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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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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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
同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報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24,096 36,367
銷售成本 (12,501) (19,484)

毛利 11,595 16,883
其他收入 2,744 3,556
銷售及分銷開支 (2,586) (3,041)
行政開支 (18,531) (14,811)
其他經營開支 (2,844) –
融資成本 6 (333) (460)

除稅前（虧損）溢利 (9,955) 2,127
所得稅開支 7 (142) (856)

期間（虧損）溢利 8 (10,097) 1,271

下列者應佔期間（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8,749) 1,450
－非控股權益 (1,348) (179)

期間（虧損）溢利 (10,097) 1,271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9 (0.62)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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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溢利 (10,097) 1,271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財務報表由功能貨幣呈列轉換為 

以呈列貨幣呈列產生的匯兌差額 7,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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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2,565) 1,906

下列者應佔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30) 1,704

－非控股權益 (1,835) 202

(2,565)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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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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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房及設備 527 688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 – –
使用權資產 1,055 1,273

1,582 1,961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07,735 163,339
應收關聯人士款項 2,138 –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 108,357 71,340
製作中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36,408 31,507
銀行結餘及現金 381,106 328,836

635,744 595,02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46,630 75,808
合約負債 79,440 29,522
應付所得稅 15,401 20,372
租賃負債 476 456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53,966 26,900
銀行借貸 13,701 13,424

209,614 166,482

流動資產淨值 426,130 428,54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27,712 430,50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84 808

資產淨值 427,128 42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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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322 12,322

儲備 423,064 423,7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35,386 436,116

非控股權益 (8,258) (6,423)

權益總額 427,128 429,69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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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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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前，人民幣被視為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於本集團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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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現時發展後，本公司

董事已評估本公司經營所處主要經濟環境狀況，並釐定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更改為港元。本公司

功能貨幣變動的影響已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作前瞻性入賬。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繼續按人民幣呈列，以保持財務業績的同期比較。因此，董事認為於呈列本

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時人民幣為首選貨幣。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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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重大事件及交易

自二零二零年初以來，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爆發打擊香港及中國內地娛樂行業整體的

情緒。因此，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若干電影及劇集項目的推出及發展被延遲

及藝人及活動管理業務的外部商業活動減少（「負面影響」）。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有關負面影響導致本集團的收益及經營現金流量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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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計及COVID-19疫情導致信貸環境惡化，本集團已評估

貿易應收款項的可收回性並錄得預期信貸虧損撥備人民幣2,844,000元。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

對電影、劇集及非劇集製作及電影投資進行減值評估。本集團基於銷量或票房預測、投資對象

的製作成本、銷售及發行成本預算及相關市場的整體經濟狀況等內外部市場資料估計因按個別

基準投資電影、劇集及非劇集導致的未來貼現現金流量。基於有關評估，本公司董事釐定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減值。由於COVID-19疫情，該等估計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因此進行該

等評估時所使用的假設變動可能導致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計提撥備。進行該等審閱時使用的現

金流量估計與管理層估計長期預測一致，對有關預測進行各種敏感度分析。實際結果或會與管

理層估計有重大差異，尤其是由於與COVID-19疫情有關的不確定因素所導致者。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除外，其按公平值計量。

除下文所述者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的會計政策一致。

採納新會計政策

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之變更自變更日期起獲追溯應用。所有項目按該日期的匯率

換算為港元。截至功能貨幣變更日期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累計貨幣換算差額並未由權益重新分

類至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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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參考修訂本及以下由本集團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而該等修訂本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

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至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於本中期期間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參考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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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收益

本集團期內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製作 12,449 6,289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 – 8,926

藝人管理服務收入 10,804 17,186

活動管理服務收入 564 972

其他 279 2,994

24,096 3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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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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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及業績

本公司董事選擇根據不同產品與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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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藝人及活動管理 其他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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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9 15,215 11,368 18,158 279 2,994 24,096 36,367

分部溢利（虧損） 847 2,124 1,940 9,588 (1,634) (2,876) 1,153 8,836

未分配收入 2,744 3,556

未分配開支 (13,852) (10,265)

除稅前（虧損）溢利 (9,955)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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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及若干行政開支及其他收入作出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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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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各項之利息：

銀行借貸 307 453

租賃負債 26 7

333 460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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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529

香港利得稅 – 327

142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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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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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稅款豁免指二零一九年╱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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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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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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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溢利

期間（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酬金：

薪資及津貼 784 74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 8

792 754

員工成本：

薪資及津貼 8,661 8,28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706 791

9,367 9,073

員工成本總額 10,159 9,82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2,844 –

廠房及設備折舊 201 318

使用權資產折舊 242 113

利息收入 (1,705) (90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淨額 – (77)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3,503 (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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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的（虧損）盈利 (8,749) 1,450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的普通股數目 1,419,610 1,419,610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等於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是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概無發行在外的具攤薄可能之普通股。



12

10. 股息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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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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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65 155,352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1,465) (8,583)

89,800 146,769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855 3,482

預付款項 17,080 13,08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7,735 163,339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來自客戶合約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總額約為人民幣101,265,000元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55,352,000元）。

