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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IGITAL CULTURE (GROUP) LIMITED
中國數碼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75）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
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
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
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
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
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
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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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

刊載，旨在提供有關中國數碼文化（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

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佈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

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

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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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

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81,457 64,110 132,324 114,537

提供服務之成本及出售貨品之成本 (37,442) (33,578) (56,500) (55,022)      

毛利 44,015 30,532 75,824 59,515

其他收入╱﹙支出﹚ (353) 257 75 295

行政及其他開支 (14,930) (9,671) (27,347) (22,055)

融資成本 (876) (130) (877) (132)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617) – (735) –      

除稅前溢利 6 27,239 20,988 46,940 37,623

所得稅開支 7 (6,362) (4,460) (11,184) (8,673)      

期內溢利 20,877 16,528 35,756 2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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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外幣換算差額 2,541 (2,347) 2,900 (1,62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3,418 14,181 38,656 27,322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0,997 14,593 35,887 25,005

–非控股權益 (120) 1,935 (131) 3,945      

20,877 16,528 35,756 28,950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3,630 12,313 38,795 23,307

–非控股權益 (212) 1,868 (139) 4,015      

23,418 14,181 38,656 27,322      

股息 8 – – – –      

每股盈利 9

–基本 1.10 港仙 0.91港仙 1.89 港仙 1.72港仙

–攤薄 1.10 港仙 0.91港仙 1.89 港仙 1.72港仙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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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272 21,102

無形資產 304,027 255,547

商譽 714,871 673,073

其他投資 28,781 –

合營公司權益 4,174 5,01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1,512 11,159

收購附屬公司之按金 – 40,000

給予合營企業之貸款及應收合營企業貸款 3,403 5,591    

1,088,040 1,011,484    

流動資產
存貨 6,271 6,180

按公平值通過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30,916 20,91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07,888 211,922

銀行結餘及現金 396,314 48,058    

641,389 287,07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04,007 75,405

計息借貸 3,345 6,418

或然代價—可換股債券 237,927 117,999

應付稅項 36,879 34,119    

382,158 233,941    

流動資產淨額 259,231 53,13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47,271 1,06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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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貸 – 612

可換股債券 12 412,650 10,999

就無形資產應付之代價 – 3,022

或然代價 — 可換股債券 – 119,928

遞延稅項負債 50,197 50,197    

462,847 184,758    

資產淨值 884,424 879,86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76,407 75,277

儲備 809,383 780,24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885,790 855,525

非控股權益 (1,366) 24,336    

權益總額 884,424 879,861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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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變動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儲備 

股本

股份

溢價

特別

儲備

資本

儲備

認股權證

儲備

匯兌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法定儲備

可換股

債券儲備 累計虧損 總儲備 小計

非控權

權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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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46,726 599,286 10,084 (20,749) 138 (2,340) 6,360 – – (181,970) 410,809 457,535 26,290 483,825

期內溢利及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686) – – – 25,005 23,319 23,319 4,015 27,334

與股權持有人交易

收購時發行股份 7,271 71,753 – – – – – – – – 71,753 79,024 – 79,024

配售時發行股份 12,500 132,988 – – – – – – – – 132,988 145,488 – 145,488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款項 – – – – – – 1,181 – – – 1,181 1,181 – 1,181

註冊成立附屬公司所產生之非控股權益 – – – – – – – – – – – – 4,222 4,222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66,497 804,027 10,084 (20,749) 138 (4,026) 7,541 – – (156,965) 640,050 706,547 34,527 741,074               

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75,277 900,607 10,084 (20,749) 138 (7,970) 7,541 5,251 3,707 (118,361) 780,248 855,525 24,336 879,861

期內溢利及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900 – – – 35,887 38,787 38,787 (139) 38,648

與股權持有人交易

收購無形資產而發行之代價股份 1,130 11,869 – – – – – – – – 11,869 12,999 – 12,999

發行可換股債券 – – – – – – – – 10,916 – 10,916 10,916 – 10,916

增持一間附屬公司權益（附註3） – – – – – – – – – (32,437) (32,437) (32,437) (25,563) (58,00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76,407 912,476 10,084 (20,749) 138 (5,070) 7,541 5,251 14,623 (114,911) 809,383 885,790 (1,366) 884,424               

附註：

(a) 特別儲備為所收購附屬公司股份及股份溢價面額與本公司根據二零零三年進行

之集團重組作為代價發行之股份面額兩者之差額。

(b) 資本儲備指應佔所收購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之附屬公司額外權益之負債淨額。

