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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尊敬的股東：

自 2009年 7月 31日本公司在香港證券交易所復牌，本公司對主營業務進行了整合和改進，
並在公司運營、管理和財務狀況的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本公司於 2009年 7月及 10
月發行新股，於 2009年10月及 2010年2月發行可兌換債券，共募得約 3.05億港元的資金，改

善了公司的資本結構和流動資金狀況。於2009年7月收購的電影院改善了公司的業務運營狀

況，三家影院共為公司帶來了約 1,640萬港元的營業利潤。為此，本公司選任新的管理團

隊，並任命本人擔任主席。作為新的管理者，我們不僅着力於穩定公司狀況，我們同時還

評估公司的資源致力於發掘的機會來促進公司的成長。通過對未來全新的展望，制定新的

戰略和經營結構，以幫助公司在2010年及未來迅速發展。

– 1 –



企業戰略目標

我們的戰略目標是成為具有領導地位的綜合性娛樂和媒體公司。公司將主要針對中國市

場，利用管理團隊的經驗和資源以及股東的支持來實現這個目標。

儘管仍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但全球電影行業增長依然強勁，全球電影市場 2009年相比

2008年增長了 6.4%，其中美國市場 2009年達到了 10.0%的增長速度，在 2009年達到 106億美

元。與此同時，中國電影行業 2009年增長了 43.1%，收入達到人民幣 62億元。國產和進口

片的票房均有較高增長，分別為人民幣35億元和人民幣27億元。

電影行業在中國迅速增成，我們參與了整個行業的產業鏈：

本公司業務已立足於整個產業鏈中的每個環節，從而在中國電影事業的飛速發展中抓住機

會，獲取收益。我們創造消費者想要的作品，並提供最通暢的渠道來傳達給他們，讓他們

得到最好的娛樂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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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結構

我們正在設立中的公司結構，清晰地將業務單元的重心定位於相應的價值鏈中。

領先於於中國的電影院經營者

我們正在發展成為中國領先的電影院運營之一。我們現有經營的3家影院在2009年已經取得

了顯著的增長。我們在全國戰略性重要城市正進行 12家影院的併購（倘待法律及本公司獨

立股東的准許），這其中包括對中國最大的電影院市場北京和上海新併購各兩家影院，以及

進入天津、重慶、成都、瀋陽、徐州和蘭州等市場。

我們認為中國電影院的收入將保持 2位數的高速增長態勢，相信本公司的電影院經營會在

票房收入方面繼續強勁的增長勢頭。我們同樣相信電影院的其他收入會同樣增長和電影院

利潤亦會得到提升。我們分佈在全國第一、二級城市及其他主要區域的影院將產生巨大的

協同效益；在全國電影院觀眾數量的增長下，我們將發展影院廣告，使之成為國內主要廣

告媒體之一，促使我們的廣告收入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我們將會建立一個新的業務單

元，利用我們電影製作、內容及電影院的資源，發展我們的廣告業務。我們將通過組織更

多有效的促銷和市場推廣活動，增加對主要電影和電影人物的宣傳，增加消費者對電影和

電影人物的親和力，從而提高電影衍生產品及電影院小賣部的銷售達到電影院票房收的的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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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電影院地處全國各大一線及二線城市以及國內各主要地區的中心位置，我們將非常接

近全國範圍內的觀眾群，這樣可以促使我們得到觀眾喜好最新趨勢的第一手資料，從而加

強我們在電影製作業務中預測觀眾喜好變化的能力。

中國在 2009年共有 142家新增的電影院，分別共計新增銀幕 4,723塊。如果和美國每百萬人

口 129.8塊銀幕、韓國每百萬人口 41.3塊銀幕、日本每百萬人口 26.5塊銀幕相比，中國目前

每百萬人口僅 7.3塊銀幕，仍然還有相當可觀的增長潛力，預計中國將會每年以較快的速度

繼續新增電影院。無論如何，我相信這將會對整個行業有益，由於觀眾會有更多類型的電

影和電影院的選擇，這將提高整個市場的高速增長，更加深了電影文化在在現代中國文化

產業中的定位和走向。

在中國市場上對電影製作、與電影製作相關的業務以及發行業務的拓展

2009年中國電影業收入增長了 26.5%，綜合收入增長至 107億人民幣。儘管好萊塢大片仍佔

據最高票房收入的前兩位，但中國製造的電影已在 2009年票房收入前 10位中佔等 6位。不

斷增長的城市居民收入促使對人們對娛樂項目的需求不斷增長。我們的現代多屏幕影城將

提供更高質量的電影作品包括我們針對中國及國外市場而製作的高質量的電影產品。

我個人擁有在電影投資及製作業 6年的經驗。我曾經參與的重要電影包括《如果 •愛》 、《南

京 !南京 !》、《青紅》。這些電影實現了巨大的商業價值，我直接負責本公司的電影製作的發

展業務。本公司會在 2010年出資製作三部重要電影《趙氏孤兒》、《神奇俠侶》和《魔術時

代》。我們已經和一位非常著名的導演討論成立一間合資公司。我們也和其他傑出的導演討

論成立導演工作室。我們的目標是每年製作或聯合製作三到五部高質量的電影。

本公司已發公佈聲明公司計劃收購一個主要影視製作基地的業務及管理權。該電影製作基

地是中國其中一個最大的電影製作基地。許多高質量的電影及電視劇都是在該基地製作

的。本公司在進行評估及規劃該基地的業務計劃。我們對該基地的前景很有信心，並將稍

後發表聲明。

3D效果已經被《阿凡達》、《愛麗絲夢遊仙境》及《諸神之戰》的成功所證明。在2010年將要在

中國製作的 3D電影將達到 15部。 3D效果具有很大的市場潛力。然而，市場也證明成功的

3D效果需要具備更高質量及更先進的視覺特效。我們正在該方面開發自己的技術以同時滿

足我們發展的需要及中國市場的需求。為了獲取國際認可，中國電影業需要在國內發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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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達到世界級視覺效果及宣傳製作能力。我們將在中國主導 3D製作的發展。我們已經和許

