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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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歡喜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之比較金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資料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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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及電影投資收入 4 1,068,980 84,988
收益之成本 6 (604,524) (70,074)  

毛利 464,456 14,914
其他收入 8,375 84
其他收益╱（虧損） 308 (624)
銷售及分銷成本 6 (7,035) (341)
行政開支 6 (55,553) (115,152)  

經營溢利╱（虧損） 410,551 (101,119)

財務收入 2,358 573
財務費用 (2,463) (11,062)  

財務費用，淨額 (105) (10,489)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410,446 (111,608)
所得稅開支 7 (88,914) –  

本期溢利╱（虧損） 321,532 (111,60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本期溢利╱（虧損） 321,532 (111,608)

  

其他全面虧損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將功能貨幣換算為呈報貨幣 
產生之匯兌差額 (7,799) 4,681
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5,465) (12,612)  

(13,264) (7,931)  

本期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308,268 (119,53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全面 
收益╱（虧損）總額 308,268 (119,539)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幣元） 9 0.11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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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090 3,762
使用權資產 44,548 –
無形資產 13,891 16,285
租賃按金 12 5,606 5,608
電影及電視劇版權預付款 10 369,801 370,222
電影及電視劇版權 11 27,205 18,077  

465,141 413,954  

流動資產
電影及電視劇版權 11 665,664 744,54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
預付款 12 394,021 371,305
合約資產 4,912 5,220
現金及現金等值 296,426 158,528  

1,361,023 1,279,595  

資產總額 1,826,164 1,693,549
  

權益
股本 31,547 29,181
儲備 1,329,445 629,487  

權益總額 1,360,992 658,668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9,181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259,448 98,025
租賃負債 15,883 –
合約負債 419 528,652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396 92,467
借款 14 67,856 295,307
應付稅項 91,989 20,430  

435,991 1,034,881  

負債總額 465,172 1,034,881  

權益及負債總額 1,826,164 1,69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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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此等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
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告一般包括的所有各類附註。因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的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以及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發佈的任何公開公告一併閱讀。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過往財政年度及相應的中期報告期間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一致，惟下
文所載的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除外。

2. 會計政策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多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適用於本報告期，且本集團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租賃」而須變更其會計政策及作出追溯調整。

採納租賃準則的影響於下文附註 2(b)及3披露。其他準則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並無
任何影響，亦毋須作出追溯調整。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

下列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經已頒佈，但於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
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未獲提早採納：

於以下日期或
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
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出資

待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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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其他尚未生效的準則及詮釋預期會對實體現時或未來之報告期，以及可預見
未來之交易產生重大影響。

3. 會計政策變動

本附註闡釋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之影響，並於下文
附註3(b)披露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應用之新會計政策。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追溯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但按該準則中的特
定過渡性條文所准許，並無重列二零一八年報告期的比較數字。因此，新租賃規則所產
生的重新分類及調整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期初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中
確認。

(a)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確認的調整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的原則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租賃付款餘額的現值
計量，並使用承租人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增量借款利率進行貼現。於二零一九
年一月一日，適用於租賃負債的承租人加權平均增量借款利率為3.8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計量原則僅於該日期後適用。租賃負債的重新計量於
初始應用日期後即時確認為對相關使用權資產的調整。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 35,577
使用承租人於初始應用日期的增量借款利率進行貼現 (2,134)

短期租賃豁免 (3,540)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之租賃負債 29,903
 

其中包括：
即期租賃負債 8,899
非即期租賃負債 21,004 

29,903
 

相關使用權資產乃按相當於租賃負債的金額計量，並按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在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內確認與該項租賃相關的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金額進
行調整。於初始應用日期，概無須對使用權資產作出調整的虧損性租賃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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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確認的使用權資產與以下類別資產相關。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一月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 44,520 29,864
設備 28 39  

使用權資產總額 44,548 29,903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會計政策變動影響下列期初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
報表項目：

• 使用權資產－增加港幣29,903,000元

• 租賃負債－增加港幣29,903,000元。

所應用之可行權宜方法

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應用以下獲該準則准許的可行
權宜方法：

• 對具有大致相似特徵的租賃組合使用單一貼現率；

• 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剩餘租期少於12個月的經營租賃入賬列作短期租
賃；

• 於初始應用日期剔除初始直接成本，以計量使用權資產；及

• 倘合約包含延期或終止租賃的選擇權，則使用事後方式釐定租約年期。

本集團亦決定不會重新評估合約於初始應用日期是否為或包含一項租賃。相反，就
於過渡日期前訂立的合約而言，本集團依賴其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時所作的評估。

