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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概覽

全球及國內經濟放緩，負面市場情緒繼續拖低中國消費品行業。許多市場參與者繼續進行

轉型，並加強品牌差異化以有別於其他品牌，維持業務增長。部分市場參與者特地將其產品

歸類為專業運動服飾，而另一部分則試圖改良市場策略。

業務回顧

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邵氏兄弟」）亦於二零一五年開始調整業務策略，合

併運動及娛樂。運動服飾行業不再僅限於生產運動用的服飾或鞋履，而是結合其他概念或

行業。經過本公司管理層於二零一五年付出的努力，本公司已轉型以全新企業形象示人，

並開始在業務表現取得成果。

為更好地配合及反映本公司的策略性經營計劃，結合運動及娛樂以及建立更適當的企業形

象及身份，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的股東特別大會批准後，本公司於二零一六

年五月更改公司名稱，由「Meik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改為「Shaw Brothers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中文名稱由「美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改為「邵氏兄弟控股有限

公司」（「更改公司名稱」）。更改公司名稱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六日之通函。憑藉「邵氏兄弟」著名而傳奇的名聲，

本公司如箭在弦，開展其新經營策略的新時代。

轉型的第一步，本公司決定調整及精簡業務架構。本公司就向一名獨立第三方褔力企業有

限公司出售其直接全資附屬公司珀森有限公司的49%權益（「出售事項」）而訂立一項協議，

以將更多資源分配作本公司一般營運資金及╱或其他有利潤的業務及發展。出售事項總代

價52,000,000港元及已於本報告日期悉數結付。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51,000,000港元

將用作擬定用途。出售事項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通函及日

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的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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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了出售，本公司延續將運動與娛樂融合的雙軌

業務策略。受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投資的演員陣容鼎盛的電影《賭城風雲3》票房高

收所鼓舞，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進一步投資更多部電影，包括《追

龍》、《十二金剛》、《脫皮爸爸》及期待已久的警匪懸疑動作片《使徒行者》，由吳鎮宇、

古天樂、張家輝及佘詩曼主演。我們不但對這些電影的票房及本公司可得龐大收益充滿信

心，亦相信透過香港、中國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戲院大銀幕提高本公司名聲。

同時，本公司明白雙軌業務策略必須有足夠的公司資源支持方能成功。於二零一六年四月，

本公司與兩名配售代理（即結好證券有限公司及英皇證券集團有限公司）訂立配售協議，據

此，本公司按最佳基準，以1.00港元向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配售最多235,000,000股新股

份（「配售股份」）。配售股份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28,900,000港元，其中51,000,000港元已

用作電影投資及一般營運資金。未使用所得款項177,900,000港元已持有作為銀行現金，將

按擬定用途使用，用於未來業務發展、潛在投資機會及一般營運資金。配售股份的詳情載於

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之公佈。

為帶動電影投資業務更上一層樓，於二零一六年六月，本公司亦訂立一份收購條款書，擬收

購星王朝有限公司之20%股權，該公司從事電影製作及發行（「潛在收購」）。本公司已支付

可退回誠意金30,000,000港元，佔潛在收購總代價的30%。本公司正就潛在收購進行盡職

審查，並將於適當時間就潛在收購作出有關披露。



中期報告 2016 6

下表按地區分別列示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

國的分銷商及門店（包括美克分銷商門店及美克零售商門店）的總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銷商 門店 分銷商 門店

中國東部 (1) 2 34 2 98

中國中南部 (2) – – 3 44

總計 2 34 (3) 5 142 (4)

