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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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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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皇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Emperor Culture Group Limited

（股份代號：491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2021/2022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

英皇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財務概要

截至6月30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06,713 192,908 +59.0%

毛利 178,996 111,172 +61.0%

年度虧損 218,402 228,078 不適用

每股虧損 0.06港元 0.07港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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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於本年度，本集團之總收入增加59.0%至306,700,000港元（2021年：192,900,000港元）。
儘管本年度上半年業務復甦，但下半年中國內地及香港市場新冠病毒疫情再起，導致戲
院營運中斷。與此同時，業主提供之租金優惠減少，因此本年度錄得淨虧損218,400,000
港元（2021年：228,100,000港元）。每股虧損為0.06港元（2021年：0.07港元）。

市場回顧

於本年度上半年，社交距離措施於若干期間有所放鬆，因而公眾娛樂及休閒活動在一定
程度上有所恢復。與此同時，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之持續擴大推動了戲院觀眾的增長。根
據國家電影局公佈的數據，2021年中國的年度票房收入再次超越美國，連續第二年維持
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市場。隨著中國政府大力發展該行業，國產電影在國內的受歡迎程
度不斷提高，成為中國票房收入的主要貢獻者。

然而，於本年度下半年，香港及中國內地遭受新冠病毒疫情反彈的打擊，導致嚴厲抗疫
措施的實施。香港及中國內地戲院的暫時關閉無可避免地影響了票房收入，並阻礙行業
復甦。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娛樂、媒體及文化發展業務，其中包括(i)戲院營運；及(ii)電影投資。

戲院營運

戲院營運分類之收入增加59.0%至306,700,000港元（2021年：192,900,000港元），其
中主要包括票房收入270,100,000港元（2021年：164,100,000港元），佔戲院營運收入
之88.1%（2021年：85.1%）。按地區分類劃分收入，來自中國內地及香港之收入分別為
122,900,000港元（2021年：133,200,000港元）及162,800,000港元（2021年：59,500,000
港元），佔戲院營運收入之40.1%（2021年：69.0%）及53.1%（2021年：30.8%）。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完成從本公司主要股東間接控制的一間公司（「賣方」）收購目標公司
的全部股權及結欠貸款，總代價為4.0港元（「收購事項」）。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目標
集團」）主要從事戲院營運，涵蓋香港1間戲院及中國內地8間戲院。收購事項的詳情已於
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月31日的公告及日期為2022年3月25日的通函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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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年度之收購事項完成後，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共營運24間戲院，包括17間於中
國內地之英皇電影城、香港和澳門之英皇戲院及馬來西亞之Emperor Cinemas，以及7
間於中國內地之英皇UA電影城，合共提供192間放映院，約25,700個坐席。所有該等戲
院均位於具策略性的地點並提供優質娛樂服務。

本集團的戲院位於大型商業及娛樂中心或高尚住宅區，均定位為高端優質戲院，配備包
括IMAX®影院系統、ScreenX、4DX或MX4D動感系統、D-Box動感座椅及杜比全景聲
音響系統等先進技術。該等戲院亦特設貴賓影院及貴賓招待廳，令觀眾可專享優質而獨
有的娛樂服務。

於本年度，英皇戲院在2021年12月於香港時代廣場新開業。其位處銅鑼灣黃金地段，為
區內最大的戲院，共佔三層，設有5間獨立放映院，當中包括2間杜比全景聲放映院。大堂
經特意重新規劃及裝修後空間感大增，擴大了的等候區設有購票貴賓區，更設有擴闊了
的美食專區，給予觀眾一個悠閒寫意的戲院體驗。此外，此為香港首間全部座椅均配備
了手機無線充電設備的戲院。本集團透過提供最細心及重視細節的服務，致力於為觀眾
提升觀賞體驗。

此外，本集團在2021年11月新開了澳門首間英皇戲院，其坐落於澳門葡京人，提供9
間放映院共約1,200個座位。嶄新體驗包括全澳門首間IMAX®放映院採用IMAX® with 
Laser放映技術及12.0聲道音響組合，以及由美國公司MediaMation開發的MX4D動感
特效放映院，且為澳門唯一設有杜比全景聲的放映院。除此之外，並設有貴賓放映院the 
CORONET，為觀眾提供頂級服務及奢華觀影享受。