(c) 法定儲備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附屬公司之法定盈餘公積金，屬於股東資

金的組成部分。根據若干附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附屬公司須轉撥除稅後溢利

之10%至法定盈餘公積金，直至公積金達到註冊資本之50%。有關公積金必須在
向股東分派股息前轉撥至有關公積金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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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之淨現金 79,319 (42,268)

投資活動所用之淨現金 (156,323) (134,111)   

融資活動前現金流出淨額 (77,004) (176,379)

融資活動所得之淨現金 421,881 157,75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減少﹚淨額 344,877 (18,62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8,058 63,792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3,379 (1,685)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96,314 43,483   



– 8 –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聯

交所創業板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位於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及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1座2801A

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透過已建立的完善平台向最終

用戶提供版權內容、經營電影為主題的文化公園及旅遊主題項目以及向專業運動

員提供營銷及推廣服務。

2. 遵守聲明

該等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

製。該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並應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亦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採納與本集團相關及於本期間生

效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之前期間之業績及財務

狀況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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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購附屬公司

Socle Limited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收購協議（「收購協議」），

內容有關收購本集團非全資附屬公司Socle Limited （「Socle」）已發行股本之35%（「收

購事項」）。Socle及其附屬公司（「Socle集團」）主要從事授予職業體育賽事及娛樂

內容之特許權業務及投資控股。

代價合共58,000,000港元，由本公司分兩期支付：(i)於簽立收購協議起計15個營業

日內支付25,000,000港元；及 (ii)於完成收購事項起計五個營業日內支付33,000,000

港元。

收購事項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日完成。完成收購事項時，Socle成為本集團之全資

附屬公司。於收購事項日期已付之代價、已收購資產及已承擔負債之概述如下。

千港元  

已付非控股權益之代價 (58,000)

所收購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 25,563  

直接於股權內確認之差異 (32,437)  

交易成本約388,000港元並無計入轉讓代價，惟於本公佈所呈列之簡明綜合全面

收益報表計入行政及其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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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購附屬公司（續）

Vector Vision Enterprises Limited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本公司完成收購Vector Vision Enterprises Limited

（「Vector Vision」）及其附屬公司（合稱「Vector集團」）（「Vector收購事項」）。Vector 

Vision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名人與藝人培訓課

程代理業務。完成Vector收購事項後，Vector Vision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Vector收購事項之總現金代價為80,000,000港元。是次收購旨在分散及壯大本公司

業務分部。

於Vector收購事項日期已付之代價、已收購資產及已承擔負債概述如下：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代價：

已付現金 80,000

可識別已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之確認金額：
無形資產 37,95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31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973)
應付稅項 (103)  

總可識別資產淨值 38,203
收購時產生之商譽 41,797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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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購附屬公司（續）

Vector Vision Enterprises Limited （續）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收購附屬公司時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自附屬公司收購之現金淨額 16
已付現金代價 (80,000)  

(79,984)  

交易成本約355,000港元並無計入轉讓代價，惟於本公佈所呈列之簡明綜合全面
收益報表計入行政及其他開支。

因收購所產生之商譽來自預期自業務合併中產生之協同效應及規模經濟。預期概

不會就所得稅目的扣減已確認商譽。

自收購以來，Vector集團為本集團帶來收益約6,108,000港元及除稅前溢利870,000
港元。

若年內進行之業務合併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已生效，本集團將分別錄得收益約

134,506,000港元及溢利36,452,000港元。

4. 收益
收益來自下列本集團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娛樂 54,121 34,234 77,967 50,310
體育 20,678 17,223 35,678 38,914
主題公園 6,658 12,653 18,679 25,313     

總收益 81,457 64,110 132,324 11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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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a)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對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益及業績的分析（按可呈報分部劃

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娛樂 體育 主題公園 綜合 娛樂 體育 主題公園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分部收益
外銷予客戶 77,967 35,678 18,679 132,324 50,310 38,914 25,313 114,537         

分部業績 28,154 14,586 12,275 55,015 15,118 18,544 15,142 48,804         

未分配收入 3 266
未分配開支 (8,078) (11,447)  

除稅前溢利 46,940 37,623
稅項 (11,184) (8,673)  

期內溢利 35,756 28,950         

以上呈報之分部收益指自外界客戶產生之收益。兩個年度均無分部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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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a) 分部收益及業績（續）

呈報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實現之

業績，惟並無分配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酬金）、投資與其他收入、其他收

益與虧損、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上述計量方法乃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

