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皇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2020/2021年度之中期業績公告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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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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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491）

2020/2021年度之中期業績公告

英皇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6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業績。

業績
本集團之總收入下降24.9%至72,100,000港元 (2019年：96,1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
戲院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而暫時關閉，使電影放映收入減少，儘管本集團於本期間有3間
新戲院開業。

本集團繼續採取多項措施以減輕不利影響，包括與業主進行磋商以降低租金、採取員
工成本節省措施、改善客戶體驗以及展開各項推廣計劃。由於3間新戲院開業及維持現
有戲院而產生之營運費用增加，以及電影放映收入下降，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淨虧損
128,100,000港元(2019年：99,000,000港元）。每股基本虧損為0.04港元（2019年：0.0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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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本集團主要從事娛樂、媒體及文化發展業務，其中包括 (i)戲院營運；及 (ii)投資電影及各
類文化活動。

業務回顧
電影放映
於本期間，由於新冠病毒疫情，本集團在多個地區的戲院關閉了23至74天不等。而戲院在
本期間的剩餘日子中營業，根據相應監管機構的要求，坐席數量和放映院內的飲食均受
到限制。此外，大部份具賣座潛力之電影在等待較佳的營商環境而延遲上映。因此，電影
放映分類之收入不可避免地減少24.9%至72,100,000港元（2019年：96,100,000港元）。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有14（2019年：11）間戲院，包括於中國內地之「英皇電影城」、
香港之「英皇戲院」及馬來西亞之「Emperor Cinemas」，合共提供116（2019年： 95）間放
映院，約15,300（2019年：12,400）個坐席，全部位於具策略性的地點並提供優質娛樂服務。
有關電影放映網絡於2020年12月31日之詳情載列如下：

放映院數量 坐席數量

中國內地之「英皇電影城」
1. 重慶新光天地 18 2,298

2. 合肥萬象城 13 1,980

3. 成都溫江新光天地 10 1,836

4. 贛州杉杉奧特萊斯廣場 9 1,500

5. 北京英皇集團中心 10 1,154

6.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 7 984

7. 瀋陽盛京龍城* 8 966

8. 深圳東海繽紛天地 9 449

香港之「英皇戲院」
9. 尖沙咀 iSQUARE 5 979

10. 將軍澳日出康城* 6 885

11. 荃灣荃新天地 5 687

12. 馬鞍山新港城中心 4 435

13. 屯門新都商場 4 363

馬來西亞之「Emperor Cinemas」
14. 新山富力廣場 8 743

總計 116 15,259

* 本期間新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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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戲院位於大型商業及娛樂中心或高尚住宅區，均定位為高端優質戲院，配備包
括 IMAX®影院系統、ScreenX、4DX或MX4D動感系統、D-Box動感座椅及杜比全景聲音
響系統等先進技術。該等戲院亦特設貴賓影院及貴賓招待廳，令觀眾可專享優質而獨有
的娛樂服務。

於本期間，2間新戲院在中國內地開業，以及1間在香港開業。位於香港將軍澳日出康城的
「英皇戲院」已於2020年11月開始營業，是該區最大的戲院，擁有6間放映院，共提供885個
坐席。其設計理念基於城市養分主題，以配合購物中心健康及可持續發展生活方式的主題。
此外，由木材製成的人字形屋頂特色設計仿如農莊小屋，為「英皇戲院」的顧客營造一種
親切的感覺。

電影及文化活動投資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若干電影製作投資，其公允價值為6,300,000港元（2020年6月
30日：6,200,000港元）。

前景
近年來，中國電影行業發展迅速。隨著中國有效遏制新冠病毒疫情以及影迷被抑制的需
求，根據貓眼娛樂及微博共同發佈的2020年電影市場資料洞察，自2020年7月戲院重新開
放以來，中國的票房已出現顯著復甦，並於2020年超越北美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市場。進
入2021年，市場繼續保持強勁增長，根據貓眼票務平台的數據，中國的票房收益於元旦日
達到約人民幣6億元，並於2021年的首10天超過人民幣20億元。該為市場復甦的正面訊號。