(b) 本集團的租賃活動及該等活動的入賬方式

作為承租人，本集團的租賃主要為辦公室租金。租賃合約通常訂為3年的固定期限。
租賃條款按個別基準進行磋商，包含多種不同的條款及條件。租賃協議不構成任何
契諾，惟所租賃資產不得用作借款的擔保。

截至二零一八財政年度，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乃被分類為經營租賃。根據經營租
賃作出的付款（扣除自出租人收取的任何優惠）於租期內以直線法自損益內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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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租賃確認為使用權資產，並在租賃資產可供本集團使用
之日確認相應負債。每筆租賃付款乃分配至負債及財務費用。財務費用於租期內自
損益扣除，以計算出各期間負債結餘的固定週期利率。使用權資產乃按資產可使用
年期或租期（以較短者為準）以直線法折舊。

租賃產生的資產及負債初步按現值計量。租賃負債包括固定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
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的淨現值。

租賃付款採用租賃所隱含的利率予以貼現。倘無法釐定該利率，則使用承租人的增
量借款利率，即承租人為了在類似經濟環境中按類似條款及條件獲得類似價值資
產借入所需資金而必須支付的利率。

使用權資產按成本計量，包括以下各項：

• 租賃負債的初步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所作的任何租賃付款，減去所收取的任何租賃優惠；及

• 任何初始直接成本。

與短期租賃相關的付款以直線法於損益中確認為開支。短期租賃指租期為12個月
或更短的租賃。

4. 收益及電影投資收入

期內，本集團的收益及電影投資收入（扣除銷售相關稅項）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內容製作產生的收益
－ 分授及出售電影及電視劇版權 254,881 6,196
－ 分佔票房收益 810,185 –
電影版權投資收入 – 78,552
其他媒體相關收益 3,914 –
於香港的物業代理佣金及服務收入 – 240  

1,068,980 84,988
  

5. 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已被識別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負責審閱本集團的內部報告，
旨在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主要經營決策者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主要經營決策者基於扣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評估表現，並審議將納入單一經營分部
的所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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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經營業務現時歸入一個可呈報分部，即電影及電視劇版權投資。其他分部不符
合可呈報分部的最低要求，故此並無在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的報告中單獨呈列。該等
業務的業績計入「其他」內。

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部而劃分之收益及電影投資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影及電視劇版權投資 其他 綜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益
分授及出售電影及電視劇版權 254,881 6,196 – – 254,881 6,196
分佔票房收益 810,185 – – – 810,185 –
電影版權投資收入 – 78,552 – – – 78,552
其他媒體相關收益 3,914 – – – 3,914 –
於香港的物業代理佣金 
及服務收入 – – – 240 – 240      

1,068,980 84,748 – 240 1,068,980 84,988
      

收益確認時間
某一時間點 1,068,980 6,196 – 240 1,068,980 6,436

      

分部溢利╱（虧損） 444,763 (4,629) (4) (399) 444,759 (5,028)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34,208) (96,091)
財務費用，淨額 (105) (10,489)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410,446 (111,608)
所得稅開支 (88,914) –  

本期溢利╱（虧損） 321,532 (111,608)
  

上文呈報之所有分部收益均來自外部客戶。

經營分部所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
合財務報表所述之會計政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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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薪酬及以股份為基礎之薪酬） 20,674 17,449
董事薪酬（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之薪酬） 6,409 6,122
以股份為基礎之薪酬
－董事 – 41,921
－僱員 4,056 23,548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99 1,548
－使用權資產 5,885 –
法律及專業費用 3,348 6,596
差旅及應酬開支 4,393 2,947
廣告及營銷開支 6,618 77
無形資產之攤銷 2,418 2,390
電影及電視劇版權之攤銷 602,238 67,615
物業代理佣金之開支 – 69
辦公室物業及複印機經營租賃付款 – 7,695
核數師酬金 1,038 –
短期租賃開支 2,508 –
其他開支 6,328 7,590  

收益之成本、銷售及分銷成本 
以及行政開支總額 667,112 185,567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開支
－ 中國企業所得稅 73,627 –
－ 中國預扣稅 15,287 –  

88,914 –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根據中國現行的適用稅務法規，外國企業源自於中國成立企業的收入通常須繳納10%的
預扣稅。

