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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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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
樂易玲小姐（委員會主席）

許濤先生

審核委員會
潘國興先生（委員會主席）
龐鴻先生
司徒惠玲小姐

提名委員會
龐鴻先生（委員會主席）
潘國興先生
司徒惠玲小姐

薪酬委員會
司徒惠玲小姐（委員會主席）
龐鴻先生
潘國興先生

公司秘書

陳煙怡小姐

授權代表

樂易玲小姐
陳煙怡小姐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銅鑼灣
禮頓道77號
禮頓中心19樓

股份代號

00953

開曼群島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SMP Partners (Cayman) Limited
Royal Bank House, 3rd Floor
24 Shedden Road, P. O. Box 1586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核數師

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開曼群島法律顧問

Conyers Dill & Pearman, Cayman

主要往來銀行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網址

www.shawbrotherspictures.com

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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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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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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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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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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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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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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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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於本報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7。



6
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  |  中期報告 二零一九年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減值虧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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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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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2。

合約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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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於本報告所載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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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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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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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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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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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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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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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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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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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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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1）

黎瑞剛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425,000,000 
（附註2）

29.94%

附註：

1. 百分比按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普通股總數1,419,610,000股計算。

2. 黎瑞剛先生透過由彼直接或間接控制之若干公司於該等425,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Shine Investment Limited（「Shine 
Investment」）、Shine Holdings Cayman Limited（「Shine Holdings」）、CMC Shine Acquisition Limited（「CMC Shine Acquisition」）、
CMC Shine Holdings Limited（「CMC Shine Holdings」）、CMC Inc.、GLRG Holdings Limited（「GLRG Holdings」）、Gold Pioneer 
Worldwide Limited（「Gold Pioneer」）及Brilliant Spark Holdings Limited（「Brilliant Spark」）均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Shine 
Investment於該等425,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Shine Investment由Shine Holdings擁有85%股權，而Shine Holdings由CMC Shine 
Acquisition全資擁有。CMC Shine Acquisition由CMC Shine Holdings全資擁有，而CMC Shine Holdings由CMC Inc.全資擁有。CMC 
Inc.為Gold Pioneer的非全資附屬公司。Gold Pioneer直接及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GLRG Holdings持有CMC Inc.的權益。Gold Pioneer
由Brilliant Spark全資擁有。Shine Holdings、CMC Shine Acquisition、CMC Shine Holdings、CMC Inc.、GLRG Holdings、Gold Pioneer
及Brilliant Spark各自被視為於Shine Investment所持有之該等425,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Brilliant Spark由黎瑞剛先生擁有100%
股權。

除上述者外，概無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任何人士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於本公司、其任何

控股公司、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須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所載標準守則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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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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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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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 持有股份數目
股權概約
百分比
（附註1）

Brilliant Spark 受控制法團權益 425,000,000 #

（附註2）
29.94%

Gold Pioneer 受控制法團權益 425,000,000 #

（附註2）
29.94%

GLRG Holdings 受控制法團權益 425,000,000 #

（附註2）
29.94%

CMC Inc. 受控制法團權益 425,000,000 #

（附註2）
29.94%

CMC Shine Holdings 受控制法團權益 425,000,000 #

（附註2）
29.94%

CMC Shine Acquisition 受控制法團權益 425,000,000 #

（附註2）
29.94%

Shine Holdings  受控制法團權益 425,000,000 #

（附註2及4）
29.94%

Shine Investment 實益擁有人 425,000,000 #

（附註2及4）
29.94%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 視作權益 425,000,000 #

（附註3及4）
29.94%

謝清裕先生 實益擁有人 88,052,000 6.20%

附註：

上表所示註有#的人士之應計股權屬重複。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根據聯交所網站所示本公司企業╱個人主要股東之資料：

1. 百分比按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普通股總數1,419,610,000股計算。 