附註：

(1) 中國東部包括上海、浙江及福建。

(2) 中國中南部包括湖北及廣東。

(3) 34間為美克分銷商門店。

(4) 139間為美克分銷商門店及3間為美克零售商門店。

產品開發及設計

目前，鞋履及服裝分部均各自設有本身的專門內部設計團隊，設計迎合本集團目標消費者

品味及喜好的產品。本集團設計團隊的主要成員均畢業於國內設計或美術學院，在設計行

業擁有豐富經驗。本集團設計團隊的成員大部分均畢業於國內大學，持有設計或藝術相關

的文憑。本集團大部分設計團隊成員均在受僱於本集團之後累積十年以上設計相關經驗。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設計及研發部門僱用合共22名全職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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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按產品種類劃分之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變動(%) 佔總收益百分比(%)

國內

鞋履 855 6,005 (85.8) 1.7 8.0
服裝 – 6,066 (100.0) – 8.1
配件及鞋底 3 21 (85.7) – 0.1

858 12,092 (92.9) 1.7 16.2
出口

鞋履 49,799 62,733 (20.6) 98.3 83.8

49,799 62,733 (20.6) 98.3 83.8

總計 50,657 74,825 (32.3) 100 100
毛利率(%) 17.1 19.5 (12.3)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收益減少約32.3%至約人民幣50,657,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74,825,000元），而毛利率則減少約12.3%至約17.1%（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9.5%）。

國內鞋履產品的銷售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6,005,000元

減少約85.8%至於本期間的約人民幣855,000元，主要由於競爭激烈及本集團零售商門店關

閉所致。

出口銷售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62,733,000元減少約20.6%

至本期間的約人民幣49,799,000元，乃由於銷售額減少及競爭加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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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於本期間，銷售成本減少約30.3%至約人民幣41,986,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人民幣60,257,000元），主要是由於出口至海外市場之銷售成本減少所致。

毛利率

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9.5%減少至本期間的約17.1%，主要由

於國內銷量大幅降低，而國內銷售的毛利率高於出口銷售的毛利率。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指利息收入及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撥回。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二零一五年同期的約人民幣4,599,000元減少約54.9%至本期間的約人

民幣2,073,000元，主要是由於市場推廣開支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五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4,558,000元減少約16.3%至本期間的約人民幣

12,191,000元，主要是由於員工薪酬及福利減少所致。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期間並無任何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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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及存貨撥備

下表載列存貨（扣除存貨撥備後）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原材料 在製品 製成品 總計 原材料 在製品 製成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天 9,602 210 885 10,697 5,839 78 1,517 7,434
91至180天 9,838 – – 9,838 6,142 – 352 6,494
181至365天 3,077 – – 3,077 1,905 – 145 2,050
365天以上 – – – – – – 383 383

22,517 210 885 23,612 13,886 78 2,397 16,361

本集團一般先在展賣會後與分銷商確認採購訂單，然後採購原材料並開始生產，以此將原

材料及製成品存貨控制在滿足生產及銷售需求的最佳水平。

存貨增加約44.3%，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16,361,000元增加至於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23,612,000元，而存貨週轉天數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70.1天增加至本期間的約144.0天。存貨週轉天數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

存貨結餘增加所致。

本集團就存貨作出特別撥備。本集團已不時進行實物清點，以確認陳舊、損壞或滯銷存貨。

倘某項存貨之賬面值低於其可變現淨值，將就該項存貨作出撥備。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就陳舊或於國內或海外市場滯銷的製成品計提撥備（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238,000元）。

在製品仍在生產中，屬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的訂單，因此並無對該等在製品作出任何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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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賬撥備

本集團一般給予各分銷商不超過180天的信貸期。然而，經考慮分銷商的財務實力、過往信

用記錄及過往業務表現進行協商後，本集團已自二零一三年起將給予若干分銷商的信貸期

延長至最多270天。本集團相信，延長給予分銷商的信貸期將增強其靈活性，而這反過來會

鼓勵分銷商持續發展本集團品牌或在即使競爭加劇而需求下降的市場中提升其銷售額。此

為本集團採用之暫時性措施，並將根據市況不時作出調整。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虧損撥備後）減少約47.3%，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

民幣43,933,000元減少至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23,170,000元。此外，貿易應