電影投資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有若干電影製作投資，其公允價值為5,900,000港元（2021年：
5,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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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於本年度後，本集團與MCL戲院合作，於香港推出Emperor Cinemas Plus +及MCL 
Cinemas Plus +。首間MCL Cinemas Plus +已於2022年7月在鑽石山荷里活廣場開業，
為東九龍容量最大的戲院，而首間Emperor Cinemas Plus +預計將於2023年開業。

展望未來，除繼續擴闊其戲院網絡外，本集團將透過提供周到細緻的服務致力提升顧客
的娛樂體驗。本集團亦將密切監察市況，並適時迅速作出反應。儘管過去兩年新冠病毒
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電影業的發展，但鑒於中國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及生活水平
的不斷改善，以及國家電影局制定的五年計劃，本集團預見前景正面。隨著其歷史悠久
的英皇品牌，以及憑藉其戰略網絡，本集團將致力加強其核心競爭力，以把握行業從疫
情復甦帶來的機遇。

其他財務資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17,400,000港元（2021年：56,900,000
港元），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結算。

本集團透過營運產生之現金流量及一名關連人士及銀行授出之貸款融資，為其營運
及資本支出提供資金。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之總借貸為542,700,000港元（2021
年：333,000,000港元），分別包括來自一名關連人士之貸款452,500,000港元（2021年：
282,400,000港元）、銀行貸款20,000,000港元（2021年：7,000,000港元）及應付非控股權
益款項70,200,000港元（2021年：43,600,000港元）。除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為無抵押及
免息，所有該等借貸均為無抵押及計息。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
總借貸除以總資產的比率）為30.0%（2021年：19.3%）。

管理層一直密切監察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及其對本集團目前及預期未來流動資金的影
響。經考慮本集團實施的現有改善措施以及關連人士及銀行授出之可用貸款融資後，董
事認為本集團將擁有充裕財務資源撥付其於未來的營運資金及應付其於可見將來的其他
融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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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收入及支出主要以港元、人民幣、澳門幣及馬來西亞令吉結
算。由於本集團之大部分資產、負債及交易均以其海外業務之功能貨幣進行交易及結
算，因此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受到與外匯匯率波動有關的重大風險的影響。

報告期後之事項

於2022年7月15日，本公司宣佈，英皇娛藝電影城有限公司（「英皇UA」，本公司間接擁有
70%之附屬公司）以原訴傳票形式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高等法院」）展
開法律訴訟，以申請限制立基中國影院投資有限公司（「UA少數股東」，擁有30%英皇UA
股權之股東，其為英皇UA電影城自開業的合作方）就有關根據約70,000,000港元之據稱
股東貸款（「據稱股東貸款」）由UA少數股東送達予英皇UA日期為2022年6月30日的法定
要求償債書而向英皇UA提出清盤呈請之強制令。於2022年7月26日，本公司宣佈，高等
法院已作出對英皇UA有利之永久全面強制令，限制基於法定要求償債書提出上述清盤
呈請。此外，UA少數股東發起了新的法庭訴訟，其按《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香
港法例第32章）條文，就據稱股東貸款及（其中包括）以無力償債為由，於2022年7月22日
通過向高等法院提交針對英皇UA的清盤呈請（「呈請」）。呈請聆訊已排期於2022年9月28
日進行。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7月15日及7月26日的公告內。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僱員745（2021年：436）名。本年度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
事薪酬及其他員工成本）為85,300,000港元（2021年：58,900,000港元）。各僱員薪酬乃根
據個人職責、能力及技術、經驗及表現以及市場薪酬水平釐定。員工福利包括醫療及人
壽保險、公積金及其他具競爭力的福利待遇。

為鼓勵或嘉許員工，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有關詳情將載列於本公司年報「購
股權計劃」一節內。

末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建議本年度任何末期股息（2021年：無）。



英皇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2021/2022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

6

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306,713 192,908
銷售成本 (127,717) (81,736)

  

毛利 178,996 111,172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76,124 11,942
銷售、市場推廣及其他戲院營運開支 (313,811) (248,867)
一般及行政開支 (53,709) (39,630)
其他開支淨額 (39,738) (1,594)
財務成本 7 (62,946) (61,101)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虧損 (3,318) –

  

除稅前虧損 6 (218,402) (228,078)

所得稅開支 8 – –
  

年度虧損 (218,402) (228,078)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01,379) (219,775)
非控股權益 (17,023) (8,303)