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方法。

(b) 分部資產及負債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娛樂 體育 主題公園 總計 娛樂 體育 主題公園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計入下列項目前之資產： 165,622 63,948 65,562 295,132 195,485 71,125 52,019 318,629
商譽 211,270 105,635 397,966 714,871 169,472 105,635 397,966 673,073
無形資產 93,037 17,709 193,281 304,027 49,857 9,907 195,783 255,547
給予合營企業貸款及

應收合營企業貸款 3,403 – – 3,403 5,591 – – 5,591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4,174 – – 4,174 5,012 – – 5,012         

分部資產 477,506 187,292 656,809 1,321,607 425,417 186,667 645,768 1,257,852         

未分配資產 407,822 40,708  

綜合資產總值 1,729,429 1,298,560  

分部負債 72,007 38,251 318,578 428,836 65,209 37,649 308,804 411,662
未分配負債 416,169 7,037  

綜合負債總額 845,005 418,699         

為檢測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

•  除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外，所有資產均於經營分部分配；及

•  除可換股債券外，所有負債均於個別分部之銷售╱服務活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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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c)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娛樂 體育 主題公園 總計 娛樂 體育 主題公園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無形資產攤銷 (5,368) (2,843) (2,502) (10,713) (2,286) (3,138) (2,502) (7,92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34) (44) (3) (381) (427) (52) (2) (479)

資本開支 (11,147) (10,645) – (21,792) (47,211) (12,091) (63,101) (122,403)         

(d) 地區分部資料

本集團業務主要位於香港及中國。

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按業務所在地區劃分）及有關其非流動資產（按

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之資料乃詳述如下：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56,741 74,826 262,443 338,343

中國 68,904 39,233 794,586 638,803

台灣 6,679 478 11,922 12,576     

132,324 114,537 1,068,951 98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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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減╱（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經重列）     

無形資產攤銷 4,366 1,533 10,713 7,926

折舊 162 303 381 479     

7. 稅項

香港利得稅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於香港

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六年：16.5%）之稅率作出撥備。中國業務

之所得稅撥備乃根據當地現有法律、詮釋及慣例，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即期

－香港 1,318 4,311 5,011 6,592

－中國 5,030 149 6,159 2,081     

6,348 4,460 11,170 8,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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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 20,997 14,593 35,887 25,005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股份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 1,903,704,725 1,597,174,418 1,894,947,945 1,451,423,742     

每股基本盈利 1.10港仙 0.91港仙 1.89港仙 1.7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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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續）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 20,997 14,593 35,887 25,005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股份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 1,903,704,725 1,597,174,418 1,894,947,945 1,451,423,742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 6,850,208 – 4,874,708

認股權證 – – –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1,903,704,725 1,604,024,626 1,894,947,945 1,456,298,450     

每股攤薄盈利 1.10港仙 0.91港仙 1.89港仙 1.7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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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來自第三方 142,859 113,912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8,401 23,661
向特許人及供應商所作出之

預付款項 43,340 45,177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應收賬款 – 15,00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金之退款 – 10,713
應收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之款項 (i) 2,708 2,624
應收董事之款項 (i) 580 835    

65,029 98,010    

207,888 211,922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24,400 19,865   

逾期少於一個月 46,074 67,614
逾期一個月至三個月 38,846 24,944
逾期三個月至十二個月 33,539 855
逾期超過一年 – 634   

118,459 94,047   

142,859 113,912   

附註 (i) 該等應收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該等應收款項賬面值

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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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 (i) 60,064 14,852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9,303 30,648

其他貸款 1,151 13,391

遞延收入 158 33

應付董事款項 (ii) 1,381 2,202

應付一間合營企業之款項 (iii) 2,657 5,590

應付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款項 (iv) 9,293 8,689    

43,943 60,553    

104,007 75,405    

(i)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介乎零至30日。

(ii) 應付董事款項

應付董事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應付董事款項之賬面值與其

公平值相若。

(iii) 應付一間合營企業之款項

 該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有關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

若。

(iv) 應付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款項

 該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有關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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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八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認購協議，以發行本金總

額為412,500,000港元及年利率為5.5%之可換股債券，其有權按每股轉換股份0.55

港元（可予調整）之轉換價轉換為本公司750,000,000股普通股。可換股債券將於發

行日期起第五週年當日到期。交易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完成。

13. 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租賃設備及物業。租約以一年至五年為期限磋商。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於下列期間到期應付之設備及物業最

低日後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0,576 6,772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9,897 42,135

超過五年 4,275 13,047   

54,748 61,954   

14. 報告期後事項

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起直至本公佈日期，並無重大期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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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132,324,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14,537,000港元）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