收款項週轉天數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195.4天增加至本期間的約

241.7天，乃因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進一步確認減值虧損所致。貿易應收款項之週轉天

數增加乃主要由於銷售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約32.3％。

由於本集團必須維持充足材料以實施本集團的生產計劃，因此其他應收款項主要指預付本

集團供應商款項。

如客戶無力作出規定付款及當有客觀證據顯示本集團將無法收回所有到期款項時，本集團

會估計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金額。本集團根據付款歷史、客戶信譽、過往撇銷經驗

及違約或拖延付款作出估計。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

他全面收入報表中確認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約人民幣13,956,000元。

概無就其他應收款項確認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詳情載於本報告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附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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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本期間，本集團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約為人民幣55,945,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現金流出淨額約人民幣16,962,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以及短期銀行存款）約為人民幣323,719,000

元，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淨增加約人民幣188,743,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現金餘額僅以人民幣及港幣計值。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值總計約人民幣17,474,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8,733,000元）的預付租賃款項及持作自用樓宇及約人民幣5,000,000

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000,000元）的銀行存款，作為獲取銀行借貸的

擔保。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及

或然負債。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淨虧損率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20,337,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約70.3%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68,541,000元）。本

集團的淨虧損率約為40.1%（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淨虧損率約91.6%）。

外幣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及香港經營，大部分交易均以人民幣及港元結算。本集團部份的現金及

銀行存款以港元計值。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對沖任何外幣風險。倘外幣兌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則會對本集團構

成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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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即於日常業務過程中的計息債務除以總資

產）約為19.8%（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9.6%）。

計息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結餘約為人民幣126,300,000元，按利率介乎

4.39厘至5.29厘計息，全部於一年內到期。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564名僱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80名僱

員）。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褔力企業有限公司（「買方」）訂立該協議，據此，本

公司已同意出售及買方已同意收購待售權益，佔全資附屬公司珀森有限公司之49%已發行

股本，總現金代價為52,000,000港元。珀森有限公司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體育用品。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其他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

司事項。

報告期末後事項

本集團並無其他報告期後事項。

未來展望

由於美克品牌的內需仍舊低迷，而行業競爭依然激烈，故本集團有意維持本公司的目前業

務方向，同時注意整體市況並對業務策略作出相應調整。本公司認為現有電影投資業務形

勢看好，憑藉於本期間建立的全新企業形象及新公司名稱，本公司將繼續利用任何寶貴投

資機遇，以為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溢利持續發展。



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13

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無建議派發本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於合約的利益

於本期間，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訂立的任何重大合約中，直接

或間接擁有重大利益。

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董事或任何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

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的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須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任何權

益），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記於該條所指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須根

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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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性質
擁有權益的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股權概約百分比

丁思強 實益擁有人 4,034,000 0.28%
丁雪冷 配偶的權益 4,034,00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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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董事或本公司的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相關股

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

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

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的面值5%或以上的權益：

於股份的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份數目 身份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附註6）

黎瑞剛（「黎先生」） 350,000,000 #

（附註2）
受控制法團權益 24.65%

Gold Pioneer Worldwide Limited 
（「Gold Pioneer」）

350,000,000 #

（附註1）
受控制法團權益 24.65%

CMC Holdings Limited  
（「CMC Holdings」）

350,000,000 #

（附註1）
受控制法團權益 24.65%

CMC Shine Holdings Limited  
（「CMC Shine Holdings」）

350,000,000 #

（附註1）
受控制法團權益 24.65%

CMC Shine Acquisition Limited 
（「CMC Shine Acquisition」）

350,000,000 #

（附註1）
受控制法團權益 24.65%

Shine Holdings Cayman Limited 
（「Shine Holdings」）

350,000,000 #

（附註1及4）
受控制法團權益 24.65%

Shine Investment Limited  
（「Shine Investment」）

350,000,000 #

（附註1及4）
實益擁有人 24.65%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 350,000,000 #