多世界領先的特效製作公司討論在該領域的合作。

本人就本公司與Duguid先生就收購位於澳洲昆士蘭並由Duguid先生擁有及營運之Photon公司

所訂立之不具法律約束力之意向書表示欣喜。於過去二十年以上，Duguid先生為澳洲視覺

特效產業之主要推動者，榮獲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頒發百年紀念勳章（Centennial Medal），
其為荷里活製作之作品曾多次獲提名角逐奧斯卡金像獎及艾美獎。本公司有意利用雙方之

資源將星美Photon新公司之業務全球化拓展。至於星美Photon中國公司，該合營公司將會把

Photon之先進職業技術、科技及經驗與本公司位於中國之設施結合，以成立嶄新多媒體業

務，旨在革新中國電影業內之視覺特效、動畫及後期製作。我們預期此交易將於今年第三

季完成。

在競爭激烈的中國電影業，我明白我們需要以創新和創造力去贏取勝利。星美國際已承諾

招聘最有才能的人員以不斷強化我們的團隊。我對於那些具有獻身精神、努力工作，並為

實現本公司戰略目標做出努力的員工深以為傲。我們承諾為他們的成功提供良好的職業發

展機會。我們深信只有認真對待我們的員工，公司才能創造最佳的業績。

對於公司的重組，我們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重組的費用及由於重組所產生的撥備或

會使得並將會使得2009年及2010年的整體利潤下滑。但是這些將會在2010年底結束。

綜上所述，基於公司新的戰略，我對本公司能夠成為中國市場上重要的綜合娛樂及傳媒公

司充滿信心。這個行業是具有吸引力的，而我們在這個行業中佔據了非常有利位置。儘管

在我們面前還有很多困難需要克服，但我們意志堅定掌握著我們公司的發展前景，對未來

和我們面對的機遇充滿激情。作為本公司的董事長我感到很榮幸。我代表本公司感謝你們

的繼續支持以及你們對本公司的信心。你們的信心將激勵我們獲取更大的成就和更好的表

現。

主席

覃宏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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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星美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由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九個月會計期度止之

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合併利潤表
2009年4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2009.4.1–
2009.12.31

2008.4.1–
2009.3.31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

營業額 (3) 326,671 —

營業收入 (3) 71,715 —

營業成本 (46,749) —

毛利 24,966 —

其他淨收益 900 6,973
分拆交易性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 7,743 —

分柝附屬公司利潤 10,326 —

分拆附屬公司利潤 309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可轉換債券的公允價值增加 1,258 —

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減少 (1,735) —

分拆聯營公司權益的損失 (3,612) —

聯營公司權益的減值損失 (18,189) —

合營企業權益的減值損失 (6,727) (2,958)
銷售費用 (7,365) —

管理費用 (21,348) (10,753)
其他費用 (13,591) —

財務費用 (1,878) (3,427)
對聯營公司的投資收益 — 410

稅前虧損 (28,943) (9,755)
所得稅費用 (5) (4,196) —

本期╱本年持續經營產生的虧損 (6) (33,139) (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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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1–
2009.12.31

2008.4.1–
2009.3.31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持續經營

本期非持續經營 產生的利潤（虧損） (7) — (18,476)
分拆附屬公司利潤 61,132 —

本期╱本年利潤（虧損） 27,993 (28,231)

本期╱本年其他收益╱（損失）
折算儲備 85 (725)
分拆附屬公司產生折算儲備的重分類調整 597 —

本期╱本年其他收益╱（損失） 682 (725)

本期╱本年綜合全面收益╱（支出） 28,675 (28,956)

本期╱本年利潤（虧損）：
— 歸屬於控股公司所有者的損益 24,002 (28,231)
— 少數股東損益 3,991 —

27,993 (28,231)

本期╱本年綜合全面收益╱（支出）的分配：
— 歸屬於控股公司所有者的損益 24,656 (28,956)
— 少數股東損益 4,019 —

28,675 (28,956)

持續經營及非持續經營下每股收益（損失） (9)
基本（每股港分） 1.61 (8.99)

攤薄（每股港分） 1.60 (8.99)

持續經營下每股損失 (9)
基本（每股港分） (2.49) (3.11)

攤薄（每股港分） (2.49)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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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2009年12月31日

2009.12.31 2009.3.31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和設備 36,599 —

對聯營公司投資 — 28,532
對合營企業投資 17,000 23,727
支付物業、機器和設備的押金 5,533 —

商譽 21,343 —

80,475 52,259

流動資產
存貨 518 1,000
應收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51,485 16
製作的電影 7,000 —

交易性金融資產 73,257 —

被指定為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可轉換債券 19,258 —

貨幣資金 76,229 8,842

227,747 9,858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 34,734
應付款項和其他應付款 (11) 87,077 92,088
應付關聯方款項 14,928 17,477
應交稅費 6,674 1,988

108,679 146,287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119,068 (136,429)

總資產扣除流動負債 199,543 (84,170)

所有者權益
股本 251,878 31,407
儲備 (62,199) (115,577)

歸屬於控股公司所有者的權益 189,679 (84,170)
少數股東權益 9,864 —

權益合計 199,543 (8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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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制基礎

本公司合併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委員

會頒佈的證券的發行審查與上市審查條例，合併財務報表還包括相應的披露。

變更報告截止日

在本會計期間，由於本公司董事決定將本集團年度本報告期間與本集團在中國的主要附屬公司報告期一

致，故將本集團的報告截至日由 3月 31日變更為 12月 31日。因此，本期合併財務報表覆蓋 2009年的九個

月，即報告截至2009年12月31日。由於有關合併利潤表、合併所有者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和相

關附註的比較金額期間是十二個月，即自 2008年 4月 1日至 2009年 3月 31日，其金額與本會計期間披露金

額不可相比。

撤銷清算申請並取消臨時清盤人

本公司的債權人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港中銀」）分別於 2008年 2月 18日和 2008年 2月 19

