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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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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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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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
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302,227 217,997
銷售成本 (189,064) (149,764)

毛利 113,163 68,233
其他收入 4 3,198 3,039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801
銷售及分銷開支 (23,430) (12,009)
行政開支 (49,640) (46,844)
其他經營開支 (5,352) (3,011)
融資成本 5 (1,101) (823)

除稅前溢利 36,838 9,386
所得稅開支 6 (17,563) (2,146)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溢利 7 19,275 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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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度溢利 – 1,050

年度溢利 19,275 8,29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7,891 11,51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1,050

17,891 12,566

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度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384 (4,27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

1,384 (4,276)

年度溢利總額 19,275 8,290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8 1.260 0.88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8 1.260 0.811

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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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溢利 19,275 8,290

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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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收益 (2,006) 236

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17,269 8,52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7,089 11,610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1,050

17,089 12,660

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度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80 (4,13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

180 (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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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688 1,138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 – 1,676

使用權資產 1,273 –

1,961 2,814

流動資產
應收代價 – 5,32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63,339 102,865

應收一名關連人士款項 – 7,519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 10 71,340 89,588

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10 31,507 91,5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2 – 24,719

銀行結餘及現金 328,836 135,351

595,022 456,863



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75,808 24,457

合約負債 13 29,522 10,849

應付所得稅 20,372 3,079

租賃負債 456 –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26,900 –

銀行借貸 13,424 8,868

166,482 47,253

流動資產淨值 428,540 409,61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30,501 412,42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808 –

資產淨值 429,693 412,42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322 12,322

儲備 423,794 406,7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36,116 419,027

非控股權益 (6,423) (6,603)

權益總額 429,693 412,424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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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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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集及非劇集以及藝人及活動管理。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功能貨幣人民幣呈列。

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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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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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採用上述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

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資料並無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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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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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出

租人會計處理之規定大致維持不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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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資料未獲重列並將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呈列。

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選擇應用可行權宜方法豁免安排是否屬租

賃或包含租賃的評估，並僅就先前識別為租賃之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且

概不重新評估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

「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並非識別為租賃之合約。因此，本集團僅就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更改之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之租賃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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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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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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附註）

使用權資產 – 480 480

租賃負債 – 480 480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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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緊接首次應用日期前當日）使用增量借款利率貼現的經

營租賃負擔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的租賃負債差額如下：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1,376

減：短期租賃及餘下租期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或之前的其他租賃 (880)

496

減：未來利息開支總額 (16)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的租賃負債 480

流動部分 336

非流動部分 144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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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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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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本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製作 218,833 129,600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 44,018 21,948

藝人管理服務收入 31,718 42,306

活動管理服務收入 2,999 16,408

其他 4,659 7,735

302,227 217,997

本集團收益於時間點確認。

向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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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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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劇集以及藝人及活動管理。

(i)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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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互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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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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人
及活動管理 其他 總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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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262,851 151,548 34,717 58,714 4,659 7,735 302,227 217,997

分部溢利（虧損） 65,028 35,692 5,903 7,009 (2,167) (2,799) 68,764 39,902

未分配收入 3,198 3,840

未分配開支 (35,124) (34,356)

除稅前溢利 36,838 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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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作

出分配，其亦為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的計量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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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的資產及負債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248,329 260,180

藝人及活動管理 8,232 27,215

其他 5,605 4,077

分部資產總額 262,166 291,472

未分配資產 334,817 168,205

596,983 459,677

分部負債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146,664 20,813

藝人及活動管理 5,938 17,572

分部負債總額 152,602 38,385

未分配負債 14,688 8,868

16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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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若干其

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因為該等資產按組別基準管理；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惟不包括銀行借貸及租賃負債，因為該等負債按組別基準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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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本集團的營運所在地）。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資料乃按客戶位置呈列。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之資料乃按資產的地區

呈列。

持續經營業務：

中國 香港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88,403 13,824 302,227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73,507 44,490 217,997

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8 1,823 1,961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20 718 1,138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

主要客戶資料

相應年度來自客戶的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逾10%者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A1 不適用* 129,600

客戶B1 150,000 不適用*

客戶C1 57,060 不適用*

1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製作之收益

* 相應收益並未佔本集團總收益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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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匯兌收益淨額 – 305

利息收入 2,186 2,425

債券投資之利息收入 105 202

其他 907 107

3,198 3,039

5. 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下列各項產生的利息：

銀行借貸 1,074 823

租賃負債 27 –

1,101 823

6.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1,910 1,970

中國企業所得稅 5,653 176

17,563 2,146

(i) 根據開曼群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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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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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其引入利得稅兩級制。該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獲簽

署成為法律且於翌日在憲報刊登。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實體的首筆2百萬港元溢利

將以8.25%的稅率徵稅，而超過2百萬港元溢利將以16.5%的稅率徵稅。

(iii) 稅款豁免指二零一八年╱一九年課稅年度的香港利得稅可獲全額寬減，每宗個案以20,000

港元為上限，以及二零一九年╱二零年度亦可獲全額寬減，每宗個案以20,000港元為上

限。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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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九年