兩段期間之香港利得稅均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稅率計算。由於相關集團實體產生
稅項虧損，故並無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內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由於獲
稅務豁免，故概無就於英屬維爾京群島或百慕達註冊成立之集團公司計算海外利得稅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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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
息，而自該兩段報告期結束後，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9. 每股盈利╱（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不包括普通股以外之任
何支付權益成本）除以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發行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港幣千元） 321,532 (111,608)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千股） 3,052,695 2,768,055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港幣元） 0.11 (0.04)

  

(b) 攤薄

於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時，並未假設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因其行使
價於期內均高於股份之平均市價。故此，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
股普通股攤薄盈利與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相同。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相同，皆因假設截至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轉換所有尚未行使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具反攤薄影
響。

10. 電影及電視劇版權預付款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購電影及電視劇版權預付款（附註） 357,841 358,248
電影導演費預付款 11,960 11,974  

369,801 370,222
  

附註： 收購電影及電視劇版權預付款指本集團就收購電影及電視劇版權向各方作出之
預付款。該預付款將構成本集團對建議電影及電視劇版權投資之部分出資。收購
事項之相關條款將由各方於收購協議簽署後進一步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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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電影及電視劇版權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完成之電影及電視劇版權 10,234 10,246
製作中之電影及電視劇版權（附註 a及b） 655,430 734,296
獲授權之電影及電視劇版權（附註 c） 27,205 18,077  

692,869 762,619

減：
即期部分 (665,664) (744,542)  

27,205 18,077
  

附註：

(a)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在中國製作之電影《瘋狂的外星人》相關的電影版
權製作成本港幣428,074,000元計入製作中之電影及電視劇版權。

(b)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與在中國製作之電影《囧媽》相關的電影版權製作成本港
幣218,536,000元計入製作中之電影及電視劇版權。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本
集團與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司北京真樂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北京真樂道」）訂立
協議作為上述電影之製作公司，成本預算為人民幣380,000,000元，包括向北京真樂
道支付之製作費人民幣30,000,000元及向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徐崢先生支付之電影
導演費、監製費、編劇費及演員費人民幣87,000,000元。

(c) 該結餘指本集團於電影及電視劇版權許可的投資。本集團從獨立第三方處購買許
可授權以在其流媒體平台播放獲授權之電影或電視劇，或向其他獨立第三方分授
許可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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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
－分授及出售電影及電視劇版權 132,758 2,946
－電影版權投資 128,329 136,225
－其他媒體相關收益 3,004 –
－於香港的物業代理佣金及服務收入 349 349  

264,440 139,520
虧損撥備 (257) (257)  

264,183 139,263
按金 6,317 6,219
預付款 36,724 1,575
其他應收款項 92,403 229,856  

399,627 376,913
減：列作一年內到期的流動資產之金額 (394,021) (371,305)  

非即期部分 5,606 5,608
  

分授電影及電視劇版權之應收賬款通常自交付底本或材料之日起180日內收取。

電影版權投資收入之應收賬款通常根據投資協議中訂明的結算時間表於電影院完成電
影放映後60日內收取。

香港物業代理業務方面，本集團於相關協議完成日期後給予物業發展商之信貸期平均為
60至90日，而個人客戶則須於相關協議完成時清償款項，故一般不獲授予信貸期。

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日 256,418 139,170
31至60日 1,774 –
61至90日 2,957 –
91至180日 1,926 93
180日以上 1,108 –  

264,183 13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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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質押為擔保的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向一名第三方質押應收款項約港幣 61,703,000

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23,133,000元）以取得借款約港幣 61,226,000

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20,364,000元），並保留逾期付款及信貸風
險。因此，本集團認為持有至收集的業務模式對該等應收款項而言仍屬適當，並繼
續按攤銷成本對其進行計量。

(ii)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公平值

由於即期應收款項的短期性質使然，其賬面值被視為與其公平值相同。

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 174,602 64,377
其他應付款項 27,927 15,208
應計費用 56,919 18,440  

259,448 98,025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應付賬款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日 135,557 28,111
61至90日 5,361 –
91至180日 644 17,685
181至365日 18,525 5,630
365日以上 14,515 12,951  

174,602 6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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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借款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借款

有抵押 61,226 220,364
無抵押 6,630 74,943  

借款總額 67,856 295,307
  

所有借款均須於一年內償還。

有抵押借款由其他應收款項約港幣 61,703,000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23,133,000元）作抵押。