日遞交清盤申請和委任臨時清盤人申請。 2008年 2月 20日，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高等法院（以下簡稱「香

港高等法院」）原訴法庭委派安永企業財務服務有限公司的廖耀強先生和陳惠卿女士任本公司的合併和單

體的臨時清盤人（以下簡稱「臨時清盤人」）。香港高等法院於 2008年 12月 9日命令即日起本公司的臨時清

盤人之一陳惠卿女士獲准辭任臨時清盤人職務，廖耀強先生為本公司唯一的臨時清盤人（以下簡稱「臨時

清盤人」）。根據香港高等法院的命令，臨時清盤人將保管和保護本集團的所有資產及管理本集團，直到

法院另行發出命令為止。臨時清盤人是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及其任何董事、關鍵管理人員和香港聯交

所上市規則（以下簡稱「上市規則」）所規定的本公司股票實質持有人及其附屬公司或聯營企業沒有關聯關

係。

2009年 7月 15日，香港高等法院向臨時清盤人發出有條件命令，撤銷清盤人的申請並解除清盤。根據該

法院的命令，一旦本公司重組提案（以下簡稱「重組」）完成，臨時清盤人需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對上述事

項的確認。

復牌建議

2008年 3月 7日，臨時清盤人、本公司、Cenith Capital Limited（以下簡稱「Cenith公司」）、 P .C . Woo &

Co.（以下簡稱「託管代理人」）以及Strategic Media International Limited（統稱「協議各方」）訂立託管協議。

協議各方同意Cenith公司向託管代理人存入至多 1,500萬港元押金，用於支付臨時清盤人執行復牌申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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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發生的費用（以下簡稱「復牌申請押金」）。協議各方同意將 500萬港元存入託管代理人的賬戶，如果由

於控股股東的行為而使重組提案無法繼續進行時，則作為應付債權人的託管資金（以下簡稱「應付債權人

的託管資金」）。

協議各方於 2008年 3月 13日簽立補充協議，延長向託管代理人存入 300萬港元應付債權人託管資金的日

期。

在 2009年 3月 31日會計期間，託管代理人根據上述協議分別收到 900萬港元復牌申請押金和 500萬港元應

付債權人的託管資金。

2008年 3月 11日，臨時清盤人、本公司和控股股東簽訂一份諒解備忘錄（以下簡稱「諒解備忘錄」），記錄

三方就為恢復本公司股票在聯交所交易的重組提案的協議和安排。

2008年3月28日，本公司、臨時清盤人、控股股東和覃輝先生簽訂一份關於重組提案的正式協議（以下簡

稱「正式協議」）取代諒解備忘錄。

隨後，三份補充協議分別於2008年9月30日、2009年3月31日、2009年5月11日成為正式協議的一部分。

本公司於2008年3月11日向聯交所遞交了復牌申請，申請恢復本公司股票交易，隨後又分別於2008年5月

9日、 2008年 8月 7日、 2009年 2月 2日遞交了一份補充信息和兩份復牌申請的補充文件（統稱「復牌申

請」）。

2009年2月6日，聯交所向本公司發出函件告知其准許本公司自該函件日期起六個月內達成各項聯交所上

市部門要求滿足的條件後進行復牌。

2009年5月15日，本公司宣告重組，重組涉及：

(1) 通過增發4,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非公開發行普通股，將法定股本從100,000,000港元增加

至500,000,000港元；

(2) 本公司以債權人自願清算方式關閉部分附屬公司（以下簡稱「CVL附屬公司」）以進行集團重組；

(3) 收購（以下簡稱「收購事項」）匯彩亞太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匯彩」）構成一項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和

關聯交易；

(4) 於股權登記日向合格股東以每股0.10港元按每持有一股發售三股公開發售942,206,271股份（以下簡稱

「公開發售」）。

在 2009年 5月 15日宣告本公司重組之後，本公司、控股股東和英皇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包銷

商」）於 2009年 5月 22日訂立包銷協議，據此，包銷商承諾包銷公開發售股份 452,486,328股（重組內容）。

根據正式協議，控股股東承諾將認購或促成認購其在公開發售項下的全部配額（即不少於 489,719,943股

發售股份）。本公司已於2009年6月3日向各股東寄發重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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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6日，Cenith公司和控股股東訂立一份轉讓契約，同意將其在訂於2008年3月7日的託管協議、

2008年3月13日的託管補充協議以及2008年12月9日的融資契約中擁有的所有利息、權利、利益和優勢，

全部轉讓給控股股東。

本公司於2009年7月3日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出席會議且有合法投票權的股東在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表

決方式正式通過股東特別大會提交的與重組提案有關的全部決議案。本公司已於2009年7月6日向各股東

寄送有關公開發售的內容說明書。

2009年 7月 23日，本公司完成了公開股票發行，並向符合資格的股東以每股 0.10港元、每三股獲售一股

的形式公開發售942,206,000份普通股、籌資約94,221,000港元（未包含發行費用），並根據協議要求全部支

付。

2009年7月30日，本集團按每股0.10港元的價格，通過配售並發行共計843,500,000份新股，獲得匯彩亞太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匯彩」）的全部股權。

本集團已於2009年7月30日完成了上述復牌建議。本公司已於2009年7月31日上午9 : 30向聯交所提交了復

牌，以獲審批。

2. 採納新出及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本期本集團應用了以下由香港註冊會計師協會頒佈的新的及修訂後準則、準則修正和解釋（以下簡稱「更

新及修訂的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條（ 2007年修訂） 財務報表列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23條（ 2007年修訂） 借款費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條和香港會計準則第1條（修正） 清算中產生的可沽售金融工具和義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條和香港會計準則第27條

（修正）

對附屬公司、合營企業和聯營企業的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條（修正） 以股份為基礎的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條（修正） 改進關於金融工具的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條（修正）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解釋第9條和

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修正）

嵌入式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解釋第13條 消費者忠誠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解釋第15條 房地產建築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解釋第16條 國外業務經營中套期保值一項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解釋第18條 從客戶轉移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正） 對2008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除了對2009年7月1日開始或之後的報告期間

