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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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
SHAW BROTHERS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53）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
經審核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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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4 36,367 47,386
銷售成本 (19,484) (24,979)

毛利 16,883 22,407
其他收入 3,556 2,852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801
銷售及分銷開支 (3,041) (2,950)
行政開支 (14,811) (16,050)
其他經營開支 – (400)
融資成本 6 (460) (790)

除稅前溢利 2,127 5,870
所得稅開支 7 (856) (1,004)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溢利 8 1,271 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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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溢利 – 1,050

期間溢利 1,271 5,9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450 3,86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1,050

1,450 4,916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間（虧損）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79) 1,000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

(179) 1,000

期間溢利 1,271 5,916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9 0.10 0.3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0.10 0.27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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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溢利 1,271 5,916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收入表的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 

權益工具投資的公平值收益 635 –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906 5,9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704 3,86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1,050

1,704 4,916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202 1,000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

202 1,00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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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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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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1,138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 2,611 1,676

3,499 2,814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78,168 102,865

應收代價 – 5,321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 7,519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 91,727 89,588

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130,141 91,5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24,719

銀行結餘及現金 260,759 135,351

560,795 456,86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30,897 24,457
合約負債 12 100,844 10,849
應付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1,102 –
應付所得稅 3,935 3,079
銀行借貸 13,186 8,868

149,964 47,253

流動資產淨值 410,831 409,610

414,330 41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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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322 12,322

儲備 408,409 406,7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20,731 419,027

非控股權益 (6,401) (6,603)

權益總額 414,330 412,424

二零一九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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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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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根據開曼群島第二十二章公司

法（一九六一年法例三（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自二

零一零年二月一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主要股東為黎

瑞剛先生。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於年報的公司資料中披露。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及製作中電影、

劇集及非劇集以及藝人及活動管理。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從事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

資及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以及藝人及活動管理。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千元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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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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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如適用）。

除採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依據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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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

訂本，而該等準則及修訂本就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言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

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負補償的提早還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 

週期的年期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採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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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

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詮釋。

3.1.1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會計政策主要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引入有關租賃會計處理的新訂或經修訂規定。有關規定透

過消除經營租賃及融資租賃之間的區別，要求確認所有租賃（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

產租賃除外）的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對承租人會計處理作出重大變更。與承租

人會計處理相比，出租人會計處理之規定大致維持不變。該等新訂會計政策詳述於

附註3.1.2。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而首次應用的累計影

響將作為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權益期初結餘的調整（如適用），惟按該準則特定

過渡性條文所允許，並無就二零一八年報告期間重列比較數字。因此，若干比較資

料可能無法比較，原因在於比較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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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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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價值資產租賃及剩餘租期為十二個月或以下的

租賃除外）確認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餘下租賃付款的現值計量，並使用承租人截

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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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租賃負

債採用的增量借款利率為5%。

本集團按等同於租賃負債的金額確認及計量使用權資產。

下表概述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並無載列

不受有關調整影響的項目。

之前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呈報的賬面值

採納

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第16號

的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重述

的賬面值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使用權資產 (a) – 480 480

租賃負債 (a) – 480 480

附註：

(a)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使用權資產按相等於租賃負債人民幣480,000元的金

額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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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日，本集團已採用該準則所允許的以下可行

權宜方法：

• 不在首次應用日期重新評估合約是否屬租賃或包含租賃。相反，對於在過渡

日期之前訂立的合約，本集團依賴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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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號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所作出的評估；

• 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剩餘租期不足十二個月的經營租賃的會計處理為短

期租賃；及

• 於首次應用日期排除初始直接成本以計量使用權資產。

3.1.2 會計政策變動

租賃的定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倘合約為換取代價而給予在一段時間內控制可識別

資產使用的權利，則該合約屬租賃或包含租賃。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定義於初始或修改日期評估合約是否屬租

賃或包含租賃。本集團就其作為承租人的所有租賃安排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應租賃

負債，除短期租賃（定義為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及低值資產租賃外。就短期

租賃而言，本集團於租期內以直線法確認租賃付款為經營開支，惟倘有另一系統化

基準更能體現耗用租賃資產所產生經濟利益的時間模式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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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負債

於開始日期，本集團按當日尚未支付租賃付款的現值計量租賃負債。租賃付款乃採

用租賃中的內含利率進行貼現。倘該利率不能較容易地釐定，則本集團採用其增量

借款利率。

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租賃付款包括：

• 固定租賃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 可變租賃付款，其取決於一項指數或利率，使用開始日期的指數或利率初步