35,84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25,005,000港元）。本集團之業務包

括體育、娛樂及主題公園分部。

I. 體育分部

體育分部包括運動員管理及體育內容版權業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體育分部錄得收益約35,678,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38,914,000港元）。體育分部收益減少主要

由於銷售Socle持有之新版權產生之收益減少。

運動員管理業務主要從事協助專業運動員（如美國職業籃球比賽聯賽

(NBA)球員林書豪）在全球進行市場營銷及宣傳活動。特別是，本集團與

專業運動員合作，取得營銷合約及贊助。

體育內容版權業務主要從事體育內容特許權之業務。本集團為中國最重

要之體育相關內容供應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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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娛樂分部

娛樂分部包括音樂、電影及電視內容版權業務以及於不同娛樂項目（如

電影、電視及音樂劇製作）之投資。娛樂分部亦包括經營名人電競戰隊

及網絡直播代理業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娛樂分部錄得收益約77,967,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50,310,000港元）。收益增長主要源於為周

杰倫先生於中國舉辦之演唱會提供策劃及設計服務。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本公司完成收購Vector Vision。Vector Vision

獲 LEP Academy委任為中國之獨家代理，負責 LEP Academy提供之名人

與藝人培訓課程。

III. 主題公園分部

主題公園分部包括由Dream World Holdings Limited （「Dream World」）及其

附屬公司（「Dream World集團」）經營之電影文化主題公園及旅遊主題項

目之業務。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四日，本公司完成收購Dream World，而

其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題公園分部錄得收益約

18,679,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25,313,000港元）。收益減少主

要由於顧問收益減少。

Dream World集團主要從事管理及經營電影文化主題公園及旅遊主題項

目之業務。Dream World現時經營位於上海與蘇州交界處之昆山花橋經

濟開發區之花橋夢世界電影文化博覽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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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中國快速發展之文化、娛樂及體育領域進一步發展其業

務。近期收購以及本集團經驗豐富之管理團隊維繫之穩定業務關係將有助於

本集團新業務及現有業務增長及蓬勃發展。本集團將專注於擴大及發展其電

子競技及網絡直播業務。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132,324,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同期則錄得營業額114,537,000港元。收益增長主要由於娛樂業務有

更出色之表現。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約

35,88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同期則錄得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約25,005,000港

元。此增幅乃由於娛樂分部有更出色之表現。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及其他支出為約27,347,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22,05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4%。有關

款項增加主要由於進行多項收購及申請由創業板轉往聯交所主板上市導致

法律及專業費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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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約641,389,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7,076,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382,158,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3,941,000港元）。流動資產主要包括現金及銀

行結餘約396,31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058,000港元）以

及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約207,88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11,922,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負債主要包括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項約104,00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5,405,000港元）。於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借貸為約3,345,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7,030,000港元）及可換股債券為約412,65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0,999,000港元）。

本集團大部分買賣交易、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幣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採取保

守庫務政策，大部分銀行存款以港幣或營運附屬公司之當地貨幣存放，藉此

減低外匯風險。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採用外匯合約、利率

掉期、貨幣掉期或其他財務衍生工具以作對沖之用。

資產負債比率

資產負債比率（借貸總額╱權益總額）為47%（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80%）。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借貸總額為約415,995,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30,000港元）。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以資產抵押銀行借貸及可動用銀行

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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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交易幾乎全部以人民幣或港幣為單位，而大部分銀行存款乃

以港幣或營運附屬公司之當地貨幣存放，以減少外匯風險，故董事相信本集

團並無重大之外匯風險。因此，本集團並無採取任何正式對沖或其他政策以

應付該等外匯風險。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00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9

名）全職僱員。本集團僱員之薪酬及福利均訂於具競爭力之水平，並按僱員

表現給予獎勵。本集團薪酬及花紅制度之一般架構按年檢討。本集團亦提供

特定之福利計劃，包括醫療保險計劃及公積金計劃。

本集團亦設有僱員購股權計劃，鼓勵合資格僱員持續為本集團提供更佳之

服務，以及藉累積股本及股份擁有權提高彼等之貢獻以增加溢利。

重大收購或出售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本 公 司 與 獨 立 第 三 方Marvel Paramount 

International Limited訂立收購協議，以現金代價80,000,000港元收購Vector 

Vision之100%已發行股本。Vector集團主要從事名人及藝人培訓課程代理業

務。該交易已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完成。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收購協議，內容有

關以現金代價58,000,000港元收購本集團非全資附屬公司Socle之35%已發行

股本。 Socle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體育內容授權業務。收購事項已於二零

一七年一月十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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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條文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視為或當作