本期間後，新冠病毒疫情仍在全球許多地方肆虐，包括本集團戲院經營所在地。儘管各國
政府一直在推行疫苗接種計劃，但實現普及接種仍需要時間。因此，預計遏制措施可能於
短期內繼續執行。戲院可能會間歇性地關閉，坐席數量在戲院獲允許重新開放時或會受
到限制，而主要的電影公司可能會進一步推遲電影上映。因此，電影業的經營環境最低限
度於2021年上半年仍將充滿挑戰。有鑒於此，本集團將堅持其審慎策略，持續檢討其成本
結構，以提高整體運營效率。本集團亦將利用社交媒體宣傳其品牌形象，推動戲票銷售並
增加客流量，提升客戶忠誠度。

本集團已於該地區建立一個具策略性的戲院網絡。憑藉其歷史悠久的「英皇」品牌以及與
英皇娛樂集團旗下藝人的協同效應，加上中國電影業的長遠樂觀前景，本集團將努力加
強其在電影業的地位並保持穩定的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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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財務資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44,500,000港元（2020年6月30日：
40,600,000港元），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馬來西亞令吉結算。

本集團透過營運產生之現金流量及一名關連人士及銀行授出之貸款融資，為其營運及資
本支出提供資金。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總借貸為270,300,000港元（2020年6月30日：
191,900,000港元），分別包括來自一名關連人士之貸款224,700,000港元（2020年6月30日：
146,300,000港元）、銀行貸款2,000,000港元（2020年6月30日：2,000,000港元）及應付非控股
權益款項43,600,000港元（2020年6月30日：43,600,000港元）。除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為無
抵押、免息，且協議規定不得於本期間末之日起計12個月內要求償還外，所有該等借款均
為無抵押、計息及有固定還款期。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總借
貸除以母公司擁有人應佔之資產淨值的比率）為142.5%（2020年6月30日：65.3%）。該上升
主要是由於擴充戲院營運使總借貸增加以及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使資產淨值減少所致。

本集團一直密切監察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及其對本集團目前及未來預期流動資金的影響。
經考慮本集團實施的現有改善措施以及關連人士及銀行提供的可使用貸款額度後，董事
認為本集團將擁有充裕財務資源撥付其於未來的營運資金及應付其於可見將來的其他融
資需要。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收入及支出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馬來西亞令吉結算。由於本
集團之大部分資產、負債及交易均以其海外業務之功能貨幣進行交易及結算，因此於本
期間本集團並無受到外匯匯率重大波動的影響。

終止星美文化旅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星美文化」或「目標公司」）之股份的可能收購事
項及可能自願性要約
於2020年2月24日，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潛在買方」）向星美文化之接管人（「接管
人」）送達一份意向書，內容有關可能收購目標公司829,185,517股（「接收股份」）之全部或
若干股份（「可能收購事項」），約佔其已發行股本的52.51%。該意向書本質上不具有法律
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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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該可能收購事項達成，潛在買方可能產生義務根據收購守則對目標公司所有已發行股
份及相關證券（但不包括潛在買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可能收購或同意收購的證券）進行
以現金及╱或證券交換形式的強制性全面要約。倘未能從接管人收購上述股份，或者收
購目標公司股份的百分比不足以觸發強制性全面要約，則潛在買方可能仍會根據收購守
則對目標公司的股份及其他證券作出自願性要約（「可能自願性要約」，連同可能收購事項，
統稱「可能交易」）。

潛在買方已盡力對接收股份以及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目標集團」）進行盡職審查，
並已尋求確定目標集團主要債權人的地位，以及重組目標集團欠彼等之債務或債務證券
之可能性。鑒於難以取得目標集團的必需財務資料及盡職審查文件，討論因而受到限制，
潛在買方及接管人已考慮了各種促進該進程的方案。