有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條的修訂之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正） 對2009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9條第80段

的修訂

除以下所描述的，對新的及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應用，對本集團本期或以前會計期間合併財務報

表無重大影響。

– 11 –



新的及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僅對列報和披露有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條（ 2007年修訂）「財務報表列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1條（ 2007年修訂）解釋了術語變化（包括報表名稱的修改）和合併財務報表的格式及內容

的變化。

香港財務報告第8條「分部經營」

香港財務報告第8條沒有導致本集團可報告分部的重新指定。

改進關於金融工具的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條修訂金融工具：披露）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條的修正擴展了關於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辦法的披露。

修正同時擴展和修訂了和流動性風險有關的披露。本集團根據修訂中的過渡性條款，未提供針對擴大的

披露比較信息。

本集團還未應用以下已經頒佈但是還未有效的更新和修訂的準則、修正及解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正）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條的修正作為20081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改進的一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正） 對20092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條（修訂） 關聯方交易披露 6

香港會計準則第27條（修訂） 合併及單體財務報告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條（修正） 購股權發行的分類 4

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修正） 合資格對沖項目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條（修訂） 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條（修正） 為首次使用者的額外豁免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條（修正） 關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條中對首次使用者披露的有限豁免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條（修正） 集團以現金結算的股份支付交易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條（修訂） 企業合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條 金融工具 7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 解釋第14條（修正）

界定福利資產限額，最低資金要求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　解釋第17條

將非現金資產分派給所有者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 解釋第19條

用權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1 2009年7月1日開始及以後的年度本報告期間有效。
2 該等修正於 2009年 7月 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或 2010年 1月 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倘適

用）。
3 2010年1月1日開始及以後的年度本報告期間有效。
4 2010年2月1日開始及以後的年度本報告期間有效。
5 2010年7月1日開始及以後的年度本報告期間有效。
6 2011年1月1日開始及以後的年度本報告期間有效。
7 2013年1月1日開始及以後的年度本報告期間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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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條的應用可能影響合併日期在 2009年 7月 1日及以後的年度本報告期間內的企業合

併會計。香港會計準則第27條（修訂）會影響母公司在附屬公司中的所有權權益的會計方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條金融工具介紹了對金融資產的分類和計量的新要求該準則將於 2013年 1月 1日生

效，允許提前應用。該準則要求所有確認的金融資產在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金融工具規定的範圍中：應

使用攤餘成本或公允價值確認和計量。尤其是，債權投資 (i)指在一種業務模式下所持有的以收取合同現

金流為目的 (ii)僅為償付本金及以攤餘成本計量的未償還本金部分的利息而產生的合同現金流。所有債權

投資和股權投資以公允價值計量。同時也應當考慮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條對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分類和

計量所產生的影響。

本公司的董事會預計新的、修訂的準則、及修正稿或解釋對合併財務報表無重大影響。

3. 營業收入

持續營運期間╱年度的票房、電影屏幕廣告及食品飲料的銷售和權益證券交易中收到的和應收的款項。

2009年4月1日–

2009年12月31日
2008年4月1日–

2009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影放映

— 票房收入 62,155 —

— 電影廣告收入 2,480 —

食品飲料銷售收入 7,080 —

證券交易投資所得的款項 254,642 —

交易性金融資產的股息收入 314 —

326,671 —

本集團持續經營期間╱年度的收入分析列示如下：

2009年4月1日–

2009年12月31日
2008年4月1日–

2009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影放映

— 票房收益 62,155 —

— 電影廣告收入 2,480 —

食品和飲料銷售收入 7,080 —

71,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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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信息

本集團已經採用從2009年1月1日起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條經營分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條是

披露準則，要求決定經營分部是要建立在主要經營決策者對以分配分部資源和評估分部績效為目的的集

團內部報告的基礎上。相反，之前的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4條，分部報告）要求公司採用風險和回報方

法確定兩組分部（業務分部和地區分部）。以往本集團的主要報告格式為業務分部。這與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 14條確定的主要報告分部比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條的應用未導致本集團的報告分部改編。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條的應用也未改變分部利潤或虧損的計量基礎。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條的業務分部列示如下：

(a) 電影放映業務 — 票房收入和屏幕廣告收入

(b) 咖啡廳業務 — 食品和飲料銷售

(c) 證券交易 — 可交易證券的交易

(d) 電影製作和銷售 — 電影的生產和銷售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條，本年度的非持續經營業務主題餐廳經營作為獨立的業務分部報告。在下

頁列示的分部信息不包括非持續經營業務，非持續經營業務詳細信息在附註7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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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入和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報告分部的收入及業績分析

分部收入 分部利潤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2009.12.31 2009.3.31 2009.12.3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影放映業務 64,635 — 12,481 —

咖啡廳業務 7,080 — 3,870 —

證券交易 — — 6,322 —

電影製作和銷售 — — — 107

持續經營業務總計 71,715 — 22,673 107

未分配公司收入 174 6,866

未分配公司費用 (33,277) (10,753)

分拆附屬公司收益 10,326 —

處置附屬公司收益 309 —

被指定為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可轉換債券的

公允價值的增加 1,258 —

處置聯營企業的損失 (3,612) —

對聯營企業的減值損失 (18,189) —

對共同控制實體的減值損失 (6,727) (2,958)

財務費用 (1,878) (3,427)

對聯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 410

稅前損失（續經營業務） (28,943) (9,755)

上述收入為從外部客戶產生的收入。本年沒有發生分部之間的銷售（ 2009年3月31日：零）。

分部利潤是各個分部在未分攤總部管理費、分拆附屬公司收益、處置附屬公司收益、被指定為交易性金

融資產的可轉換債券的公允價值的增加、處置聯營企業的損失、對聯營企業的減值損失、對共同控制實

體的減值損失、財務費用和對聯營企業的投資收益之前的利潤。此分部利潤是報告給主要經營決策者和

本公司董事用以分配資源和評估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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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和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報告分部的資產和負債及業績分析：