借款的公平值與其賬面值並無重大差異，此乃由於該等借款的應付利息接近現行市場利
率或借款屬短期性質。

15. 未決訴訟

(i)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獨立第三方成都華璨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成都原告」）
於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本公司一間透過合約安排間接全資擁有的公司北京歡喜
首映文化有限公司（「歡喜首映」）以及電影《後來的我們》的其他十七名投資方（「十八
名被告」）提出一項訴訟。

根據上述訴訟，成都原告指十八名被告在電影《後來的我們》放映期間，以不正當競
爭影響了成都原告的影片票房收益。成都原告主要要求十八名被告賠償合共人民
幣10,0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11,832,000元）並承擔有關訴訟費及因合法維權產生的
合理支出。十八名被告當中，一名被告正申請將案件移交北京朝陽區人民法院進行
審理。

根據法律顧問的意見，現階段預測對歡喜首映的上述索償結果尚屬為時過早。本公
司認為，成都原告針對歡喜首映提出申索的數額對本集團整體而言並無重大影響。

(ii)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獨立第三方武漢光亞文化藝術發展有限公司及黃
乾生（「武漢原告」）於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電影《後來的我們》的十七名人士╱相關
公司（「十七名被告」），其中包括對歡喜首映提出一項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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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訴訟，武漢原告指十七名被告攝製影片《後來的我們》的行為侵害其劇本作
品的改編權及攝製權，損害其市場利益。武漢原告主要要求十七名被告停止影片的
複製、發行及傳播、賠償合共人民幣70,000,000元並承擔案件受理費及其他訴訟費。
於本公告日期，此項訴訟仍在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過程中。

根據法律顧問的意見，現階段預測對歡喜首映的上述索償結果尚屬為時過早。本公
司認為，武漢原告針對歡喜首映提出申索的數額對本集團整體而言並無重大影響。

16. 變更呈列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內若干比較數字均已予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內之呈列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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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及營運回顧

本公司於今年上半年迎來振奮人心的喜訊－來自主營業務電影及電視劇版權
投資及「歡喜首映」流媒體平台（「該平台」）的收益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11.58倍至
港幣1,068,980,000元成功轉虧為盈，淨溢利飆升至港幣 321,532,000元。該等優異
成績標誌著本集團羅致中國頂尖導演、投資製作優質影視內容及運營流媒體
平台等努力開始迎來回報，同時亦象徵著本集團的影視業務正式邁入投資收
成期。

電影及電視劇版權投資方面，由本集團獨家投資、寧浩執導的《瘋狂的外星人》
於二零一九年春節檔期上映，該電影於票房和口碑都取得優異成績，開畫首日
票房已突破人民幣4億元，登上票房冠軍寶座；總票房達人民幣22億元，為集團
於回顧期內的收益帶來顯著貢獻。本集團亦於回顧期內成功向第三方出售若
干電影之權益，獲得可觀收益。

「歡喜首映」流媒體平台方面，本集團與中國領先的互聯網及泛娛樂平台天津貓
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貓眼」）的合作進展順利，本集團運用貓眼的互聯網
資源為歡喜傳媒出品之影視作品進行推廣及宣傳，為該平台獲得用戶。目前，
「歡喜首映」付費用戶已超過100萬。另一方面，本集團一直積極豐富「歡喜首映」
的內容，不僅與股東導演及簽約導演共同打造專屬平台資源，於平台播放《瘋
狂的外星人》、《我不是藥神》及《江湖兒女》等賣座電影，亦搜羅全球影視佳作，
包括日本人氣電視劇《刑警弓神》、英國廣播公司十年以來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
《貼身保鑣》（Bodyguard，港譯《內政保鑣》）及轟動法國影壇的影片《天上再見》(See 

You Up There)等，優質的影視內容進一步吸引用戶付費觀影，流媒體平台業務
將成為本集團業務增長的另一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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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及電視劇版權投資業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部收益達港幣 1,068,980,000元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港幣84,748,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1.61倍。期內分部
溢利為港幣444,763,000 元（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分部虧損港幣4,629,000元）。
業務大幅改善主要由於電影《瘋狂的外星人》、「歡喜首映」流媒體平台及出售若
干電影之權益的收益所致。

其他業務

本集團的其他業務包括物業代理業務及證券買賣及投資業務。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業務並無錄得任何收益（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港幣240,000元）及錄得分部虧損港幣4,000元（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港幣399,000元）。此分部規模減少主要由於媒體及娛樂相關業務是本集團的主
要增長動力，故管理層調撥了更多資源於該等業務上。

