,067
融資租賃債務 124 269
其他金融負債 – 219,389
遞延稅項負債 7,173 9,471

  

7,297 591,496
  

資產淨值 1,492,558 1,590,03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74,337 274,252
儲備 1,160,432 1,257,35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434,769 1,531,602

非控股權益 57,789 58,433
  

權益總額 1,492,558 1,59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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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
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本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獲准刊發。

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附註2(a)所
述預期將於二零一七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及附註2(b)所載收購一家附屬
公司後採納會計政策則除外。

管理層需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表時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
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及以年初至今為基準計算之資產與負債及收入
與支出之呈列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所出入。

中期財務報表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說明附註。附註包括對本集團自刊發二零
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之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易之
詮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全部資料。

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
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2 會計政策

(a)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採納該等修訂並無對本中期財務報告內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績
及財務狀況之呈列及呈報方式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納可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b)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後採納會計政策

無形資產 — 客戶關係

在業務合併中獲得之客戶關係按收購日期之公允價值列賬。

客戶關係具有限可使用年期，並按成本扣除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列賬。攤銷按以預
計之可使用年期5年利用直線法攤銷客戶關係成本。

攤銷成本及方法均會每年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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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收益指出售電影、影碟及電視版權、電影及電視劇發行、影城經營和提供餐飲所得收入、
宣傳及廣告服務、代理及顧問服務以及出售影音產品之所得款項。

本集團客戶基礎分散，概無客戶所涉及交易佔本集團收益超過10%。

4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地區管理業務。與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用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資料
所用之內部匯報方式一致，本集團已呈列下列報告分部。概無將經營分部合併以構成下
列報告分部：

─ 香港

─ 中國內地

─ 台灣

─ 新加坡

就位於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之公司而言，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載列於
下表。

上述各報告分部之收益主要源自經營影城、電影及影碟發行、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以及
提供廣告及顧問服務。台灣及新加坡之報告分部分別代表該等合營企業在台灣及新加坡
之經營表現。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資源，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按下列基準監
察各報告分部應佔收益及業績：

分部收益及業績

收益按本地公司之外部客戶所在地分配至報告分部。開支參考該等分部之銷售額及該等
地理位置產生之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及攤銷所產生之開支分配至該等報告分部。

報告分部溢利乃按經調整除稅後經營溢利計算，但不包括財務費用淨額、匯兌差額及非
經常性項目。為計算得出經調整除稅後經營溢利，本集團之溢利就並非指定屬於個別分
部之項目（如董事及核數師酬金以及總辦事處或企業行政成本）作出進一步調整。

除收到有關除稅後經營溢利之分部資料外，有關收益之分部資料亦會向管理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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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主要基於經營溢利評估表現，包括應佔各分部之合營企業業績。分部之間定價一
般按公平原則釐訂。

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香港 中國內地 台灣 新加坡 總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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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收益
— 經營影城 127,045 123,299 476,892 554,431 235,802 223,765 203,381 204,888 1,043,120 1,106,383

— 發行及製作 16,285 21,742 49 946 2,854 1,855 5,729 2,508 24,917 27,051

— 集團企業 1,318 696 – 2,087 – – – – 1,318 2,783
          

報告分部收益 144,648 145,737 476,941 557,464 238,656 225,620 209,110 207,396 1,069,355 1,136,217
          

除稅後報告分部
 溢利╱（虧損） 14,702 8,433 3,786 (29,005) 14,351 9,757 34,930 34,561 67,769 23,746

          

對賬 — 收益

報告分部收益 1,069,355 1,136,217

應佔台灣及新加坡
 合營企業之收益 (447,766) (433,016)

分部間收益抵銷 (830) (5)

其他 (1,866) (13,257)
  

618,893 689,939
  

對賬 — 除稅前虧損

來自外部客戶之
 除稅後報告溢利 67,769 23,746

未分配經營開支淨額 (176,370) (57,044)

非控股權益 (1,929) (1,711)