2009.12.3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持續經營業務

電影放映業務 97,744 —

咖啡廳業務 390 —

證券交易 79,525 —

電影製作和銷售 7,000 1,153

分部資產合計 184,659 1,153

未分配 123,563 59,822

合併資產 308,222 60,975

2009.12.3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負債

持續經營業務

電影放映業務 35,853 —

咖啡廳業務 735 —

證券交易 34,515 —

電影製作和銷售 — 6,052

分部總負債 71,103 6,052

未分配 37,576 77,364

合併負債 108,679 8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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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監控分部業績及在配置分部之間資源為目的：

— 除對聯營企業投資收益、合營企業投資收益、被指定為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可轉換債券、貨幣資金

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報告分部；及

— 所有分配給報告分部的負債不包含當期和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分部信息

截至2009年12月31日

持續性經營

非持續性

經營

電影放映

業務

咖啡廳

業務 證券交易

電影製作

和銷售 總計 主題餐廳 未分配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增加的物業、廠房和設備

（附註） 1,777 331 — — 2,108 — 160 2,268

折舊 1,380 22 — — 1,402 — 41 1,443

物業、廠房和設備減值 259 — — — 259 — — 259

其他應收賬款的減值損失 49 — — — 49 — — 49

聯營企業的減值損失 — — — — — — 18,189 18,189

合營企業的減值損失 — — — — — — 6,727 6,727

存貨的減值損失 — — — 1,000 1,000 —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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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9年3月31日

持續性經營

非持續性

經營

電影放映

業務

咖啡廳

業務 證券交易

電影製作

和銷售 總計 主題餐廳 未分配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增加的物業、廠房和設備 — — — — — — — —

折舊 — — — — — — — —

物業、廠房和設備減值 — — — — — — — —

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損失 — — — — — — — —

聯營企業的權益 — — — — — — — —

合營企業的權益 — — — — — — 2,958 2,958

存貨的減值捐失 — — — — — 2,486 — 2,486

應收款項的減值損失 — — — — — 1,627 — 1,627

附註：此數額不包括在收購中增加的物業、廠房和設備。

地理信息

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定居的城市），主要的收入和利潤來源於中國的經營機構。

集團的收入來源於持續經營機構的外部客戶，根據資產地理位置的非流動資產信息明細如下：

從外部客戶取得的收入 非流動資產

2009.12.31 2009.3.31 2009.12.3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71,715 — 42,132 —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那些非持續經營的機構、聯營利益、合營企業利益和商譽。

主要客戶信息

本期（截至2009年12月31日）╱本年（截至2009年3月31日）無超過本集團全部收入10%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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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費用

2009.4.1–
2009.12.31

2008. 4.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69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4,127 —

4,196 —

2008年 6月 26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了 2008年稅收法案，該法案將企業利得稅率從 17.5%降至 16.5%，並在

2008 / 2009稅收年度生效。因此，香港利得稅是以本期預算應稅利潤的16.5%計算。

截至2009年3月31日，未計提香港利得稅因為本集團在香港未產生香港利得稅應納稅所得額。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中國所得稅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

則，自2008年1月1日起，中國附屬公司企業所得稅適用稅率為25%。

6. 本期╱本年的損失

本集團本期╱本年損失已扣除下列各項：

2009.4.1–
2009.12.31

2008. 4.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核數師酬金 840 500

確認為費用的存貨成本（不包括人工成本和物業、廠房和設備的折舊） 2,586 —

存貨的減值損失（包括主營業務成本） 1,000 —

董事酬金 1,796 —

物業、廠房和設備的折舊 1,443 —

土地及樓宇的經營性租賃費用

— 最低 6,881 13,312
— 或然租金 1,155 —

員工成本

— 工資、獎金和津貼 4,649 15,468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18 519

4,867 1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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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持續性經營業務

2009年4月7日，東京地區法院對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Planet Hollywood (Japan) K .K .（以下簡稱「PHJ」）（該

公司經營著本集團所有主題餐廳業務）做出判決為， PHJ必須支付 The Disney Store Japan（以下簡稱

「TDSJ」）索賠的未支付的租賃費用。隨後在 2009年 4月 12日，PHJ關閉其業務並搬出房屋。在 2009年 7月

17日，PHJ之直接控股公司，Star East (Japan) Limited，開始進行清盤過程。從那以後，集團失去了對Star

East Japan Limited和PHJ的控制權，並從合併報表中分拆。

終止經營業務所產生的收益╱（損失）分析列示如下：

2009.4.1–
2009.12.31

2008.4.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本年主題餐廳業務損失 — (18,476)

處置主題餐廳業務收益 61,132 —

61,132 (18,476)

2009年4月1日至2009年7月17日已包含在合併利潤表中的非持續經營業務結果列示如下：

截至2009年
7月17日

截至2009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35,551

成本 — (47,044)

毛損失 — (11,493)

其他收入 — 753

管理費用 — (2,764)

銷售費用 — (545)

其他費用 — (4,113)

財務費用 — (314)

稅前損失 — (18,476)

所得稅費用 — —

本期╱本年的損失 — (1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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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年非持續經營損失列示如下：

截至2009年
7月17日

截至2009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和攤銷 — —

員工獎勵費用 — 15,810

應收款項的減值損失 — 1,627

存貨的減值損失 — 2,486

來自非持續經營的現金流：

截至2009年
7月17日

截至2009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和經營活動有關的淨現金流出 — (2,709)

和投資活動有關的淨現金流入 — —

和融資活動有關的淨現金流入 — —

淨現金流出 — (2,709)

8. 股利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截至本報告期末，無已經支付或準備支付的股利，亦無已經計劃發放的股利

（ 2009年3月31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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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收益（損失）

持續經營和非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所有者的每股收益（損失）計算基於以下數據：

2009.4.1–
2009.12.31

2008.4.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損失）

本公司本期收益╱本年損失 24,002 (28,231)

本公司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可轉換債券之利息 82 —

計算每股經調整基本和攤薄盈利（損失） 24,084 (28,231)