計量；

• 承租人根據剩餘價值擔保預期應付金額；

• 購買權的行使價（倘承租人合理確定將行使該等權利）；及

• 終止租賃的罰金付款（倘租賃條款反映本集團行使權利終止租賃）。

租賃負債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中單獨呈列。

租賃負債其後透過增加賬面值以反映租賃負債的利息（採用實際利率法）及透過減

少賬面值以反映作出的租賃付款進行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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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出現以下情況，租賃負債予以重新計量（並就相關使用權資產作出相應調整）：

• 租期有所變動或行使購買選擇權的評估發生變化，在該情況下，租賃負債透

過使用經修訂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而重新計量。

• 租賃付款因指數或利率變動或有擔保剩餘價值下預期付款變動而出現變動，

在此情況下，租賃負債透過使用初始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而重新計量

（除非租賃付款由於浮動利率改變而有所變動，在此情況下則使用經修訂貼現

率）。

• 租賃合約已修改且租賃修改不作為一項單獨租賃入賬，在此情況下，租賃負

債透過使用經修訂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而重新計量。

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包括相應租賃負債、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租賃付款及任何初始直接

成本的初步計量，減收取的租賃優惠。

當本集團產生拆除及移除租賃資產、恢復相關資產所在場地或將相關資產恢復至租

賃條款及條件所規定狀態的成本責任時，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

負債及或然資產」確認及計量撥備。成本計入相關使用權資產，惟該等成本乃因生

產存貨而產生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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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使用權資產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中單獨呈列。

本集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釐定使用權資產是否已減值，並按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內「有形資產減值虧損」政策所

述者將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入賬。

租賃修改

就並非作為一項單獨租賃入賬的租賃修改而言，本集團使用修改生效日期的經修訂

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按經修訂租賃的租期重新計量租賃負債。

4. 收益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製作收入 15,215 10,714

藝人管理服務收入 17,186 23,735

活動管理服務收入 972 11,277

其他 2,994 1,660

36,367 47,386

本集團收益按時間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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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向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用作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

資料著重於所交付或提供貨品或服務之類別。

分部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公司董事選擇根據產品與服務的差異構建本集團的組織架構。本集團主要從事電影、劇集及

非劇集投資及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以及藝人及活動管理。

(i)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及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製作

及發行；

(ii) 藝人及活動管理－提供藝人及活動管理服務；及

(iii) 其他－貿易及其他活動。

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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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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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經營業務

電影、劇集及
非劇集製作投資

藝人及
活動管理 其他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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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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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15,215 10,714 18,158 35,012 2,994 1,660 36,367 47,386

分部溢利（虧損） 2,124 8,040 9,588 9,641 (2,876) (1,636) 8,836 16,045

未分配收入 3,556 3,653

未分配開支 (10,265) (13,828)

除稅前溢利 2,127 5,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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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均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產生的溢利

（虧損），當中並無對利息收入、財務成本及若干行政開支、出售附屬公司的其他收入及收益作

出分配，其亦為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目的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的計量準則。

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按呈報及經營分部分析的資產及負債：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及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280,405 260,180

藝人及活動管理 14,561 27,215

其他 5,070 4,077

分部資產總額 300,036 291,472

未分配資產 264,258 168,205

564,294 459,677

分部負債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及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120,392 20,813

藝人及活動管理 16,386 17,572

其他 – –

分部負債總額 136,778 38,385

未分配負債 13,186 8,868

149,964 4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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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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不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應收代價、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的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因為該等資

產按分組基準管理；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惟不包括銀行借貸，因為該等負債按分組基準管理。

主要客戶資料

相應期間來自客戶的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逾10%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1 5,660 不適用*

客戶B2 4,022 9,722

客戶C1 不適用* 6,634

1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之收益

2 藝人管理之收益

* 相應收益並未佔本集團總收益逾10%



16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453 790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7 –

460 790

7.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529 1,004

香港利得稅 327 –

856 1,004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

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ii)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按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

按16.5%稅率計提。

(iii)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於截至二零一八年

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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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間溢利

期間溢利已扣除（計入）：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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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 61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 7

754 624

員工成本：

薪金及津貼 8,282 9,69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791 1,007

9,073 10,701

員工成本總額 9,827 11,32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8 457

使用權資產折舊 113 –

利息收入 (905) (1,16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淨額 (77) (451)

匯兌收益淨額 (2,094)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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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溢利 1,450 4,916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普通股數目 1,419,610 1,419,610