2. Shine Investment、Shine Holdings、CMC Shine Acquisition、CMC Shine Holdings、CMC Inc.、GLRG Holdings、Gold Pioneer及Brilliant 
Spark均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Shine Investment於該等425,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Shine Investment由Shine Holdings擁有
85%股權，而Shine Holdings由CMC Shine Acquisition擁有100%股權。CMC Shine Acquisition由CMC Shine Holdings全資擁有，而
CMC Shine Holdings由CMC Inc.全資擁有。CMC Inc.為Gold Pioneer的非全資附屬公司。Gold Pioneer直接及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
GLRG Holdings持有CMC Inc.的權益。Gold Pioneer由Brilliant Spark全資擁有。Shine Holdings、CMC Shine Acquisition、CMC Shine 
Holdings、CMC Inc.、GLRG Holdings、Gold Pioneer及Brilliant Spark各自被視為於Shine Investment所持有之425,000,000股股份中
擁有權益。Brilliant Spark由黎瑞剛先生擁有100%股權。黎瑞剛先生透過上述由彼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公司於該等425,000,000股股
份中擁有權益（亦請參閱下文附註4）。

3. 電視廣播透過其於Shine Investment之權益被視為於該等425,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亦請參閱下文附註4）。

4. Shine Investment、Shine Holdings及電視廣播為就持有該等425,000,000股股份權益而訂立之協議（「該協議」）之訂約方。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17條適用於該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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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

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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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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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已辭任的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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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資料變動

繼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年報內刊發有關董事之最新簡介後及直至本中期報告日期，董事資料有如下變動，而

須根據上巿規則第13.51B(1)條規定予以披露：

自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起，黎瑞剛先生不再擔任於倫敦證券交易所及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WPP 
PLC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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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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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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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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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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已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上市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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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出購股權的建議須於發出有關建議日期（包括該日）起計七日內接納。購股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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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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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不得超過當時已發行股份的30%。

購股權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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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購股權根據計劃獲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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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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審閱第13頁至第40頁所載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貴集團」）之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當中包括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

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其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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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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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發表結論，並根據協定的委聘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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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審閱範圍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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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並無注意到任何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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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銓輝

執業證書號碼：P05589

香港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審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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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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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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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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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溢利 8 1,271 4,866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溢利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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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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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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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10 0.27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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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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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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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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

20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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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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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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888 1,138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 15 2,611 1,676

3,499 2,814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78,168 102,865
應收代價 22(b) – 5,321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18 – 7,519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 14 91,727 89,588
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14 130,141 91,5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24,71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 260,759 135,351

560,795 456,86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7 30,897 24,457
合約負債 17 100,844 10,849
應付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18 1,102 –
應付所得稅 3,935 3,079
銀行借貸 19 13,186 8,868

149,964 47,253

流動資產淨值 410,831 409,610

414,330 412,42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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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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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入儲備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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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2,322 750,821 94 – 142,000 (486,210) 419,027 (6,603) 412,424

期間溢利（虧損） – – – – – 1,450 1,450 (179) 1,271

年度其他全面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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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54 – – – 254 381 635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254 – – 1,450 1,704 202 1,906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2,322 750,821 348 – 142,000 (484,760) 420,731 (6,401) 414,330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12,322 750,821 – 47,422 142,000 (546,198) 406,367 31,188 437,555

期間溢利 – – – – – 4,916 4,916 1,000 5,916

出售附屬公司 – – – (47,422) – 47,422 – (33,657) (33,657)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2,322 750,821 – – 142,000 (493,860) 411,283 (1,469) 409,814

附註：

(a) 法定儲備

法定儲備不得分派，而將款項撥入該項儲備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相關附屬公司的董事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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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儲備包括一間未喪失控制權之附屬公司於轉讓公司重組產生之權益及儲備時擁有權變動產生之儲備。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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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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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115,831 88,052

投資活動
出售附屬公司 5,321 (131,298)
償還潛在收購已付的按金 – 25,836
償還應收貸款 – 6,522
其他投資活動 537 1,138

投資活動所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5,858 (97,802)