2009.4.1–
2009.12.31

2008.4.1–

2009.3.31

股份數

以計算每股基本收益（損失）為目的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1,492,151,487 314,068,757

本公司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 8,189,781 —

以計算每股攤薄收益（損失）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1,500,341,268 314,06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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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持續經營業務每股收益（損失）計算基於以下數據：

2009.4.1–
2009.12.31

2008.4.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本期收益╱本年（損失） 24,002 (28,231)

減本期╱本年度非持續經營業務利潤（損失） 61,132 (18,476)

本期╱本年經營損失 (37,130) (9,755)

本公司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

可轉換債券之利息 82 —

以計算每股損失為目的的持續經營業務損失 (37,048) (9,755)

上述計算所用之分母和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分母相同

非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收益為每股4.10港分（ 2009年3月31日：每股損失5.88港分），攤薄非持續經營業務

的每股收益為每股 4 .07港分（ 2009年 3月 31日：每股損失 5 .88港分 ），根據非持續經營業務的收益

61,132,000港幣（ 2009年3月31日損失18,476,000）計算，其分母在計算過程中採用精確值。

每股攤薄損失

攤薄損失沒有在本期提出，因為他導致損失減少。因此，本期基本及攤薄損失是相同的。

10.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009.12.3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6,788 —

預付供應商押金 3,010 —

存放於證券商的孖展押金（註 a） 6,268 —

應收附屬公司的少數股東 10,029 —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註b） 25,390 16

51,48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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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a) 存放於證券商的孖展押金按市場利率每年0.01%計算利息。該金額有擔保，且按要求償還。

(b) 其中的港元10,023,000是由附屬公司的少數股東作擔保。該金額無擔保、無利息且可按要償還。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平均信貸期為90天。本集團應收賬款的賬齡是截至報告期的基於賬單日進行的，具體

分析如下：

2009.12.3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0到30天 4,839 —

31到90天 1,949 —

6,788 —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公司沒有計提壞賬損失的逾期應收款項的賬面總計餘額為零（ 2009年 3月 31日：

零）。

其他應收款的壞賬損失的記錄使用撥備賬，除非集團認為該款項收回的可能性極小，在這種情況下，壞

賬損失與其他應收款直接核銷。

其他應收款的壞賬損失變化如下：

2009.12.3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期初╱年初值 — —

確認的壞賬損失 49 —

本期╱年餘額 49 —

在報告期末，集團的其他貸款人都要逐個計提壞賬準備。每筆應收賬款的壞賬準備的計提都是建立在客

戶的信用歷史基礎上的，例如財務困境或者未能及時履約付款安和當前的市場環境。最後，壞賬準備被

確認。

集團沒有持有應收款項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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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款項和其他應付款

2009.12.3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18,181 2,980

客戶押金 16,010 —

中國業務和其他業務的應付稅款 618 —

應付職工薪酬 847 —

應付證券商的保證金（註） 34,315 —

預提費用和其他應付款 17,106 89,108

87,077 92,088

註： 該金額有擔保、且可按要求償還。利息介乎年利率百份之8至9.38。

平均採購信用期是30天至60天。以下為截至本報告期根據賬單日而列示的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2009.12.31 2009.3.31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以內（包括30天） 7,917 1,316

31至60天 6,459 —

60天以上 3,805 1,664

18,181 2,980

審計報告節錄

保留意見的基礎：

(a) 期初餘額和相應的數字

審計報告對該集團截至2009年 3月31日的合併財務報表的審計意見是本年合併財務報表

數據的基礎，前任核數師由於審計範圍受限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而對該報表出具保留

意見報告。審計保留意見詳細資料見該公司由前任核數師於2009年 7月24日出具的審計

報告，並包括在公司截至2009年3月31日的年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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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聯營公司投資，對聯營企業投資收益，確認的對聯營公司投資壞賬損失和處置一家聯

營公司的損失

關於集團對持有的聯營公司淨資產的股份，Applause Holdings Limited（以下簡稱

「Applause」）和星美影院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星美影院發展」），截至報告日止，我

們沒有收到充分證據證明這些公司的賬面價值為零，是否在 2009年 12月 31日合併資產

負債表中得到公允的列報。

報告日止，我們沒有收到充分的證據證明集團對聯營企業Applause，星美發展，和

Polyco Development Limited（以下簡稱「Polyco」），2009年4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的合

併利潤表中，對聯營企業投資收益為零。

在合併利潤表中，包括確認的對聯營企業的投資壞賬損失值約為 18,189,000港幣。截至

報告日止，我們沒有收到充分證據證明 2009年 4月 1日至 2009年 12月 31日的財務報表

中，確認的聯營企業投資壞賬損失適當性。

從2009年4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貴集團處置了Polyco。截至2009年12月31日，按

照持續性經營原則，相應的確認了處置聯營公司損失 3,612,000港幣。由於上文 (a)中描

述的審計範圍受限，我們不能獲得充分的審計證據證明 (i) 2009年 4月 1日、處置日、聯

營企業被處置期間經營成果的準確性； (ii)在合併利潤表中，處置聯營企業的損失被準

確的記錄。任何對該數字的調整都會影響合併利潤表的分類和列報，和 2009年 4月 1日
至2009年12月31日的合併現金流量表。

(c) 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對共同控制實體投資收益和確認的對共同控制實體投資壞賬損失

貴集團的共同控制實體Canaria Holding Limited和它的子公司，Earn Elite Development
Limited（統稱為「Canaria Group」），截至報告日止，我們沒有收到充分證據使我們確信，
期初賬面價值大約為 23,727,000港幣，是否在 2009年 3月 31日的資產負債表中得到公允

的列報。

截至報告日止，我們沒有收到充分的證據證明 貴集團在 2009年 4月 1日至 2009年 12月
31日的合併利潤表中，對共同控制實體Canaria Group的投資收益為零的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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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併利潤表中，包括確認的對共同控制實體Canaria Group的投資的壞賬損失大約為

6,727,000港幣。由於前文提到的對 2009年 3月 31日 貴集團共同控制實體Canaria Group
投資的期初數和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對共同控制實體Canaria Group投資收益的審計範