所得稅 (5,542) 14,965
  

除稅前虧損 (116,072) (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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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財務費用

銀行貸款利息 12,457 16,431

可換股債券利息 17,126 12,619

非控股權益認沽期權利息 11,212 –

融資租賃債務之財務費用 1,585 1,627

其他附屬借貸成本 695 679
  

43,075 31,356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9,980 15,921

服務提供成本 221,028 267,305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 70,236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272 85,583

電影版權攤銷 2,866 9,061

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開支 25,429 –

因業主提早終止租約所得之補償收入 – (9,91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692 5,954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8,421) 3,980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6,380) (1,836)
(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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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之稅項乃指：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撥備 2,303 1,631
 海外稅項撥備 7,214 15,945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89 (128)

  

9,806 17,448

遞延稅項 — 海外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5,348) (2,483)
  

實際稅項（抵免）╱開支 (5,542) 14,965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採用估計年度實際稅率16.5%（二
零一六年：16.5%）計算。

同樣地，香港境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乃按適用於所在相關司法權區之估計年度實際稅率計
算。

7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108,60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3,298,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743,065,878股（二
零一六年：2,742,519,248股）計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2,742,519,248 2,742,519,248
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546,630 –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43,065,878 2,742,51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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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虧損

每股攤薄虧損乃假設在所有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被行使或兌換後，透過調整已
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本公司擁有兩類（二零一六年：兩類）攤薄潛在普通股：
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假設已獲轉換為普通股，而虧損淨額已就抵銷利
息開支減稅務影響予以調整。購股權乃透過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認購權之幣值
釐定可按公允價值（按期內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釐定）收購之股份數目計算。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經調整虧損時並無計入假設可換股
債券獲轉換及購股權獲行使所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原因為彼等具有反攤薄影響
或無攤薄影響。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經調整虧損時並無計入假設可換股
債劵獲轉換及購股權獲行使所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原因為彼等具有反攤薄影響。

8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授出介乎一至三個月之信貸期。每名客戶設有信貸限額，而管理層會定期審
閱逾期結餘。

於報告期末，以發票日期為基準及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15,490 10,841

一個月以上但兩個月內 5,808 3,564

兩個月以上但三個月內 5,251 585

三個月以上 8,113 6,247
  

34,662 21,237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包括應收關連公司款項合共41,360,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972,000港元）及應收一家合營企業款項零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52,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可於一年內收回。與
出售集團有關之應收關連公司貿易款項41,36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1,012,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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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以發票日期為基準之貿易應付款項如下：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三個月 44,061 32,266

四至六個月 1,030 162

七至十二個月 520 383

一年以上 11,243 10,683
  

56,854 43,49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貿易應付款項包括應付關連公司款項合共27,37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765,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應要
求償還。與出售集團有關之應付關連公司貿易款項27,34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5,734,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

10 持作待售之出售組別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鉅滿有限公司（「鉅滿」）與美視
角有限公司（「美視角」）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鉅滿有條件同意出售而美視角
有條件同意購買橙天嘉禾影城有限公司（「橙天嘉禾影城」）全部股權，初始代價為人民幣
32.86億元，惟其後可作價格調整（如有）（「出售事項」）。視作出售事項於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完成後，於中國內地經營本集團影城業務之實體橙天嘉禾影城（中
國）由橙天嘉禾影城及嘉興信業分別擁有92.59%及7.41%權益。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就出售事項收取人民幣400,000,000元（相當於456,530,000港元），有關金額已計入「其
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根據買賣協議，橙天嘉禾影城於出售事項完成前進行重組（「重組」），僅納入與本集團中
國內地影城業務相關之實體。經計及重組之影響後，橙天嘉禾影城之資產及負債由持作
待售之出售組別組成。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完成，代價為人民幣32.90