（附註3及4）
視作權益 24.65%

謝清裕（「謝先生」） 88,052,000
（附註5）

實益擁有人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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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上述註有#人士的股權屬重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根據聯交所網站所示資料，本公司的法團╱個人主要股東的資料：

1. Shine Investment、Shine Holdings、CMC Shine Acquisition、CMC Shine Holdings、CMC Holdings

及Gold Pioneer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Shine Investment於該35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Shine Holdings擁有Shine Investment之85%權益，而CMC Shine Acquisition則擁有 Shine Holdings

之83.33%權益。CMC Shine Acquisition由CMC Shine Holdings全資擁有，而CMC Shine Holdings

則由CMC Holdings全資擁有。Gold Pioneer則擁有CMC Holdings 之90.91%權益，故此，Shine 

Holdings、CMC Shine Acquisition、CMC Shine Holdings、CMC Holdings及Gold Pioneer各自被視

為於Shine Investment持有之該35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黎先生（透過若干彼控制之法團，見上文附註1所示）於該35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TVB（透過其於Shine Investment之權益，見下文附註4所示）被視為於該35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

權益。

4. Shine Investment、Shine Holdings及TVB為協議（「該協議」）之訂約方，持有該350,000,000股股份

之權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7條適用於該協議。

5. 謝先生於該88,052,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6.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百分比，乃根據1,419,610,000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7. 於本節，「股份」指本公司普通股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

行政人員除外）知會，擁有股份或相關股份權益或淡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

及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於本公司保存的名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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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本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守則」）的

守則條文，惟以下守則條文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

非執行董事顧炯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獲委任，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惟須按本

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所載，於彼獲委任後首次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彼已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成功重選出任董事。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所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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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按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守則條文書面

訂定其職權範圍，負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控制。審核委員會現有三

名成員，潘國興先生（主席）、龐鴻先生及司徒惠玲小姐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本期間，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審核委

員會已審閱本報告，並已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認為，本報告符合適用

會計準則、上市規則，並已作出充足披露資料。

購股權計劃
為吸引及挽留合資格人士、向彼等提供額外獎勵以及推動本集團創出佳績，本公司已於二零

一零年一月六日有條件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計劃」），據此，董事會獲授權全權酌情根據

並按計劃的條款向本集團任何僱員（全職或兼職）、董事、顧問、諮詢人、分銷商、分包商、

供應商、代理、客戶、商業夥伴或服務供應商授出購股權，以認購股份。計劃已於上市日期

成為無條件，並由二零一零年一月六日起計，一直有效十年，惟可根據計劃所載的條款提前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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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購股權的建議須於發出有關建議日期（包括當日）起計七日內接納。承授人於接納授出

購股權建議時須就購股權向本公司支付1港元。就根據計劃授出的任何特定購股權的股份

認購價，將完全由董事會釐定並通知參與者，但不得低於下列最高者：(i)股份於購股權授出

日期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的收市價；(ii)股份於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

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的平均收市價；及(iii)股份於購股權授出日期的面值。

本公司有權發行購股權，惟行使計劃項下授予的所有購股權時可能發行的股份總額不得超

過上市日期已發行股份的10%。本公司可於任何時間更新有關上限，惟須得到股東批准並

遵守上市規則刊發通函後，方可作實，而行使根據本公司所有購股權計劃授予的所有尚未

行使購股權及將予行使的購股權時可能發行的股份總額不得超過當時已發行股份的30%。

購股權可能於董事會釐定期間內任何時間根據計劃的條款行使，有關期間由授出日期起計

不得超過十年，並視乎有關提早終止條文而定。

於本期間，本公司概無授出購股權。

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所得公眾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自上市日期以來已遵照上

市規則維持足夠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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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審閱報告

致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前稱美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審閱列載於第21頁至第40頁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前稱美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當中包括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之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

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若干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的報告必須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有關規定。 貴公司