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

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

5.67條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

數目

股權概約

百分比    

許東昇先生 實益擁有人 18,375,000 (L) 1.0%

許東琪先生 實益擁有人及

受控制法團權益

（附註1）

288,715,782 (L) 15.1%

張靜女士 實益擁有人及

信託受益人權益

（附註2）

85,853,659 (L) 4.5%

賴國輝先生 實益擁有人及

受控制法團權益

（附註3）

79,129,778 (L) 4.1%

(L) 指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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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許 東 琪 先 生（「許 先 生」）實 益 擁 有270,469,559股 股 份。許 先 生 實 益 擁 有

Daily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Daily Technology」）100%股 權， 而Daily 

Technology實益擁有18,246,223股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許先生亦被視

為於Daily Technology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2. 張靜女士（「張女士」）實益擁有53,853,659股股份。Crown Smart Investment 

Limited （「Crown Smart」）實益擁有32,000,000股股份。Crown Smart之最終100%

實益擁有人為Neutrino Plus Limited，而張女士為Neutrino Plus Limited之實益

擁有人之一。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女士亦被視為於Crown Smart持有之

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賴國輝先生（「賴先生」）實益擁有960,000股股份。Earn Wise Limited （「Earn 

Wise」）實益擁有47,669,778股股份，而Earn Wise由賴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賴先生亦被視為於Earn Wise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Earn Wise持有本金額為14,640,000港元及可按初步轉換價每股轉換股份0.48

港元轉換為30,500,000股股份之可換股債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賴先生被

視為於30,500,000股與Earn Wise持有之可換股債券相關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於

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條文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視為或

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

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46至5.67條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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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本公司根據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
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計劃」）。該計劃於期內之購股權數目變動詳情如下：

承授人類別

於
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
獲行使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

失效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尚未行使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港元        

董事

許東昇先生 8,251,276 – 8,251,276 – 0.4572 二零一四年

六月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九日

許東琪先生 5,501,276 – 5,501,276 – 0.4572 二零一四年

六月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九日

顧問

威菱投資諮詢（上海）有限公司 5,501,276 – 5,501,276 – 0.4572 二零一四年

六月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九日

僱員 22,008,932 – 22,008,932 – 0.4572 二零一四年

六月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九日        

41,262,760 – 41,262,7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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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持有權益及淡倉
的人士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

除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第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本公司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i) 於股份之權益

主要股東
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
數目

股權概約
百分比    

Chuang Meng Hua
女士（附註1）

配偶權益 288,715,782 (L) 15.1%

Best Million Holdings 
Limited（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89,976,405 (L) 9.9%

Ma Hsin-Ting女士
（附註2）

受控制法團權益 189,976,405 (L) 9.9%

Ease Wing Limited
（附註3）

實益擁有人 114,816,406 (L) 6.0%

Ho Chi Sing先生
（附註3）

受控制法團權益 114,816,406 (L) 6.0%

(L) 指好倉

附註：

1. Chuang Meng Hua女士為許先生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
視為於許先生擁有權益之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Best Million Holdings Limited (「Best Million」)由Ma Hsin-Ting女士 (「Ma女士」)
全資實益擁有。Best Million實益擁有189,976,405股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Ma女士被視為於Best Million持有之189,976,405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Ease Wing Limited (「Ease Wing」)由Ho Chi Sing先生 (「Ho先生」)全資實益擁
有。Ease Wing實益擁有114,816,406股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Ho先生
被視為於由Ease Wing持有之114,816,406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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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

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或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

倉。

競爭權益

董事相信本公司各董事、控股股東、主要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或彼

等各自任何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

競爭或可能出現競爭之業務中概無擁有權益，或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概無與本集團有任何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1.04條須予披露之

其他利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以及本

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準則，其條款不較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規定交易準則寬鬆。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

公司已確認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董事一直遵守有關操

守準則及有關進行證券交易所規定之交易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用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該守則」）的守則條

文。本公司已實行該守則之原則，並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遵守該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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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百慕達法例概無任何有關優先購買權之條文，使本公

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並制定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查及監控本集團之財務

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並就中期報告及季度報告提供忠告及意見。於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郭志燊先生、黃

德盛先生及苟延霖先生，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為郭志

燊先生。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審核

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乃按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

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許東昇先生、許東琪先生、張清璉先生、

賴國輝先生及張靜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德盛先生、郭志燊先生及苟延

霖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國數碼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許東昇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本公佈將由其刊登之日起最少一連七天在創業板網站「最新公司公告」網頁

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cdculture.com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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