億元。

管理層根據出售事項之事實及具體情況進行評估，出售組別分類為持作待售之標準已於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獲達成。持作待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及負債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開
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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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及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收益減少 10.3%至6.19億港元，而毛利則減少5.8%至3.75
億港元。毛利率改善至60.6%（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57.7%）。本公司股權持
有人應佔虧損增至1.086億港元，去年同期則為3,330萬港元。撇除其後已於二
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交割」）出售之中國內地影城業務（「出售業務」）（「出售
事項」）以及若干一次性開支，以相同基準計算，本期間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為2,10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500萬港元大幅增加2,600萬港
元。

出售事項其後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完成，代價由初步代價人民幣
32.86億元調整至人民幣32.90億元，惟其後可作價格調整（如有）。預期本集團
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來自出售事項之重大收益。

香港影城營運收益與去年同期相比保持穩定。本集團收益減少主要歸因於出
售業務。由於競爭激烈，本期間出售業務之收益減少7,750萬港元至4.769億港元，
跌幅為14%。

回顧期間毛利率因營運效率持續提升而得以改善。

於回顧期間，分佔新加坡及台灣合營企業投資溢利總額由4,440萬港元增至5,050
萬港元。有關增長乃主要源於台灣業務，原因是台灣市場票房總收入回升，
以及本集團營運效率有所改善。

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除上述出售業務表現下滑外，確
認若干一次性開支，如 (i)本集團就達成出售事項交割之先決條件所產生一次
性開支；(ii)主要由出售事項產生之專業佣金及費用以及遵循成本；及 (iii)本公
司於回顧期間授出購股權所佔一次性開支，進一步增加虧損。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3.84億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2億港元）。本集團之未償還借貸為6.38億港元（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95億港元），當中主要包括計息銀行貸款4.32億港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1億港元）及可換股債券2.06億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4億港元）。本集團致力維持有效流動資金管理，
故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借貸總額除資產總值計算）得以下降至17.9%（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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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影城業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新
加坡共營運106家影城共772塊銀幕，較去年同期之100家影城共737塊銀幕分別
增加6.0%及4.7%。期內本集團影城觀眾接近2,600萬人次，減少7.1%，減幅主要
源自出售業務。期內上映之荷里活猛片主要有《美女與野獸》、《狂野時速8》、《神
奇女俠》、《波士BB》、《盧根》、《變形金剛5：最後的騎士》。華語猛片主要有香
港及中國內地上映之《功夫瑜伽》、《西遊伏妖篇》及中國內地及台灣上映之《摔
跤吧！爸爸》。

本集團各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中國內地 香港 台灣 新加坡

影城數目* 76 6 13 11
銀幕數目* 531 23 127 91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11.3 1.3 8.3 4.7
平均淨票價（港元） 34 85 59 59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中國內地及新加坡分別正在建設另外三家及一家影城。三家中國內地建設中之影城連
同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所有其他影城其後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出售。新加坡
之建設中影城預期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開幕。

本集團不斷追求完美聲畫質素，務求為觀眾帶來嶄新電影觀賞體驗。本集團
影城之所有銀幕已全面安裝數碼放映設備且支援3D放映。本集團於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在中國內地及台灣共有十二塊IMAX®銀幕。除數碼IMAX®銀幕外，
本集團一直提升影城內之超高解像度Sony 4K投影系統、4DXTM、D-Box動感座椅、
先進環迴杜比全景聲系統及DTSX音響系統。



– 15 –

中國內地

本集團中國內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

影城數目* 76 71
銀幕數目* 531 498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11.3 13.7
平均淨票價（人民幣元） 30 30
票房總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371 138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 扣除政府稅項及徵費前

附註： 中國內地正在建設另外三家影城。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所有影城其後已於二零一七年
七月二十八日出售。

中國內地票房總收入於本期間增加10.2%至人民幣271億元。本集團於中國內
地多廳影城產生之票房總收入則較去年同期減少15%。儘管平均票價維持人
民幣30元之穩定水平，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於中國內地多廳影城之入場觀眾較
去年同期下跌18%至約1,130萬人次，主要由於中國內地競爭激烈所致。中國內
地之未計利息、稅項及折舊利潤亦由去年同期減少62%至本期間之3,390萬港元。