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報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吾等的責任是根

據吾等的審閱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發表結論，並根據吾等雙方協定的委聘條款，僅向

全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不作其他用途。吾等概不就本報告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

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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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範圍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

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及會

計事宜的人員查詢，並應用分析及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

行的審核範圍為小，所以吾等不能保證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

因此，吾等不會發表任何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吾等的審閱結果，吾等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吾等相信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在各重

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盧華基

執業證書號碼：P03427

香港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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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50,657 74,825

銷售成本 (41,986) (60,257)

毛利 8,671 14,568

其他收入 11,788 5,716

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 (13,956) (49,196)

就存貨確認的減值虧損 – (5,238)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的減值虧損 (8,604) (5,552)

銷售及分銷成本 (2,073) (4,599)

行政開支 (12,191) (14,558)

其他經營開支 (798) (2,444)

融資成本 6 (3,174) (7,238)

除稅前虧損 (20,337) (68,541)

所得稅 7 – –

期間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8 (20,337) (68,541)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0,337) (68,541)

非控股權益 – –

(20,337) (68,541)

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10 (1.60)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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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59,507 68,951
預付租賃款項 10,504 10,674
投資電影 12 63,896 24,456
應收貸款 14 – 20,380

133,907 124,461

流動資產
存貨 23,612 16,36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62,014 114,670
應收代價款項 23 44,131 –
就潛在收購已付的按金 25,836 –
預付租賃款項 297 297
應收貸款 14 20,380 –
已抵押銀行存款 5,000 5,000
短期銀行存款 135,498 36,16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8,221 98,811

504,989 271,30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21,765 28,830
預收款項 25,836 –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15 2,159 1,280
銀行借貸 17 126,300 117,300

176,060 147,410

流動資產淨額 328,929 123,894

462,836 24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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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 12,322 10,355

儲備 412,431 238,0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24,753 248,355

非控股權益 38,083 –

462,836 248,355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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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購股權儲備 累計虧損 權益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0,355 561,252 47,382 136,801 – (507,435) 248,355 – 248,355

期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 – – – (20,337) (20,337) – (20,33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部分權益 
（並無失去控制權）（附註23） – – – 5,199 – – 5,199 38,083 43,282
發行股份 1,967 194,634 – – – – 196,601 – 196,601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5,065) – – – – (5,065) – (5,06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2,322 750,821 47,382 142,000 – (527,772) 424,753 38,083 462,83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購股權儲備 累計虧損 權益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0,355 561,252 47,382 136,801 6,876 (408,438) 354,228 – 354,228

期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 – – – (68,541) (68,541) – (68,541)
註銷購股權 – – – – (2,042) 2,042 – – –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355 561,252 47,382 136,801 4,834 (474,937) 285,687 – 285,687

附註：

(a) 法定儲備

法定儲備金不得分派，而將款項撥入該項儲備須由董事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相關法律

及法規決定。獲得有關當局批准後，該項儲備可用作抵銷累計虧損及增加資本。

(b) 其他儲備

其他儲備包括於轉讓權益後的累計非控股權益淨額及因進行企業重組產生的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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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55,945 (16,962)

投資活動
取回已抵押銀行存款 – 9,915
取回短期銀行存款 82,165 132,008
存放已抵押銀行存款 – (8,325)
存放短期銀行存款 (181,498) (79,630)
就潛在收購已付的按金 (25,836) –
投資電影增資 (39,440) –
其他投資活動 682 4,405

投資活動（所用）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163,927) 58,373

融資活動
新造銀行借貸 64,000 76,500
償還銀行借貸 (55,000) (81,180)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196,601 –
發行股份的交易成本 (5,065) –
其他融資活動 (3,144) (7,090)

融資活動所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197,392 (11,77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89,410 29,641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8,811 141,791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表示 188,221 17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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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前稱美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在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自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以來，本公司股份一直在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於年報公司資料中