融資活動
新批銀行借貸 4,318 –
向一間關聯公司還款 – (2,403)
其他融資活動 (599) 173

融資活動所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3,719 (2,2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25,408 (11,980)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5,351 252,709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0,759 240,729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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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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的公司資料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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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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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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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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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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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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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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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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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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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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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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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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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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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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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3.1.2 會計政策變動（續）

租賃的定義（續）

租賃負債（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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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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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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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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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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3.1.2 會計政策變動（續）

租賃的定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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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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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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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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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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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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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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部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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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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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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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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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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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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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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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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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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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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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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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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約人民幣68,000元（截至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6,000元）。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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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項 34,612 63,869
減：減值虧損 (3,139) (3,231)

31,473 60,638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46,695 42,22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8,168 102,865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客戶合約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總額為人民幣34,612,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3,86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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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已確認的減值虧損撥備）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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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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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預期信用損失（「預期信用損失」）模式下的金融資產及其他項目減值評估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變動如下：

貿易應收款項
減值虧損

其他應收款項
減值虧損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234 13 247
已確認虧損準備 2,997 14 3,011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3,231 27 3,258
已（撥回）確認虧損準備 (92) 47 (45)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3,139 74 3,213

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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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輸入數據及假設以及估計技術的基

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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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者一致。

14.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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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 91,727 89,588

該款項指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投資乃受相關協議規管，根據該等協議，本集團有權根據電影、劇

集及非劇集項目之注資比例收取發行該等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所產生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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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130,141 9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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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續）

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指製作成本、服務成本、直接勞動成本、設備及製作所消耗之原材料。其乃

按項目基準入賬。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以迄今所產生的的成本減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列示。

15.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以經常性基準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

本集團部分金融資產按於各報告期末的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此等金融資產公平值釐定方法的資料（尤

其是所用的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以及根據公平值計量的輸入數據的可觀察程度而將公平值計量分

類歸入公平值等級之層級（第一至三級）的資料。

• 第一級 公平值計量指以在活躍市場就相同資產或負債取得之報價（未經調整）所進行之計量；

• 第二級 公平值計量指以第一級報價以外之資產或負債之可觀察輸入數據，無論是直接（即價

格）或間接（即按價格推算）所進行之計量；及

• 第三級 公平值計量指透過運用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不可觀察輸

入數據）之估值技術所進行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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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續）

本集團以經常性基準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續）

金融資產 於以下日期的公平值 公平值等級
估值技術及
主要輸入數據

重大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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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列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的債券

– 24,719 第一級 活躍市場所報的 
買入價

不適用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入」）的 
私募股權投資

2,611 1,676 第三級 收入法 1. 長期收益增長率，
為3%。（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

2. 採用資本資產
定價模型釐定的

加權平均成本，

為14.00%。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4.73%）

3. 缺乏適銷性折讓
22.4%（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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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續）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對賬

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入的

私募股權投資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
新增 1,44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公平值變動淨額 236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76
新增 30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公平值變動淨額 635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2,611

16. 銀行結餘及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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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及手頭現金 225,574 88,152
短期存款 35,185 47,199

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 260,759 13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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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合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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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付款項 5,652 12,48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5,245 11,96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30,897 24,457

合約負債 100,844 1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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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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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入合約負債並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的收益為人

民幣10,84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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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應收（應付）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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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應付）以下公司的款項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電視廣播」）（附註 i及 ii） (1,102) 7,519

附註：

(i)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電視廣播持有本公司的股權；本公司之主要控股股東及董事黎瑞剛先生亦實益擁有廣播電視

權益並擔任其董事職務。

(ii) 該等款項為無抵押、不計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19. 銀行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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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於一年內償還的銀行借貸：

無抵押 13,186 8,868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獲得新銀行借貸5,0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4,318,000
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8,868,000元），以撥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該銀行借貸須於二零二零年一月悉數償還。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貸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香港銀行同