出售業務較其競爭對手規模為小，本公司相信須作出大量投資發展出售業務
以與較大型對手競爭，可能導致本公司額外產生龐大財務及折舊開支，對本
集團未來之整體溢利水平構成不良影響。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產生虧損很大程度源自出售業務表現遜於預期，本公司
認為出售事項可減輕本集團整體溢利水平所承受壓力。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本集團與一名買家訂立買賣協議以初步代價約
人民幣32.86億元出售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影城業務。

出售事項其後已於回顧期間內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完成，代價約為人
民幣32.90億元。本集團於同日已在香港自買方收取約人民幣30.2億元之美元
等值金額（即代價扣除中國稅務付款）。於出售事項完成時，本集團於中國內
地之影城業務已完成轉讓予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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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本集團香港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

影城數目* 6 5
銀幕數目* 23 21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1.3 1.2
平均淨票價（港元） 85 87
票房總收入（百萬港元） 106 106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回顧期間，香港市場整體票房收入為9.83億港元，較去年同期10.23億港元減
少3.9%。儘管市場表現倒退，本集團於香港之影城之表現優於市場，票房總收
入維持於1.06億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06億港元）。期內上映之猛片
主要有《美女與野獸》、《狂野時速8》、《神奇女俠》、《波士BB》及《盧根》。入場觀
眾由120萬人次增至130萬人次，而平均淨票價由87港元減至85港元。

台灣

本集團台灣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

影城數目* 13 13
銀幕數目* 127 127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8.3 7.8
平均淨票價（新台幣） 236 239
票房總收入（十億新台幣） 2.0 1.9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期內，台北市票房收入增加7.4%至20.4億新台幣（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9.0
億新台幣）。本集團擁有35.71%權益之威秀院線（「威秀」）錄得票房總收入19.64
億新台幣，較去年同期增長5.1%。增長主要由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荷里活猛
片源源不絕，如《速度與激情8》、《神奇女俠》、《美女與野獸》、《盜墓迷城》、《盧根》
及《加勒比海盜：惡靈啟航》。與過去數年相似，於回顧期間威秀繼續佔據領先
地位，其市場佔有率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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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分佔威秀之純利由去年同期940萬港元增至1,390萬港元。除繼續投資新
影城以擴大市場佔有率及票房收入外，威秀亦專注控制成本及開發電子票券
系統以改善營運效率。除放映傳統電影外，威秀亦呈獻各種不同放映內容，
並廣受市場歡迎，以提升觀影體驗。

於發行業務方面，威視股份有限公司因發行《捍衛任務2：殺神回歸》及《吃吃的
愛》等多部知名電影而較二零一六年同期錄得顯著收益增長。

就非票房收入而言，Gold-class多廳影城由專人餐飲團隊提供服務，為觀眾提
供全面觀賞體驗，亦為威秀帶來可觀溢利。期內，威秀於三井Outlet Park影城
開設著名Sanrio卡通人物主題餐廳「Hello Kitty Red Carpet」。此主題餐廳以Hello 
Kitty作裝飾並提供不同餐飲，使顧客可投入於一切有關Hello Kitty之環境當中，
深受市場歡迎。