本集團通常向客戶授出自客戶收到電影或服務起介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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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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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01 137,726

91至180天 412 7,442

181天以上 55,587 1,601

總計 89,800 14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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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合約負債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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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58 69,118

其他應付款項 573 1,845

應計薪酬及應計款項 2,999 4,845

3,572 6,69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46,630 75,808

合約負債 79,440 29,522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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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4 58,045

91至180天 3,260 11,073

181天以上 28,094 –

總計 43,058 69,118

平均信貸期介乎60天至1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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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的中期收益由人民幣36,367,000元減少至二零二零年的人民幣24,096,000元，
減少34%。下表載列本集團本期間以及二零一九年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 12,449 15,215

藝人及活動管理 11,368 18,158

其他 279 2,994

24,096 36,367

電影以及劇集及非劇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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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在電視廣播平台上映。該劇集在翡翠台獲得高收視率。

由於COVID-19爆發，本集團於本期間投資的《奪冠》由原定於農曆新年於香港及中
國內地上映的計劃被推遲。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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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黃宗澤、張智霖及周秀娜主演的網絡電視劇《非凡三俠》將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在
優酷平台上映。繼《飛虎》劇集系列大獲成功之後，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七月開始拍
攝由黃宗澤、苗僑偉、吳卓羲、張兆輝、馬德鐘及郭晉安領銜主演的第三部續集《飛
虎之壯志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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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及活動管理

藝人及活動管理業務的收益減少乃由於期內外部商業活動減少所致。本集團現時管
理約80名藝人（二零一九年： 80名藝人）。

展望及前景

近期爆發的COVID-19打擊香港及中國內地娛樂行業整體的市場情緒，且對我們的業
務帶來若干挑戰。電影《奪冠》上映被推遲，《飛虎之壯志英雄》的拍攝被推遲至二
零二零年七月。期內，本集團就製作線上劇集與主要線上平台進行討論。作為市場上
擁有最大的藝人團隊之一的集團，本集團處於有利的位置，以增強其製作及尋求額外
的收益機會。

財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的收益由人民幣36,367,000元減少至人民幣24,096,000元，減少34%。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8,749,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
利人民幣1,450,000元）。負面業績乃主要由於期內電影及劇集以及藝人及活動管理業
務的貢獻減少所致。自二零二零年初以來爆發COVID-19打擊香港及中國內地娛樂行
業的整體情緒。因此，期內若干電影及劇集項目的推出及發展被延遲及藝人及活動管
理業務的外部商業活動減少。期內，每股虧損為人民幣0.62分（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盈利人民幣0.10分）。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前，人民幣被視為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於本集
團電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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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現
時發展後，本公司董事已評估本公司經營所處主要經濟環境狀況，並釐定本公司的功
能貨幣更改為港元。本公司功能貨幣變動的影響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已追溯入
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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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劇集及非劇集之收益由人民幣15,215,000元減少至人民幣12,449,000元，乃由於
期內確認一部主要電視劇集而並無電影上映所致。藝人及活動管理服務收入由人民
幣18,158,000元減少至人民幣11,368,000元，乃由於期內對外商業活動減少所致。

由於業務活動減少，銷售成本減少36%至人民幣12,501,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9,484,000元）。

期內其他收入為人民幣2,744,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556,000元），主要指銀行利息收入。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人民幣3,041,000元減少15%至人民幣2,586,000元，乃主要由於業務
活動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由人民幣14,811,000元增加25%至人民幣18,531,000元，主要由於匯兌虧損所
致。

期內其他經營開支人民幣2,844,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為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備。

由於溢利減少，期內所得稅開支由人民幣856,000元減少至人民幣142,000元。所得稅
之詳情載於本公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7。

來自第三方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
146,769,000元減少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89,800,000元，乃由於本期間從
電影發行商收取票房收入所致。

電影、劇集及非劇集投資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71,340,000元增加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108,357,000元，乃由於若干新電影投資。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75,808,000元減少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46,630,000元，乃由於本期間分派根據其他投資者的投資
比例的電影票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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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負債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29,522,000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的人民幣79,440,000元，乃由於來自聯合製作劇集的預收款項所致。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26,900,000元增加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53,966,000元，乃由於與藝人及活動服務收入有關的額外應
付款項（扣除本集團應收的佣金收入）。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以其內部資源及銀行借貸為其營運撥資。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短期銀行存款由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328,836,000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
人民幣381,106,000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及現金結餘以港元、
人民幣及美元計值。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零）。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權益減少0.17%至人民幣
435,386,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36,116,000元）。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為人民幣30.67分（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30.72分）。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為3.0（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3.6)。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419,610,000股。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承擔
及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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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中國經營，大部分交易均以港元及人民幣結算。本集團部分的現
金及銀行存款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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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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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借貸及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一年內到期的計息銀行借貸為人民幣13,701,000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424,000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的負債比率（以計息債務除以總資產計算）為2.15%（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25%）。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62名僱員（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2名
僱員）。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無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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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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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及中期報告。

刊發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登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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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適時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查閱。

承董事會命
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黎瑞剛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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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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