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均為25%。

7. 年度溢利

年度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持續經營業務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及補貼 20,630 19,67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866 2,119

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薪酬） 22,496 21,78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5,352 3,011

匯兌虧損淨額 3,462 –

核數師酬金 1,282 1,145

廠房及設備折舊 575 989

使用權資產折舊 275 –

辦公室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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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

據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溢利 17,891 12,566

股份數目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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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乃因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概無發行在外的具潛在攤薄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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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以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溢利 17,891 11,516

所用分母與上文所詳述之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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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每股人民幣0.074分，乃基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約人民幣1,050,000元以及上文所述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的分母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已終止經營業務。

9.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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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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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 7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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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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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31,507 9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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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減任何已識別減值

虧損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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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55,352 63,869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8,583) (3,231)

146,769 60,638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3,482 3,294

預付款項 13,088 38,933

163,339 102,865

本集團通常自客戶收到貨品或服務或向其開具發票起，向客戶授出介乎30天至270天的平均信

貸期。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與有關收益確認日期相近）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已確認

的減值虧損）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天內 137,726 40,887

91至180天 7,442 3,340

181天以上 1,601 16,411

總計 146,769 60,638

1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固定利率為0.8%且屆滿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之政府債券 – 24,719

債券於活躍市場買賣，以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平值呈列。公平值乃參考金融機構的

買盤報價而釐定。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贖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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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合約負債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69,118 12,489

其他應付款項 1,845 7,395

應計薪酬及員工福利 4,845 4,573

6,690 11,96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75,808 24,457

合約負債 2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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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天內 58,045 11,884

91至180天 11,073 605

總計 6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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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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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的收益由人民幣217,997,000元增至二零一九年的人民幣302,227,000元，增幅為
39%。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本年度及二零一八年的收益。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電影、
劇集及
非劇集

藝人及
活動管理 其他

電影、
劇集及
非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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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851 34,717 4,659 151,548 58,714 7,735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繼《飛虎之潛行極戰》大獲成功之後，聯合製作由苗僑偉、黃宗澤、馬國明及吳卓羲
領銜主演的第二部懸疑警匪劇續集《飛虎之雷霆極戰》，並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在中國
內地合作夥伴平台優酷上上映。該劇集講述專門為特工而成立的特別行動組處理一
般警員無法解決的案件。該劇集的觀看勢頭強勁，登上中國內地所有主流平台數以億
計的熱搜。

改編自頗受歡迎的百老匯音樂劇的音樂喜劇《你咪理，我愛你！》於二零一九年農曆
新年上映。該電影由喜劇演員王祖藍執導及主演，參演人員包括曾志偉、毛舜筠及王
菀之等在內的其他演員及歌手。

另一部電影《使徒行者2：諜影行動》是一部由文偉鴻執導及古天樂、張家輝及吳鎮
宇主演的動作片。該電影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在中國內地及香港影院上映。

我們投資的電視劇集《鱷魚與牙籤鳥》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在中國內地主流電視台
及視頻平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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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宗澤、張智霖及周秀娜主演的網絡電視劇《非凡三俠》將於二零二零年在優酷平
台上映。繼《飛虎》劇集系列大獲成功之後，本集團將製作由黃宗澤、苗僑偉、吳卓
羲、張兆輝及馬德鐘領銜主演的第三部續集《飛虎之壯志英雄》。由於近期爆發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飛虎之壯志英雄》的開拍已推遲，直至該病毒疫情穩定
為止。本集團投資的《奪冠》由於冠狀病毒爆發而推遲於農曆新年在香港及中國內地
上映。

藝人及活動管理

於本年度，本集團的藝人及活動管理業務錄得收益約人民幣34,717,000元，減幅為
41%。目前本集團管理約80名藝人。

為探索中國內地市場帶來的潛在機遇，本集團建立一個訂閱模式的門戶網站，提供由
經驗豐富的演員及導演教授有關表演、電影製作及電視製作方面的線上課程。

財務回顧

於本年度，本集團的收益由人民幣217,997,000元增至人民幣302,227,000元，增幅
為39%。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溢利為人民幣
17,891,000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12,566,000元）。本年度取得正面業績乃主要由於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帶來的貢獻較大所致。於本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
營業務的每股盈利為人民幣1.260分（二零一八年：人民幣0.8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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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劇集及非劇集錄得的收益由人民幣151,548,000元增至人民幣262,851,000元，乃
由於本年度聯合製作的劇集的高額回報及確認電影票房收入所致。藝人及活動管理
服務收入由人民幣58,714,000元減至人民幣34,717,000元，乃由於本年度對外商業活動
減少所致。

本年度的銷售成本增加約26%至人民幣189,064,000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
149,764,000元），乃由於確認電影、劇集及非劇集項目所產生的製作成本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人民幣12,009,000元增加95%至人民幣23,430,000元，主要由於本年
度上映的電影涉及的市場推廣及促銷活動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由人民幣46,844,000元增加6%至本年度的人民幣49,640,000元，主要由於本
年度匯兌虧損及薪金增加所致。

其他經營開支增加78%至人民幣5,352,000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3,011,000元），由於
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撥備增加所致。