圍受限，我們不能確認 2009年 4月 1日至 2009年 12月 31日的財務報表中，確認的對合營

公司投資壞賬損失的準確性。

(d) 應付款項和其他應付款

2009年12月31日，合併資產負債表應付款項餘額為87,077,000港幣，其中13,045,000港幣

的應付款項，我們沒有收到足夠的直接回函和其他充分的證據對其驗證。我們不能執

行其他的替代程序來證明該餘額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

(e) 分拆╱處置子公司的收益

貴集團自 2009年 4月 1日至 2009年 12月 31日已分拆╱處置一些子公司。因此，在截至

2009年12月31日期間分別確認處置子公司的收益金額10,635,000港幣和61,132,000港幣。

由於段落 (a)所述的審計範圍受限，我們未能取得充分的證據以證明 (i) 2009年 4月 1日和

分拆╱處置日財務狀況和截至該子公司被分拆╱處置期間經營成果的準確性；以及 (ii)
分拆╱處置子公司的收益是否已被正確記入合併利潤表。任何對數字的調整對自 2009
年4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貴集團合併現金流量的分類和列報有重要影響。

任何上述 (a)至 (e)所述數字調整都會對 2009年 3月 31日和 2009年 12月 31日的資產負債表，截

至 2009年 3月 31日和從 2009年 4月 1日至 2009年 12月 31日的經營成果和財務報表中相關的披

露產生重要影響。

審計範圍受限導致保留意見

我們認為，除了上述 (a)至 (e)所述數字調整涉及的事項我們未能取得充分的證據可能產生的

影響外， 貴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和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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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貴集團 2009年 12月 31日的財務狀況以及自 2009年 4月 1日至

2009年12月31日的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回顧

在 2009年，本公司對業務、資本、財務狀況、經營及企業管理進行了重組。大部份的虧損

業務已終止和清算。在2009年7月收購的電影院業務作為核心業務，不僅為公司產生了較高

的營業利潤，還為公司帶來了穩定的現金流。北京星美匯乃三家電影院內之小賣部業務，
北京星美匯獲得54.7%營運邊際利潤佔了三家電影院23.7%總營運盈利。

在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期間，公司利用不影響當期主營業務或資本投資所需之貨幣資金買

賣證券。由於本公司繼續拓展並投資於其主營業務，股票買賣作為本公司總收入的比例將

會逐步減少。

在 2009年，由於公司正在過渡和重組，公司支出了較高的營運和行政費用以及專業服務費

用。預計在 2010年末完成絕大部分的重組，儘管還會有與公司重組有關的額外費用發生，
但是隨著公司從上一年度的重組中逐漸走出，且已經穩定了管理團隊，營運和行政費用以

及專業服務費用在2010年較2009年相比亦將顯著降低。

電影院業務

電 影 行 業 是中國 消 費 市 場 增 長 最 快 的 行 業之一。 在 2009 年 全 國 電 影 票 房 收 入 增 長了

43.1%。隨著中國消費的增長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中國電影行業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階

段，越來越多的高品質和引人注目明的國產電影出現，越來越多的國外電影被引進。高品

質的國產及進口電影與現代化的電影院滿足了越來越多要求高品質娛樂體驗的中國觀眾。

九個月會計期度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本報告期間」），三家電影院的總收入為 7,170萬港

元，毛利為 2,500萬港元，毛利率 34.8%。分部營業利潤為 1,640萬港元，分部營業毛利率

22.8%。

收購和關聯交易

2009年 7月 30日，本公司完成了對匯彩亞太有限公司（「匯彩」）總價為 8,430萬港元的收購。

匯彩是一家由覃輝先生擁有的私營企業。覃輝先生法定擁有並享有本公司 163,239,891股份
權益，佔收購時宣佈的本公司已經發行股本的 51.98%。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的上市規則，
覃輝先生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匯彩擁有北京名翔國際影視管理有限公司（「名翔」）72.86%的

股份，以及北京望京星美國際影視管理有限公司（「望京」）60%的股份。名翔經營有 1,35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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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北京金源星美影城。望京經營在北京望京星美國際影城，並經營有 1,158座位的上海星

美正大影城。收購匯彩構成一項非常重大的交易及鑒於覃輝先生為關連人士，該交易也構

成的一項關連交易。在2009年7月3日的股東特別大會，公司獨立股東通過該項交易。

展望

本公司的影院業務隨著中國電影行業的持續發展而快速增長。本公司已經宣佈對國內全國

範圍內的 12家電影院進行收購。本公司也將通過另外增加 5塊銀幕和 970座位來提高上海星

美正大影城的容量。鑒於現在3D技術的流行，本公司正在為其電影院增加更多的3D系統。

本公司將繼續擴大電影院的投資以成為領導中國電影行業的經營者之一。

關於本公司的電影院業務和其他業務，主席覃宏已經在本報告中的主席聲明中列明瞭本公

司的展望及戰略。

財務狀況回顧

相較於在之前的報告期，由於在2009年4月主題餐廳業務已被終止，將本期間報告收入與在

之前的報告期收入相比是不恰當的。

收入

營業額的總收入在本報告期間為3.984億港元。本報告期間電影院業務所產生的收入為7,170
萬港元。

成本

公司所經營的三間戲院的成本為4,670萬港元。

毛利

本報告期間持續經營毛利為 2,500萬港元，毛利率為 34.8%。公司所經營的三間戲院毛利為

2,500萬港元。本公司預期電影院業務能夠繼續產生高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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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為770萬港元。

報告期持續經營業務產生的虧損

本報告期間的持續經營業務產生的虧損為3,310萬港元。本公司的稅前虧損是2,890萬港元主

要是由於為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股票復牌而花費的專業費用共計 1,320萬港元及投資減