業拆息」）加2.8%的浮動年利率計息。

本集團按相關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借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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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13,186 8,868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最多人民幣17,580,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736,000
元）的銀行融資乃由手工藝創作有限公司一名董事及非控股股東提供之無限額個人擔保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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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年末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 100,000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年末 1,419,610 1,419,610 14,196 14,196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呈列為 12,322 1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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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已終止經營業務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的買賣協議，本集團同意出售珀森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出售集團」）的51%股權予出售集團的一名非控股股東，總代價為41,0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一月
十日，出售出售集團已完成，原因是出售集團的控制權已移交收購方。

出售集團的業績於本簡明綜合損益表內呈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出售日期，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如下：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收益 –
銷售成本 –

毛利 –
其他收入 –
銷售及分銷開支 –
行政開支 –
其他經營開支 –
融資成本 –

除稅前虧損 –
所得稅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的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附註22(a)） 1,050

1,050

以下各項應佔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的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50
－非控股權益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的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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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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出售附屬公司

(A) 出售其於出售集團的51%股權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日出售其於出售集團的全部投資。

出售集團於出售日期的資產淨值如下：

失去控制權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111
預付租賃款項 10,372
存貨 13,06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4,23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8,487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9,783)
銀行借貸 (88,800)

出售的資產淨值 68,687

人民幣千元

現金代價 36,080
出售的資產淨值 (68,687)
非控股權益 33,657

計入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出售收益（附註21） 1,050

出售附屬公司的現金流出淨額 人民幣千元

現金代價 36,080
應收代價（附註） (20,21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8,487)

(92,621)

附註：該款項已於二零一八年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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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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出售附屬公司（續）

(B) 出售其於EAST FORUM INTERNATIONAL LIMITED（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EAST FORUM集團」）
的全部股權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一日的買賣協議，本集團同意出售East Forum集團的全部股權予一
名獨立第三方，總代價為7,900,000港元（約等於人民幣6,478,000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
日，出售East Forum集團已完成，原因為East Forum集團的控制權已移交收購方。

於完成後，本公司不再持有East Forum集團的任何權益。East Forum集團於出售日期的資產淨值
如下：

失去控制權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人民幣千元

銀行結餘及現金 38,677
銀行借貸 (33,000)

出售的資產淨值 5,677

人民幣千元

現金代價 6,478
出售的資產淨值 (5,677)

出售收益 801

出售附屬公司的現金流出淨額 人民幣千元

現金代價 6,478
應收代價（附註） (6,478)
銀行結餘及現金 (38,677)

(38,677)

附註： 為數人民幣1,157,000元及人民幣5,321,000元的款項分別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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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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關聯人士交易

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中期期間亦按正常商業條款與其關聯人士進行下

列屬貿易性質的交易：

(A) 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公司名稱 附註 交易性質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關聯公司：

電視廣播 i 許可收入 – 6,633
服務費 – (4,881)
專業費 (1,387) –
劇本費 (863) –

王祖藍先生 ii 藝人管理收入 4,022 9,722

李亞男女士 iii 藝人管理收入 1,278 448

附註：

(i) 該等費用乃向電視廣播（支付）收取。電視廣播擁有本公司的股權；及本公司之主席、董事及主要股東黎瑞剛先生

亦擁有電視廣播之權益並擔任其董事職務。

(ii) 王祖藍先生為手工藝創作有限公司的董事及非控股股東並間接持有手工藝創作有限公司的22.5%已發行股份。

(iii) 李亞男女士（為王祖藍先生的配偶）被視為於王祖藍先生擁有權益的手工藝創作有限公司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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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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關聯人士交易（續）

(B)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董事期內之薪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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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福利 746 617
離職福利 8 7

754 624

董事之薪酬乃由薪酬委員會經參照其各自的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C) 銀行融資

如附註19所披露，手工藝創作有限公司的董事及一名非控股權益股東已就向本集團授出銀行融
資提供無限額個人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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