披露。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生產、買賣體育用品及投資電影。本公司為一

家投資控股公司及從事電影投資。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功能貨幣人民幣呈列。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

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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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修訂及詮釋，其於二零

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澄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聯合經營權益之會計法

於本期間應用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的財務表現及

狀況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4. 收益

收益指銷售運動用品（包括鞋履、服裝及配件以及鞋底）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扣除相關銷售稅項）。

本集團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鞋履 50,654 68,738

服裝 – 6,066

配件及鞋底 3 21

50,657 7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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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根據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即本公司董事會）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用途而呈報的資料，本集團可呈

報及經營分類如下：

(1) 製造及銷售－銷售由本集團製造的運動用品；及

(2) 電影投資－投資電影製作及發行。

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的戰略事業單元。該等單元乃分開管理，因為每種業務

需求的技術及營銷策略均互不相同。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部收益及虧損主要來自製造及銷售分部。

(a)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分析的本集團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及銷售 電影投資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50,657 – 50,657

分部虧損 (15,441) – (15,441)

未分配收入 3,822

未分配開支 (8,718)

除稅前綜合虧損 (2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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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a) 分部收益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及銷售 電影投資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74,825 – 74,825

分部虧損 (55,052) – (55,052)

未分配收入 3,075

未分配開支 (16,564)

除稅前綜合虧損 (68,541)

各個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均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虧損指每個呈報分部招致的虧損，

當中並無對利息收入、財務成本及若干行政開支及其他收入作出分配，其亦為就資源劃分及表

現評估目的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的計量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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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b) 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呈報及經營分部資產及負債之分析如下：

分部資產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製造及銷售 155,278 208,784

電影投資 63,896 24,456

分部資產總額 219,174 233,240

未分配企業資產 419,722 162,525

綜合資產總額 638,896 395,765

分部負債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製造及銷售 13,937 24,550

電影投資 25,836 –

分部負債總額 39,773 24,550

未分配企業負債 136,287 122,860

綜合負債總額 176,060 14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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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b) 分部資產及負債（續）

為監控分部表現及分配各分部資源：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部，惟不包括應收貸款、應收代價款項、就潛在收購已付的按金、

已扺押銀行存款、短期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若干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因

為該等資產於集團層面管理；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惟不包括銀行借貸、應付一間關聯公司款項及若干其他應付

款項，因為該等負債於集團層面管理。

相關期間來自客戶的收益佔本集團總銷售額逾10%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21,282 17,966

客戶B 9,238 8,337

客戶C 不適用 7,517

客戶D 不適用 7,920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3,174 7,238



中期報告 2016 32

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並無在香港及中國賺取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及中國企

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條例，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期間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25%。

於兩個期間，由於本集團概無錄得可分派溢利，故並無產生預扣稅。

8.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薪酬：

薪金及津貼 1,366 1,37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0 52

1,396 1,429

員工成本：

薪金及津貼（不包括董事薪酬） 9,766 14,31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1,214 1,967

員工成本總額 10,980 16,277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41,986 60,257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70 54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04 2,452

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撥回 (7,966) (2,336)

利息收入 (1,539) (2,98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59 (65)

匯兌收益淨額 (2,277) (306)

租金收入 (6) (28)

研發成本（計入其他經營開支）（附註） 739 2,444

附註： 研發成本包括就研發活動而言的員工成本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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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派發、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

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間虧損 (20,337) (68,541)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71,121 1,184,610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公司的未行使購股權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市

價，故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該等購股權獲行使。

由於在中期期間並無發行在外的具攤薄效應潛在普通股，故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尚未行使之潛在攤薄普通股。

因此，於該兩個報告期間的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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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出售若干賬面值為人民幣62,000元（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以獲得現金款項約人民幣3,000元（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5,000元），產生出售虧損淨額約人民幣59,000元（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淨額人民幣65,000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已收購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526,000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79,000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在建工程之添置約為人民幣440,000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在建