  

(218,402) (228,078)
  

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10 (0.06)港元 (0.0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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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虧損 (218,402) (228,078)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於其後期間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383) 23,556

   

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219,785) (204,522)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03,151) (196,807)
非控股權益 (16,634) (7,715)

  

(219,785) (20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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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2年6月30日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55,973 555,590
使用權資產 1,001,020 1,016,049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60,431 43,552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13,432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630,856 1,615,191
  

流動資產

存貨 2,989 1,751
貿易應收款 11 17,653 8,065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34,443 38,393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850 5,48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7,412 56,858

  

流動資產總值 178,347 110,55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2 117,160 67,888
合約負債 43,102 19,332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0,018 7,008
租賃負債 183,083 94,777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3,249 10,122
應付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250 –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70,225 –

  

流動負債總額 437,087 199,127
  

流動負債淨額 (258,740) (88,57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72,116 1,526,620
  

非流動負債

撥備 64,695 46,211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452,476 282,365
租賃負債 1,186,643 1,101,430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 43,589

  

非流動負債總額 1,703,814 1,473,595
  

資產淨值╱（負債淨額） (331,698) 5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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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2022年6月30日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2,133 32,133
儲備 (265,585) 64,733

  

(233,452) 96,866

非控股權益 (98,246) (43,841)
  

權益總額 (331,698) 5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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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  編製基準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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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
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披露要求而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
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除外。除另有說明者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所
有價值均調整至最接近之千元。

自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已干擾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及發展。本集團
已密切監察新冠病毒疫情之發展情況，而受影響程度取決於大流行之持續性以及各政府部門相關
政策及保護措施的執行情況。本集團已密切關注任何重大之事態變化，並已評估彼等對本集團之
綜合財務狀況、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以及本集團於短中期可獲得之財務資源之影響。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為201,379,000港元（2021年：219,775,000港元），
以及於2022年6月30日之流動負債淨額為258,740,000港元（2021年：88,571,000港元）及負債淨
額為331,698,000港元（2021年：資產淨值53,025,000港元）。本集團於本年度之淨虧損包括若干
非現金折舊及減值虧損金額合共為248,224,000港元（2021年：181,515,000港元）。於2022年6月
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值117,412,000港元（2021年：56,858,000港元）。

於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目前及預計未來的流動資金狀況，以及本集
團能否於不久將來獲得增長及正數現金經營之能力。本集團已積極實行╱注視成本減省及改善財
務來源以精簡╱加強本集團現有業務及集中提升本集團財務資源的措施，從而控制其於本年度及
未來年度之經營開支及現金流出，以及讓本集團重整實力，把握不久將來的任何發展機遇（「改善
措施」）。

此外，本集團已自一名關連人士獲得一項長期貸款融資，額度為1,200,000,000港元（「其他貸款
融資」），其中貸款本金總額447,486,000港元於2022年6月30日已動用。本集團亦已自一間銀行獲
得一項循環貸款融資，額度為20,000,000港元（「銀行貸款融資」），其中貸款本金總額20,000,000

港元於2022年6月30日已動用。

董事已評估已知或可合理預測╱估計之相關條件及事件。基於該等評估，董事認為，考慮到至今
所注視╱實行的措施╱安排，包括（其中包括）改善措施以及其他貸款融資及銀行貸款融資之可
獲得性，本集團將擁有充裕財務資源撥付其於未來的營運資金及應付其於可見將來的其他融資需
要，因此，本集團於編製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時，宜繼續採用持續經營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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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如下：

當現有利率基準被可替代無風險利率（「無風險利率」）替代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
修訂解決先前影響財務報告之修訂未處理的問題。此修訂提供對於釐定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合約現
金流量之基準之變動進行會計處理時無需調整金融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而更新實際利率的可行
權宜方法，前提為該變動為利率基準改革之直接後果且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新基準於經濟上等同
於緊接變動前的先前基準。此外，該等修訂允許利率基準改革所規定對對沖指定及對沖文件進行
更改，而不會中斷對沖關係。過渡期間可能產生的任何損益均通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正
常規定進行處理，以衡量及確認對沖無效性。倘無風險利率被指定為風險組成部分時，該等修訂
亦暫時減輕了實體必須滿足可單獨識別之規定之風險。倘實體合理地預期無風險利率風險組成部
分於未來24個月內將變得可單獨識別，則該減免允許實體於指定對沖後假定已滿足可單獨識別之
規定。此外，該等修訂亦規定實體須披露額外資料，以使財務報表的使用者能夠了解利率基準改
革對實體的金融工具及風險管理策略的影響。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持有根據香港銀行同業拆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以港元計值的若干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本集團預期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將繼續存在，而利率基準改革並無對本集團
基於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之借貸造成影響。