值準備為2,500萬港元，以至本公司期間的稅前虧損為2,890萬港元。

非持續經營業務產生的利潤

本期非持續經營業務產生的利潤為6,110萬港元，該6,110萬港元利潤是由於附屬公司債權人

自動清盤後，該附屬公司的淨負債被取消。

報告期利潤

本報告期間的利潤為2,400萬港元，來自於非持續經營業務所產生的利潤為6,110萬港元。應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為2,470萬港元。

融資來源和流動性

本集團於 2009年 3月 31日的淨負債為 8,420萬港元， 2009年 12月 31日的淨資產為 1.955億港

元，淨資產增加 2.837億港元。這是主要由於本報告期本公司公開招股、收購匯彩、以及發

售新股使得發行在外股本和儲備（共計 2.896億港元）所致。由於取消了清算公司淨負債，本

集團流動負債減少了 3,760萬港元。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無任何銀行借款及長期負

債，也未持有任何金融衍生物。

由於本公司發行在外的股本和儲備共計增加了 1.624億港元的現金，本公司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有7,620萬港元的充足現金儲備，並持有的7,330萬港元交易性金融資產。本公司擁有充

足的現金儲備來支持下一年度的財務運營和資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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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折算風險

本公司的財務報表以港元計量。本集團全部的收入和經營成本是以人民幣計量。如果港元

對人民幣升值則將形成匯兌損失。自 2009年 4月 1日到 2009年 12月 31日這一期間裡，本集團

的匯兌收益為 8.5萬港元。本公司董事相信至少在短期內港元不會對人民幣升值。如果人民

幣持續對港元升值，本公司預期將從在中國以人民幣計價的投資中獲得匯兌收益。

資產的抵押

在 2009年 12月 31日，集團的持作買賣投資及可換股票劇指定的金融資產公平值計入損益，
大約有港元60,884,000及港元19,258,000用作抵押孖展戶口融資設備。

僱員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本公司擁有全職僱員283人（包括董事但不包括兼職人員）。本公司按

照市場的整體薪酬水準、個人價值和表現為僱員提供報酬和福利等。

包括執行董事在內的僱員均包含在本公司的購股權計畫中。該購股權一般可在 10年內行

權。

公司治理準則

在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的期間裡（以下簡稱「本報告期間」），本公司遵守「準則」，除了在本

報告期間內召開的 41次董事會中（以下簡稱「董事會」），其中僅有一次有多數董事參會。本

公司各項行為均遵守了準則的規定。準則A .1.1規定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應定期舉行會

議，並應至少舉行四次董事會會議（約每季一次）。這種定期董事會會議通常本公司大多數

的董事（「董事」）或親臨會議或通過其他電子通訊方式積極參與出席。本公司今後將盡力保

證絕大多數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董事認為他們與本公司之間的溝通是有效率的，能夠使

他們及時瞭解本公司事務的發展。

綜上所述，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本期遵守了準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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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除下列各項說明，直至 2009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

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股份數 千港元

法定：
2008年4月1日，2009年3月31日，2009年4月1日普通股

每份0.1港元 1,000,000,000 100,000
增加（註 (a)） 4,000,000,000 400,000

2009年12月31日普通股每份0.1港元 5,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並繳足：
2008年4月1日，2009年3月31日，2009年4月1日普通股每份

0.1港元 314,068,757 31,407
發行的股份—公開發行（註 (b)） 942,206,271 94,221
發行的股份—附屬公司取得的（註 (c)） 843,500,000 84,350
發行的股份—出售（註 (d)） 269,000,000 26,900
發行的股份—2009年12月3日可轉換債券的轉換（註 (e)） 15,000,000 1,500
發行的股份—2009年12月11日可轉換債券的轉換（註 (e)） 113,000,000 11,300
發行的股份—2009年12月22日可轉換債券的轉換（註 (e)） 22,000,000 2,200

2009年12月31日普通股每份0.1港元 2,518,775,028 251,878

註：

(a) 根據本公司於 2009年 7月 3日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所通過的一份關於普通股的決議，本公司以每股 0.1港

元的價格增加4,000,000,000份普通股，使本公司股本自100,000,000港元增加至500,000,000港元。

(b) 在 2009年 7月 23日，本公司向符合資格的股東以每股 0.10港元和以每三股獲售一股的形式公開發售

94,220,000港元（未包含發行費用），942,206,271份股普通股，並根據協議要求全部支付。本公司股本增加

約94,221,000港元。關於上述交易的更詳細信息，本公司於2009年 7月 24日進行了公告並於 2009年 7月6日

發佈通函。

(c) 在2009年7月30日，本集團按每股0.10港元的價格，通過配售並發行共計843,500,000份新普通股，以取得

匯彩亞太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權。關於上述交易的更詳細信息，本公司於 2009年 5月 15日進行了公告並在

合併財務報表附註36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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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 2009年 10月 9日，本公司開始一項以先舊後新方式配售並認購的協議。根據該協議本公司可按每股

0.265港元的認購價格最多發行每股面值0.1港元共計269,000,000份新普通股。此項以先舊後新方式配售並

認購的總額將有約 71,285,000港元。該協議已經完成，並且本公司於 2009年 10月 22日已按時發行並配售

269,000,000份新普通股。對此次配售的進一步詳細信息，請查閱公司分別於 2009年 10月 12日和 2009年 10

月22日發佈的通告。

(e) 2009年 12月 3日、 2009年 12月 11日、 2009年 12月 22日，債券持有人行使其轉換權利以每股 0.265港元的價

格分別將 3,975,000港元可轉換債券轉換成 15,000,000份本公司普通股；將 29,945,000港元可轉換債券轉換

成113,000,000份本公司普通股；將 5,830,000港元可轉換債券轉換成22,000,000份本公司普通股。註釋32提

供了可轉換債券更多詳細信息。

本期發行的所有股份與既有股份在各個方面均不分先後。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報告期間之已審計的財務報表及內部控制報告。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equitynet.com.hk / smi和
www.smi198.com)。年報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並同時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本公司的網站。

承董事會命

星美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肖萍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分別為四名執行董事：覃宏先生、肖萍女士、胡宜東先生及李凱先

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培剛先生、龐鴻先生及陳錫年先生。

– 3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