新加坡

本集團新加坡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

影城數目* 11 11
銀幕數目* 91 91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4.7 4.9
平均淨票價（新加坡元） 10.6 10.2
票房總收入（百萬新加坡元） 50.3 50.1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一家新加坡影城目前正在建設，預期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前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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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新加坡票房收入為1.10億新加坡元，較去年同期1.18億新加坡元
減少6.8%。本集團擁有50%權益之嘉華院線（「嘉華」）繼續穩踞領導地位，市場
佔有率為46%，期內錄得票房收入5,030萬新加坡元，較去年同期5,010萬新加坡
元輕微增加0.4%。票房收入增加主要有賴嘉華採取更佳訂價策略並提供各式
各樣電影產品以吸引觀眾，致使平均淨票價增加而入場觀眾人次與市場水平
相比僅輕微減少。多部暑期荷里活猛片推出，包括《美女與野獸》、《狂野時速8》、
《神奇女俠》、《銀河守護隊2》及《盧根》，深受觀眾歡迎。為擴展影城業務並維持
市場佔有率，嘉華進一步投資於Paya Lebar開設新影城，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前開幕。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應佔新加坡業務之純利維持3,490萬港元之穩定水平，去
年同期則為3,460萬港元。

電影及電視節目發行及製作

本集團電影發行及製作業務錄得收益2,500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2,700萬港元。
發行收入主要源自於香港發行《小男人週記3》、《失眠》及《失戀日》、於香港及
新加坡發行《拆彈專家》，以及於新加坡及台灣發行《捍衛任務2：殺神回歸》。

本期間本集團電影發行及製作業務之溢利達700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
200萬港元。溢利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具備高盈利能力之電影片庫之版權收
入增加。

本集團將於未來數年透過自資以及與本地及海外製作公司及電視製作公司合
作，繼續尋找電影與電視劇投資及授權商品重新開發。本集團擁有永久性發
行權之電影片庫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版權收入貢獻。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本集團與一名買方訂立買賣協議以出售中國內
地影城業務。

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按由人民幣32.86億元調整至人民幣
32.90億元之代價完成，惟其後可作價格調整（如有）。同日，本集團已於香港收
取買方為數約人民幣30.2億元美元等值金額（即代價減中國稅務付款）之款項。
於出售事項完成時，本集團中國內地影城業務已完成轉讓予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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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二月九日、二零一七年三月七日、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日、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七年八月十日之
公佈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三日致股東之通函。

於報告期末，董事建議派付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351港元，合共10.02億港元，
乃根據宣派日期已發行普通股2,855,273,677股計算。於報告期後宣派之特別股
息尚未確認為報告期末之負債。

前景

中國內地影城業務其後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完成出售。於出售事項後，
本公司擬大幅擴張現有餘下業務之營運，務求提升本公司未來盈利，包括但
不限於 (i)投資於香港影城業務，方式為於租約屆滿時競爭目前由其他影城營
運商經營之現有影城地點；識別目前並無任何影城服務之人口密集地區，以
探索開設新影城之機會；及╱或根據市場上新地點之供應情況及商業條款之
可行性，收購其他影城營運商之現有影城地點，從而於交割後每年於香港開
設平均一至兩間新影城；(ii)提升香港及中國電影、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業務，
於交割後每年製作及╱或聯合投資於平均兩或三部中至大型新電影；(iii)提升
香港及中國發行業務，方式為根據收購電影發行權之機會之出現時機、質量
及潛在盈利能力，於交割後每年收購四至五部電影之發行權以於香港及中國
發行；(iv)於亞洲地區（不包括中國）購買影城營運或業務；及 (v)與餘下集團現
有業務有關之地區媒體、娛樂及科技行業之未來投資。

除上述出售後擴張計劃外，本集團將繼續豐富餐飲選擇，並致力為客戶帶來
更佳電影觀賞體驗。於回顧期內，威秀於三井Outlet Park影城開設著名Sanrio卡
通人物主題餐廳「Hello Kitty Red Carpet」。此主題餐廳以Hello Kitty作裝飾並提供
不同餐飲，使顧客可投入於一切有關Hello Kitty之環境當中，深受市場歡迎。本
集團將繼續投資於此分部，並大力發展非票房業務，推動各地區人均消費增長。