3 .  經營分類資料
為進行管理，本集團將業務按其產品及服務分成業務單位，其兩個可呈報經營分類如下：

(a)  戲院營運

(b)  電影投資

管理層分別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類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之決定及評估表現。分類表現乃根
據可呈報分類溢利╱虧損（乃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基準）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
損之計算方法與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一致，惟銀行利息收入、未攤分收益╱虧損、非租賃
相關之財務成本以及未攤分企業及其他開支則不撥入該項計算中。

分類資產不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計入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的上市股本證券投資以及其他未攤分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此乃由於該等資產作為整體資產
進行管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以及其他未攤分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此乃由於該等負債作
為整體負債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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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經營分類資料（續）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於2022年6月30日

戲院營運 電影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附註4）
對外客戶銷售 306,713 – 306,713

   

分類業績 (205,815) 947 (204,868)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77

未攤分企業及其他開支 (5,110)

財務成本（租賃負債利息除外） (8,501)
 

除稅前虧損 (218,402)
 

分類資產 1,685,648 5,850 1,691,498

對賬：
企業及其他未攤分資產 117,705

 

總資產 1,809,203
 

分類負債 1,667,491 50 1,667,541

對賬：
企業及其他未攤分負債 473,360

 

總負債 2,140,901
 

其他分類資料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虧損 3,318 – 3,318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89,637 – 89,637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17,838 – 117,838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 11,077 – 11,077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 29,672 – 29,672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
收益 – (1,011) (1,011)

租賃修訂之收益 (66,258) – (66,258)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13,432 – 13,432

資本支出 # 107,699 – 107,699
   

# 資本支出包括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包括與共同控制合併有關的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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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經營分類資料（續）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於2021年6月30日

戲院營運 電影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附註4）
對外客戶銷售 192,908 – 192,908

   

分類業績 (219,283) (797) (220,080)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74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
收益 801

未攤分企業及其他開支 (3,745)

財務成本（租賃負債利息除外） (5,128)
 

除稅前虧損 (228,078)
 

分類資產 1,663,114 5,489 1,668,603

對賬：
企業及其他未攤分資產 57,144

 

總資產 1,725,747
 

分類負債 1,382,412 50 1,382,462

對賬：
企業及其他未攤分負債 290,260

 

總負債 1,672,722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72,913 – 72,913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06,940 – 106,940

貿易應收款之減值 1,662 – 1,662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
虧損 – 733 733

資本支出 # 78,958 – 78,958
   

# 資本支出包括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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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經營分類資料（續）
地域資料

(a)  對外客戶之收入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內地 122,925 133,201

香港 162,771 59,462

澳門 20,890 –

亞太其他地區 127 245
  

306,713 192,908
  

上述收入資料乃以客戶所在地為基準。

(b) 非流動資產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內地 641,924 589,558

香港 745,069 704,683

澳門 170,377 261,550

亞太其他地區 13,055 15,848
  

1,570,425 1,571,639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以資產所在地為基準及扣除非流動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主要客戶資料

源自戲院營運分類與一對外客戶交易貢獻本集團總收入10%以上之收入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對外客戶 47,393 不適用*
  

*  對本集團該年度總收入之貢獻低於10%。



英皇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2021/2022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

15

4 .  收入
本集團之收入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來自戲院營運之收入 306,713 192,908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a)  收入資料細分

分類 戲院營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或服務類別

票房收入 270,093 164,097

特許商品銷售 17,545 11,684

屏幕廣告服務 6,245 7,116

其他 12,830 10,011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總額 306,713 192,908
  

地區市場

中國內地 122,925 133,201

香港 162,771 59,462

澳門 20,890 –

亞太其他地區 127 245
  

306,713 192,908
  

下表顯示於報告期初列入合約負債並於本報告期內確認之收入金額：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取客戶短期預付款項：

戲院營運 19,325 1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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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收入（續）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續）
(b) 履約責任