每股攤薄盈利等於每股基本盈利，是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

無發行在外的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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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溢利 1,450 3,866

所用分母與上文所詳述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者相同。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每股人民幣

0.08分，乃基於期間溢利約人民幣1,050,000元以及上文所詳述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分母計算。

10. 股息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自報告期

末以來，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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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通常自貿易客戶收到貨品或服務或向其開具發票起，向貿易客戶授出介乎30天至270天

的平均信貸期。於報告期末，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已確認的減值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內 4,625 40,887

91至180天 54 3,340

181至365天 26,794 16,411

總計 31,473 60,638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合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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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內 5,257 11,884

91至180天 136 605

181天至365天 259 –

總計 5,652 12,489

平均信貸期介乎60天至180天。本集團已採取適當的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信

貸期限內清償。

截至二零一九年止六個月，合約負債增加主要由於為電影、劇集及非劇集製作客戶提供的預付

款。一般而言，本集團在訂立協議時視乎與個別客戶的磋商收取若干比例的合約金額。該等按

金於向客戶提供產品前確認為合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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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回顧

中美貿易戰帶來的關稅升級及外部需求減弱導致本年度中國經濟放緩。中國娛樂行
業的表現亦因此受到影響，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國內總票房收入減少2.7%至人民幣312

億元，為二零一一年以來的首次下滑。稅務法規及內容規定日益嚴格令本行業受到進
一步影響，導致去年批准製作的電視節目減少。鑒於該等事態發展，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報告期間（「本期間」）仍保持審慎態度並時刻把握任何發展機
遇。

儘管如此，中國娛樂行業的網絡節目領域錄得顯著增長。越來越多觀眾在線觀看綜藝
節目及其他節目，與二零一六年相比，去年綜藝節目數量增加近40%。憑藉在製作優
質內容方面的優勢，本集團能更好地把握中國網絡視頻市場快速增長的機遇。本集團
按照其既定戰略發展，已將大量資源投入其主要業務分部，並將繼續根據市況微調其
策略以實現最大程度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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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7,386,000

元減少至約人民幣36,367,000元。收益減少乃主要由於藝人及活動管理業務分部所產
生的收益減少，此乃部分由於政府政策調整所致。季節性因素亦發揮重要作用，原因
是幾個大項目的收入在財政年度下半年方會實現。下表載列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
半年及二零一八年同期的總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電影、劇集
及非劇集
製作投資

藝人及
活動管理 其他

電影、劇集
及非劇集
製作投資

藝人及
活動管理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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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15,215 18,158 2,994 10,714 35,012 1,660

電影以及劇集及非劇集製作

於本期間，本集團完成熱門犯罪懸疑動作電影「使徒行者之諜影行動」及警匪劇「飛
虎之雷霆極戰」續集的製作。「使徒行者之諜影行動」由文偉鴻執導並由第一部原班
人馬主演，故事情節圍繞三名警察（由古天樂、張家輝及吳鎮宇扮演）展開，揭露誰是
地下犯罪團夥滲透至警隊內部的臥底。第一部在二零一六年上映取得成功並在中國
累積票房收入逾人民幣6億元後，該電影預期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在內地院線上映，
很有可能取得票房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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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劇集製作方面，本集團於本期間與中國網絡視頻公司優酷聯合製作警匪驚悚劇「飛
虎之雷霆極戰」。該續集由苗僑偉、黃宗澤、吳卓羲及王敏德領銜主演，並邀請好萊
塢演員李佩斯（代表作「靈指神探」、「霍比特人」及「驚奇隊長」）扮演英國特工Sam 

Colin，以此增加劇集吸引力。「飛虎之雷霆極戰」預計在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播出。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加強與中國領先的網絡視頻公司的合作，實現未來製作的發
行及收益最大化。

藝人及活動管理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錄得藝人及活動管理收益約人民幣18,158,000元，較二零
一八年同期的人民幣35,012,000元大幅減少。然而，一旦市場氛圍改善，該業務分部預
期將會恢復。於本期間，本集團通過招募更多藝人繼續鞏固業務分部基礎：其管理的
藝人現已增至逾60人，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近40人增加逾50%。藝人數量增加有助
於為本集團的自製電影及網劇儲備更豐富的人才。為進一步多元化其業務組合及鞏
固其市場地位，本集團繼續探索與內地潛在合作夥伴組成新的藝人聯盟，以及製作更
多網絡節目以涉足中國蓬勃發展的網絡視頻市場的可能性。