工程轉出至樓宇，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在建工程由於一個建築項目終止之減值

虧損約為人民幣5,552,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之業績表現持續下滑，本集團對其物業、廠房

及設儲之可收回金額進行檢討，導致就物業確認減值虧損人民幣8,604,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已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內確認。計量使用價值金額時所用除

稅前貼現率為15%（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物業

之可收回金額乃參考其使用價值釐定，約為人民幣59,507,000元。

12. 電影投資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電影投資增加約人民幣39,440,000元（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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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64,254 179,027

減：減值虧損撥備 (141,084) (135,094)

貿易應收款項 23,170 43,933

其他應收款項 1,326 5,935

預付供應商款項 37,518 64,739

其他預付款項 – 63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38,844 70,73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62,014 114,670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介乎180至270天的平均信貸期，視乎其財務實力、過往信用記錄及過往

業務表現而定。

以下為根據發票日（與收益確認日期相近）呈列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已扣除累計減值虧損約人

民幣141,084,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35,094,000元）。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天 9,774 26,565

91至180天 8,088 9,892

181至365天 5,308 7,476

23,170 4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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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貸款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無抵押應收貸款按固定年利率5%計息。無抵押應收貸款應於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償還。

15.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為無抵押、不計息及須於要求時償還。

丁思強先生為本公司（關連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之董事。

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5,204 8,437

其他應付款項 7,023 11,489

其他應付稅項 4,570 4,755

預收款項 1,306 1,975

應計薪酬及員工福利 3,662 2,174

16,561 20,39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1,765 28,830

採購貨品之平均信貨期介乎60日至180日。本集團已設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

信貸時間內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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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呈列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天 4,351 7,619

91至180天 361 287

181至365天 239 228

超過365天 253 303

5,204 8,437

17. 銀行借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須於一年內償還的銀行借貸

－有抵押 126,300 117,300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取得新銀行借貸約人民幣64,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180,300,000元）及償還借貸款約人民幣55,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65,980,000元）。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銀行借貸之利息按界乎4.39%至5.29%
之固定年利率計算（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9%至6.72%），用於營運之資金及本集團之
一般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賬面總值約為人民幣126,3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117,300,000元）的有抵押銀行借貸乃由持作自用樓宇、已抵押銀行存款或預付租賃款項作抵押。
有關詳情於附註21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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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股本

本公司已登記、發行及悉數繳付之股本之概要列載如下：

股份數目 普通股面值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及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184,610,000 11,846
發行股份（附註） 235,000,000 2,350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419,610,000 14,196 12,322

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在配售安排下以每股1港元發行235,000,000股配售股份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零），扣除交易成本約6,054,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5,065,000
元）前之現金代價為235,0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196,601,000元）。

19. 購股權

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根據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六日通過的一項決議案獲採納，主要目的

為獎勵董事及合資格僱員，將於授出日期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後十年屆滿。根據該計劃，董事

會可向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的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已註銷董事及僱員所持有之5,800,000份購股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概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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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經營租賃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於以下日期到期的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的未來最低租金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 150

經營租賃付款為本集團就其辦公室物業應付的租金。租約議定的租期平均2年，租金固定。

21. 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抵押以下資產以擔保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銀行借貸，而該等已抵押資產的賬面值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持作自用樓宇 6,673 7,762

已抵押銀行存款 5,000 5,000

預付租賃款項 10,801 10,971

22,474 2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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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關連方交易

除其他地方披露外，本集團有下列重大關連方交易：

本公司董事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1,366 1,377

離職福利 30 52

1,396 1,429

2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部分權益（並無失去控制權）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股權轉讓協議」）。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本公司同意出售及買方同意收購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珀森有限公司（「珀森」）

49%權益，總代價為52,0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44,131,000元（扣除約人民幣849,000元之交易

成本））。代價由本公司與買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交易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完成。於本報

告日期，該金額已悉數結付，並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確認為應收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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