有關本集團履約責任的資料概述如下：

票房收入
履約責任於客戶觀賞電影時達成，而當中一般需要預先付款。

特許商品銷售
履約責任於送遞及客戶取得商品並收到款項之時點達成。

屏幕廣告服務
當本集團於協議期內提供戲院屏幕廣告放映時，履約責任一般於客戶同時獲得並消耗利益
時隨時間達成，且一般需要預先支付若干款項。

作為可行權宜法，分配至餘下履約責任（未達成或部分未達成）的交易價格並無披露，乃因所
有餘下履約責任為原預計期限一年或以下的各合約的一部分。

5 .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來自：
－銀行結存 77 74

－已付按金 2,771 1,427

政府補貼 6,614 10,036

租賃修訂之收益 66,258 –

其他 404 405
  

76,124 1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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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得出：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 4,276 3,910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89,637 72,913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17,838 106,940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收益淨額*

－強制分類為此類別，包括持作買賣用途 (1,011) (68)

貿易應收款之減值* – 1,662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 11,077 –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 29,672 –
  

# 計入綜合損益表內之「銷售成本」。

* 計入綜合損益表內之「其他開支淨額」。

** 物 業、機 器 及 設 備 之 折 舊89,345,000港 元（2021年：72,562,000港 元 ）及 使 用 權 資 產 之 折 舊
116,038,000港元（2021年：103,857,000港元）均計入綜合損益表內之「銷售、市埸推廣及其他戲院營

運開支」。

7 .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之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借貸利息 8,501 5,128

租賃負債利息 54,445 55,973
  

62,946 61,101
  

8 .  所得稅
本集團概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此乃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概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
（2021年：無）。

根據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在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
無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概無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此乃由於本集團於中國
內地成立的附屬公司概無於中國內地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或有承前自過往年度的可動用稅務虧
損以抵銷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產生的應課稅溢利。

本集團概無就澳門所得補充稅及馬來西亞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此乃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
年度概無於澳門及馬來西亞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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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建議本年度任何末期股息（2021年：無）。

10 .  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於本年度，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於本年度之應佔虧損201,379,000港
元（2021年：219,775,000港元）及本公司於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3,213,341,000股
（2021年：3,213,341,000股）計算。

攤薄

由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調
整就該等年度所呈報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

11 .  貿易應收款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 20,854 9,727

減值 (3,201) (1,662)
  

17,653 8,065
  

就本集團票房收入、特許商品及其他產品之銷售，一般以現金或以主要信用卡╱扣賬卡或以其他
電子╱移動支付方式即時或提前支付，往來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一般會於2至30日內結算。本集
團與彼其他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以信貸方式結算。信貸期一般於賬單之日起為1個月。本集團力
求嚴格控制其未清償之應收款，並由管理層定期審閱逾期結欠。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結餘
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措施。貿易應收款為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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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貿易應收款（續）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按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12,192 6,070

1至3個月 4,120 1,184

3個月以上 1,341 811
  

17,653 8,065
  

12 .  貿易應付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附註(a)） 34,531 15,438

應計費用 24,369 11,953

其他應付款（附註(b)） 58,260 40,497
  

117,160 67,888
  

附註：

(a)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32,102 13,523

3個月以上 2,429 1,915
  

34,531 15,438
  

貿易應付款為不計息及一般於兩個月內結清。

(b)  其他應付款為不計息及平均期限為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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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載於初步公告中有關本集團之本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及相關附註之數字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同意為截至本年度本集團之綜
合財務報表載列之金額。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保證委聘，因此安
永會計師事務所概不會對初步公告發表意見或核證結論。

審閱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本集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審閱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根
據該審閱及與管理層之討論，審核委員會確信綜合財務報表已按適用之會計準則編製，
並公平呈列本集團於2022年6月30日之綜合財政狀況及本年度之年度業績。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
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
確認，彼等於本年度內均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之交易準則。

可能擁有本集團未發佈股價敏感資料之相關僱員亦須遵守與標準守則一致之書面指引。
本年度內概無發現相關僱員有違反指引之情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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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年度業績及年報

本 年 度 業 績 公 告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https://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s://www.EmpCulture.com)。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聯交所及本
公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英皇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范敏嫦

香港，2022年9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為：

執行董事： 范敏嫦女士
楊政龍先生
黃志輝先生
許佩斯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嬋玲女士
何達權先生
譚修英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