近年，新進的電影導演在電影業嶄露頭角，為電影製作注入新元素，因此，本
集團將會繼續支持此等創新及備受讚賞的電影。此外，為向普羅消費者提供
更多選擇，我們將於未來數年盡力從海外發崛不同的娛樂節目，從而提升本
集團市佔率及增加在娛樂行業的立足點。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我們已在香
港區轉播66套電影以外的特別節目，均廣受觀眾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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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下滑的陰霾籠罩著本集團營運，惟本集團流動資金充俗，可維持穩健的
財政狀況，期內透過發行可換股債券及向策略投資者出售旗下部份表現未如
理想之中國內地影城業務令集資管道更多元化。本集團將保持審慎樂觀，除
投資於有利可圖之投資機會外，會以穩定價格調整步伐應對價格敏感的票務
市場。我們不僅一直堅守對電影製作及發行的熱情，亦帶來與眾不同及令觀
眾投入的影片體驗，一如以往致力為業務所在地區提供一流娛樂，同時不斷
升級軟體及硬體配套，以加強本集團在亞洲區業內的核心競爭力。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達 3.84億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2億港元）。本集團之未償還借貸達6.38億港元（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95億港元）指為數 4.32億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 十 一 日：4.11億 港 元）之 計 息 銀 行 貸 款 及 2.06億 港 元（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1.84億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本集團按借貸總額除資產總值計算之
資產負債比率減少至 17.9%（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9%），而現金負債
比率則為103%（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將為數2.72億港元之銀行存款質押，作為取得借貸之抵押。為降低本集
團發展計劃及經濟狀況之潛在風險，管理層將繼續監察資產負債比率及於有
需要時作出調整。目前，本集團維持合理財務槓桿比率。同時，本集團將透過
股本融資及任何可動用的財務融資，為於影城項目及潛在收購有利可圖商機
提供資金配合其擴展計劃。本集團相信目前持有之現金及備用財務融資將足
以應付其營運資金需要。

本集團之資產與負債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惟若干與新加坡及台灣投資
有關之資產及負債除外。本集團海外合營企業以當地貨幣經營業務，所承受
之外匯風險極低。董事將持續評估外匯風險，並會考慮採取可行對沖措施，
盡量以合理成本降低風險。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
大或然負債或資產負債表外債務（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1,631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21
名）全職僱員。本集團主要根據行業慣例釐定僱員薪酬。除薪金、佣金及酌情
花紅外，本集團將視乎個人表現及對本集團之貢獻向僱員授出購股權。本集
團亦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設立定額供款退休褔利計劃，而於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因僱員脫離退休福利計劃而產生任何沒收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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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於報告期後二零一七年八月十日就出售中國內地影城業務宣派特別股息約
10.02億港元，並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支付。

除上文所述外，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派付任何中
期股息（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無）。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期內，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或
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較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寬鬆之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彼等
均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守
則所載規定。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董事會深明良好企業管治對維持本集團競爭力及業務穩健增長之重要性。本
公司已採取措施，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守則條文，亦提升本集團之整體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
文規定，惟第A.4.1及E.1.2條守則條文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4.1條守則條文，上市發行人之非執行董事須按指定任
期獲委任，並須遵守重選規定。全體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按本公
司公司細則之相關規定，最少每三年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一次，
並重選連任，此舉目的與指定委任任期相同。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
措施確保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不較企業管治守則項下守則條文所載者寬鬆。

根據第E.1.2條守則條文，董事會主席須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主席伍克波先生因其他公
務而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擔任上述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之李培森先生，連
同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其他董事會成員具備足夠能力及知識於股東週年大會
解答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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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審
核委員會由董事會任命，負責評估與財務報表有關之事宜及履行職責，包括
審閱本公司之財務監控及內部監控、財務及會計政策及常規，以及與外聘核
數師之關係。審核委員會已檢討內部監控制度及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報表。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登載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

致謝

最後，董事會謹藉此機會鳴謝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僱員所作出的努力及貢獻，
並就股東、客戶及業務夥伴對本集團發展投以信任及支持致以謝意。

承董事會命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希銘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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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克燕女士
鄒秀芳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民傑先生
黃斯穎女士
馮志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