財務回顧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36,367,000元，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47,386,000元減少人民幣11,019,000元。本期間溢利為人民幣1,271,000元，較二零一八
年上半年約人民幣5,916,000元有所減少。溢利顯著減少乃主要由於藝人及活動管理
業務分部所產生的收益減少，此乃部分由於政府政策調整所致。季節性因素亦發揮重
要作用，原因是幾個大項目的收入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方會實現。於本期間，每股盈
利為約人民幣0.10分（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約人民幣0.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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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於本期間，電影、劇集及非劇集製作投資錄得的收益及毛利分別為約人民幣15,215,000

元及人民幣1,065,000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則分別為人民幣10,714,000元及人民幣
5,575,000元。於本期間，藝人及活動管理產生的收益為人民幣18,158,000元，由二零
一八年上半年錄得的人民幣35,012,000元減少人民幣16,854,000元，毛利為約人民幣
15,818,000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5,652,000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分部及地區資料：

中國 香港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製作投資 8,926 6,289 15,215

藝人及活動管理 10,416 7,742 18,158

其他 2,994 – 2,994

22,336 14,031 36,367

毛利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製作投資 1,065 – 1,065

藝人及活動管理 9,206 6,612 15,818

其他 – – –

10,271 6,612 1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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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於本期間，銷售成本由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24,979,000元下降約人民幣
5,495,000元至約人民幣19,484,000元，主要乃由於產生的成本隨銷售額下降而減少。
於本期間，電影、劇集及非劇集製作之投資成本為約人民幣14,150,000元（二零一八
年同期：人民幣5,139,000元），而於本期間，藝人及活動管理產生之成本為約人民幣
2,340,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人民幣19,360,000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2,950,000元增加3%至本期間的約人
民幣3,041,000元，主要由於本集團及其所管理之藝人之宣傳及推廣活動之額外支出
所致。

行政開支

於本期間，行政開支由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16,050,000元減少7%至約人民幣
14,811,000元，主要由於一般營運之間接成本減少所致。

所得稅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856,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民幣
1,004,000元）。所得稅詳情載於本公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減值虧損撥備

本期間來自第三方之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準備）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約人民幣60,638,000元減少48%至約人民幣31,473,000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詳情載於本公佈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附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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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負債

本期間合約負債約為人民幣100,844,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0,849,000元），主要指預先自電影、劇集及非劇集項目收取的款項。於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的合約負債詳情乃根據本公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2所載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5號呈列。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以其內部資源及銀行借貸為其營運撥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銀行結
餘及手頭現金以及短期銀行存款為約人民幣260,759,000元，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人民幣135,351,000元增加人民幣125,408,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銀行及現金結餘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零元）。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權益增加0.41%至約人民幣
420,731,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19,027,000元）。總資產為約人
民幣564,294,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59,677,000元），包括流動
資產約人民幣560,795,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56,863,000元）。
流動負債為約人民幣149,964,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7,253,000

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為約人民幣29.30分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9.50分）。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
率為約3.7（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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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股東應佔溢利及淨溢利率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1,45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約人民
幣4,916,000元）。淨溢利率為約3.5%（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約12.5%）。

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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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及銀行存款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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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貸為約人民幣13,186,000元（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8,868,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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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計息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為約人民幣13,186,000元（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8,86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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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66名僱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名
僱員）。

展望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中國電影行業可能面臨更多阻力，原因是全國票房上座率呈疲軟
跡象，前六個月收入下降2.7%至人民幣310億元。中美之間愈演愈烈的貿易戰造成經
濟增長放緩，預計將因此進一步影響消費者可支配收入及本行業。儘管營商環境變得
更具挑戰性，但本集團在本年度上半年仍取得令人滿意的業績。展望未來，本集團將
透過投資更多電影、劇集及非劇集以及專注於藝人及活動管理，繼續發展其主要業務
分部，亦將探索中國快速發展的網絡視頻市場帶來的更多商機。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無建議派付本期間的中期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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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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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本期間，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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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則條文。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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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全體董事
（包括已辭任的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所需標準。

審閱中期業績

本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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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並討論有關財務匯報事
宜，包括審閱本期間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及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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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shawbrotherspictures.com)

登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
予股東及在適當時間可於本公司網站(www.shawbrotherspictures.com)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查閱。

承董事會命
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黎瑞剛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主席及非執行董事
黎瑞剛先生

執行董事
樂易玲小姐

非執行董事
許濤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龐鴻先生
潘國興先生
司徒惠玲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