財務回顧

業績回顧

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收益港幣 1,068,980,000元（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港幣
84,988,000元），較去年同期之收益增加11.58倍。毛利為港幣464,456,000元（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港幣14,914,000元），較去年同期之毛利增加30.14倍。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港幣321,532,000元（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虧損港幣111,608,000元）。收益、毛利及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溢利大幅改善乃主要由於 (i)本集團之主營業務－電影及電視劇版權投資及
「歡喜首映」流媒體平台的收益增加及出售若干電影之權益及 (ii)確認以股份為
基礎之付款減少至港幣4,056,000元（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港幣65,469,000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每股盈利為港幣0.11元（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每股虧損港幣0.04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
為港幣0.43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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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來源

本集團的資本支出、日常營運及投資資金主要來自其營運產生的現金及股本
集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港幣 925,032,000

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44,714,000元），現金及現金等值為港幣
296,426,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58,528,000元）。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權益總額為港幣 1,360,992,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658,668,000元），借貸總額為港幣68,252,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387,774,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與負債率（即
借貸總額對資本總額的百分比）為0.05（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37）。資
本總額按權益總額加借貸總額計算。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 3,154,655,408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918,055,408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的已發行普通股（「股份」）。

回顧期內，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二日，本公司與貓眼娛樂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據
此，貓眼娛樂已有條件同意認購，而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向貓眼娛樂配發及發
行236,600,000股總面值港幣2,366,000元之普通股股份（「認購股份」），認購價為每
股認購股份港幣1.6507元（「認購事項」）。本公司所收取之淨價為每股認購股份
約港幣1.6484元。股份於訂立認購協議當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所報收市價為每股股份港幣 1.5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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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總額及淨額分別為港幣390,555,620元及約港幣390,000,000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動用約港幣 93,574,000元及約
港幣296,426,000元仍未動用且預計將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悉數動用。
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之明細。

所得款項用途： 擬動用金額 已動用金額 未動用金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影視內容投資、製作及購買 190,000 (39,183) 150,817

發展在線視頻平台 100,000 (15,679) 84,321

一般營運資金 100,000 (38,712) 61,288   

總額 390,000 (93,574) 296,426
   

所得款項乃按照本公司早前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二日之公告內
披露之意圖動用或擬動用。

董事會認為認購事項可為本集團引入充足資金，加快流媒體平台及本集團投
資於電影及電視劇版權之發展，以及有助擴大本公司的股東基礎。

有關認購協議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二日、二零一九
年三月十三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之公告。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有抵押借款約港幣61,226,000元（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20,364,000元）由其他應收款項約港幣 61,703,000元（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 223,133,000元）作抵押。

匯率風險

本集團所經營業務的現金流、持有的現金及資產主要以港幣、美金及人民幣計
值。雖然大部分製作成本和管理費以人民幣計值，但很多投資機會和與中國內
地及海外地區片商的合作計劃仍需要使用外幣。本集團會繼續密切監察資本
需要，並致力緩和匯率波動對整體財務狀況的任何不利影響以及降低本集團
的財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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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回顧期內，本集團定期檢討利潤中心的風險及信貸監控制度，以改善整體監控
制度並減低信貸風險，以確保本集團有能力有效開展營運及拓展業務。自去年
年結日後，本集團的風險管理政策並無重大的變動。

或然負債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5 「未決訴訟」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相同）。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90名僱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4名）。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僱用更多人才以發展媒體及娛樂相關業務。本集團
建立了完善的薪酬管理和激勵機制，僱員的薪酬乃根據其崗位價值、工作表現
及行業趨勢而釐定。

本集團為所有香港合資格僱員安排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該計劃之資產與
本集團資產分開持有，存放於託管人所控制之基金內。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
之僱員為中國政府運作之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成員。有關附屬公司須按工
資成本的指定比例向該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以作為福利所需資金。就該退休福
利計劃而言，本集團之唯一責任為作出指定供款。