本年度的所得稅開支由人民幣2,146,000元增至人民幣17,563,000元，乃由於從電影、
劇集及非劇集賺取的溢利增加所致。所得稅開支詳情載於本公告的綜合財務報表附
註6。

來自第三方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準備）由人民幣60,638,000元增至人民幣
146,769,000元，乃由於尚未就本年度上映的電影從分銷商收取票房收入所致。於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詳情載於本公告的綜合財務報表附
註11。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由人民幣89,588,000元減至人民幣71,340,000元，原因為本年
度若干電影及劇集播出及確認為銷售成本。

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由人民幣91,500,000元減至人民幣31,507,000元，原因為本
年度若干電影及劇集確認為銷售成本，以及年結日的製作中項目處於早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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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人民幣24,457,000元增至人民幣75,808,000元，乃由於根據其他
投資者的投資比例確認彼等應佔的電影票房收入份額涉及的負債所致。

合約負債由人民幣10,849,000元增至人民幣29,522,000元，乃由於來自聯合製作劇集的
預收款項所致。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人民幣26,900,000元（二零一八年：零）主要指根據關連人士的投資
比例應佔的電影票房收入份額，及有關藝人及活動服務收入的應付款項（扣除本集團
應收的佣金收入）。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營運由內部資源及銀行借貸撥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結餘
及現金由人民幣135,351,000元增至人民幣328,836,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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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未抵押任何資產（二零一八年：零）。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權益增加4%至人民幣
436,116,000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419,027,000元）。總資產為人民幣596,983,000元
（二零一八年：人民幣459,677,000元），包括流動資產人民幣595,022,000元（二零一八
年：人民幣456,863,000元）。流動負債為人民幣166,482,000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
47,253,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為人
民幣30.72分（二零一八年：人民幣29.52分）。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比
率為3.6（二零一八年：9.7）。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419,61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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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期後事項

自二零二零年初以來，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中國內地及其他國家蔓
延，已對中國內地及香港的娛樂業務造成影響。本集團之收益、現金流及經營所得溢
利預期將因COVID-19疫情之影響而減少。

本集團仍在評估COVID-19疫情對財務表現之影響，但目前無法估計對本集團之量化
影響。本集團管理層將密切關注COVID-19疫情之發展並對其財務影響進行進一步評
估。

COVID-19爆發乃本財政年度之後的非調整事件，並不會對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作出任何調整。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於本年度派發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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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部分的現
金及銀行存款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

於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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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密切監察外匯風險，並將於必要時作出合適的對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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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借貸及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一年內到期的的計息銀行借貸為人民幣
13,424,000元（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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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計息債務除以總資產計算）約為2.25%（二零一八年：1.93%）。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62名僱員（二零一八年：69名僱員）。

遵守相關法律及法規

據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所知悉，本集團已在重大方面遵守對本集團業務及營運有
重要影響之有關法律及法規。於本年度，本集團概無嚴重違反或不遵守適用法律及法
規之情況。

環保政策及表現

本集團致力維持經營所在環境及社區之長期可持續性。本集團以對環境負責之方式
行事，盡力遵守有關環保法律及法規，並採取有效措施實現資源有效利用、能源節約
及減少廢物。本集團已採取環保方案及措施。該等方案包括循環使用二手紙及節能。
本集團的環保政策及表現之詳情將於「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中披露，該報告將載
入將適時刊發的二零一九年年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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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持份者之間的關係

本公司認同，僱員是我們的寶貴資產。故此，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以吸
引並激勵僱員。本集團定期檢討僱員的薪酬待遇，並會因應市場標準而作出必要的調
整。本集團亦明白，與商業夥伴及銀行企業保持良好商業關係，是我們達成長遠目標
的要素。故此，高級管理層會在適當情況下與彼等進行良好溝通、適時交流想法及共
享最新業務資料。於本年度，本集團與其商業夥伴或銀行企業之間並無重大而明顯的
糾紛。

企業管治

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深知維持良好的企業管治的重要性。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
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守則，為本集團於企業管治原則的應用方面提供指引。
董事會因應本集團不斷發展之需要，持續檢討其企業管治常規。於本年度，本公司遵
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最新企業管治報告將載入本公司本年度之年報內，將可於本公司網站
www.shawbrotherspictures.com（「本公司網站」）查閱。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成立，並書面訂定其職權範圍，可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查閱。其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潘國
興先生（主席）、龐鴻先生及司徒惠玲小姐，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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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主要為審閱本公司的重大投資、資本營運及重大財務系統；審
閱本公司的會計政策、財務狀況及財務匯報程序；與外聘核數師進行溝通；評估內部
財務及核數人員的表現；及評估本公司的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制度。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本年度的中期業績及全年業績。本集團於本年度的全年業
績於呈交董事會審批前已經由審核委員會連同管理層及核數師審閱。

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公告，並確認本公告符合適用準則、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
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董事與審核委員會之間於甄選及委任外聘核數師方面並無
意見不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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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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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標準。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且
全體董事（包括本年度已辭任的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所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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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公告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登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並可適時於本公司網站及聯交所網站查閱。

承董事會命
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黎瑞剛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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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