展望

誠如本集團一直強調，「內容為王」乃影視行業的致勝之道，而優質影視內容及
廣泛的影視放映渠道將為中國影視行業未來之大趨勢。根據行業數據顯示，
今年上半年中國電影的總票房為人民幣311.7億元，而入場總人次則約8.07億，
分別同比下跌 2.8%及10.5%，是二零一一年以來票房和觀影人次首次出現負增
長。究其原因，市場普遍認為票價上漲及近期電影號召力不足乃導致票房及人
次回落的主要原因，並認同引人入勝的故事方能吸引觀眾入場。因此，本集團
深信認真的製作才是票房佳績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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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上半年上映的《瘋狂的外星人》，本集團繼續積極打造優質影視資源儲備，
其中，徐崢、寧浩、張一白等導演的《我和我的祖國》、徐崢自編自導自演的《囧
媽》、由陳可辛執導的《中國女排》及《李娜》、張藝謀導演的《一秒鐘》、張一白導演
的《瘋犬少年的天空》、唐大年導演、任素汐主演的《生不由己》（暫定名）、寧浩監
製、青年導演溫仕培執導的《熱帶往事》及高群書監製的《高級動物》等電影均有
望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或明年陸續上映，相信將為本集團帶來源源不絕的動
力，延續業績高增長的勢頭。其中，徐崢在經典特色喜劇電影「囧」系列的基礎
上，再創新猷，講述商業糾紛纏身的小老闆，在開往俄羅斯的火車旅途上，既
與母親發生激烈衝突，同時還發生各種有趣故事，其認真的製作勢必令觀眾引
頸以待。另一邊廂，由陳可辛執導的《中國女排》則以中國女排國家隊的真人真
事為背景，展現她們頑強的拼搏精神、為國爭光的奮鬥史，熟悉的情節與細緻
的演繹緊緊相扣。該兩部作品風格迥異，迎合不同觀眾的口味，相信將能網羅
不同年齡層的觀眾，共同為本集團明年上半年電影業務帶來可觀收益。另外，
陳可辛執導的傳記片《李娜》，講述這位曾奪下亞洲第一座網球大滿貫單打冠軍
獎杯的傳奇女性，從武漢到北京、再到巴黎、倫敦一路上對網球的愛與恨，展
現榮耀背後超乎常人的努力和辛酸，相信該部作品亦能獲得觀眾的喜愛。

另一方面，付費觀賞線上網劇的模式亦日趨成熟，視頻用戶已習慣付費獲取視
頻內容和服務，令線上付款用戶基數快速擴大，造就本集團拓展「歡喜首映」的
絕佳機遇。本集團將持續為該平台注入更多高質素的影視作品。而由本集團股
東導演王家衛首次監製和聯合導演的12集網絡系列影視劇《天堂旅館》現正進行
前期開發及張一白導演、改編自同名青春小說的劇集《瘋犬少年的天空》亦已進
入後期製作階段，預計將於未來一至兩年內和觀眾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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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直堅信擁有優質電影內容作品是成功的關鍵，而傑出的導演及創作
團隊則是決定電影藝術造詣與商業價值的核心一環，兼具藝術水準與票房保
證是本集團投資及出品的最大目標。歡喜傳媒將繼續利用獨特的股權結構模
式，與寧浩、徐崢、陳可辛、王家衛、張一白、顧長衛、張藝謀等股東導演合作，
掌握中國電影、網劇市場原創的內容源頭，確保優質影視作品的穩定供應，達
致優勢互補、互利雙贏的效應，而歡喜傳媒早前投資的項目將陸續亮相，未來
幾年有望繼續收取豐碩成果。

以往歡喜傳媒作為投資人及出品人的《我不是藥神》，在寧浩及徐崢共同監製
下，成功創作出一齣內地票房衝破人民幣30億元、有笑有淚、掀起社會熱烈討
論的社會電影，也引證了歡喜傳媒的培育新導演模式行之有效，本集團將繼續
發掘和扶持更多優秀的新晉導演，包括全額投資支持新晉導演的電影項目，進
一步提升本集團影視作品製作的核心競爭優勢。

隨著本集團參與的電影叫好叫座，歡喜傳媒於回顧期內錄得可觀收益，惟本集
團將繼續完善戰略佈局，為股東持續創造高價值的回報。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本公司已應用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之原則，並
遵守當中之守則條文。

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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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特定查詢，全體董事均確
認於整個回顧期間完全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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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組成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現由七名董事（兩名執行董事、兩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全體董事均為才幹超群之行政人員，具備不同行業專
長，為本集團帶來各種技術與經驗。

董事資料變動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以來，董事資料概無任何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
予以披露的變動。

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
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資料。委員會對審閱表示滿意，而董事會亦對委員會之報告表示滿意。

承董事會命
歡喜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董平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董平先生（主席）及項紹琨先生（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寧浩先生及徐崢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德銓先生、徐傳陞先
生及李小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