於2020年12月30日，由於難以評估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包括與可能交易有關的接收股份）
的價值，本集團終止了有關可能交易的討論。接管人與潛在買方之間未曾就可能交易訂
立任何正式或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根據收購守則，要約期限於2020年12月30日截止。

有關可能交易及其終止事項之詳情已於本公司及潛在買方日期為2020年2月26日、2020年
3月25日、2020年4月24日、2020年5月25日、2020年6月26日、2020年7月24日、2020年8月25

日、2020年9月25日、2020年10月27日、2020年11月30日及2020年12月30日之聯合公告中作
出。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有僱員478（2020年6月30日：502）名。本期間員工成本總額（包
括董事薪酬及其他員工成本）為27,600,000港元（2019年：32,500,000港元）。各僱員薪酬乃
根據個人職責、能力及技術、經驗及表現以及市場薪酬水平釐定。員工福利包括醫療及人
壽保險、公積金及其他具競爭性福利待遇。

為鼓勵或嘉許員工，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有關詳情將載列於本公司中期報告「購
股權」一節內。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本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2019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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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6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72,099 96,062

銷售成本 (32,457) (38,815)

毛利 39,642 57,247

其他收入及收益 11,323 3,113

銷售、分銷及其他戲院營運開支 (126,371) (103,138)

一般及行政開支 (21,716) (28,919)

其他開支 – (4,724)

財務成本 6 (31,009) (22,553)

除稅前虧損 5 (128,131) (98,974)

所得稅 7 – –

期間虧損 (128,131) (98,97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於其後期間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 
收益╱（虧損）：
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9,988 (4,189)

期間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19,988 (4,189)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08,143) (10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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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6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期間虧損：
母公司擁有人 (123,430) (94,807)

非控股權益 (4,701) (4,167)

(128,131) (98,974)

應佔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103,971) (98,611)

非控股權益 (4,172) (4,552)

(108,143) (103,163)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9
基本及攤薄 (0.04)港元 (0.0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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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12月31日

於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81,504 524,524

使用權資產 1,065,480 1,064,327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37,336 36,338

非流動資產總值 1,684,320 1,625,189

流動資產
存貨 1,723 2,110

貿易應收款 10 6,467 2,532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41,199 38,758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7,475 7,1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4,540 40,625

流動資產總值 101,404 91,15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1 77,862 48,939

合約負債 19,786 15,218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000 2,000

租賃負債 82,122 50,457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6,279 3,709

流動負債總額 188,049 120,323

流動負債淨額 (86,645) (29,16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97,675 1,59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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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12月31日

於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撥備 46,112 44,816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24,670 146,313

租賃負債 1,133,900 1,103,756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43,589 43,589

非流動負債總額 1,448,271 1,338,474

資產淨值 149,404 257,547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2,133 32,133

儲備 157,569 261,540

189,702 293,673

非控股權益 (40,298) (36,126)

權益總額 149,404 25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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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6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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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載
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除外。

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2020

年6月30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持續的新冠病毒疫情及相應之檢疫措施已干擾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及發展，對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業績
造成負面影響。本集團已密切監察新冠病毒疫情之發展情況，而受影響程度取決於新冠病毒疫情之
持續性以及各政府部門相關政策及保護措施的執行情況。本集團已密切關注任何重大之事態變化，
並已評估彼等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狀況、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以及本集團短至中期財務資源之影響。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為123,430,000港元 (2019年：94,807,000港元），以及於
2020年12月31日之流動負債淨額為86,645,000港元 (2020年6月30日：29,168,000港元），而資產淨值則為
149,404,000港元 (2020年6月30日：257,547,000港元）。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
值為44,540,000港元（2020年6月30日：40,625,000港元），而本期間來自經營活動之正現金流量淨額為
1,212,000港元（2019年：141,626,000港元）。

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目前及預計未來的流動資金狀況，以及本集團
能否於不久將來獲得增長及正數現金經營之能力。本集團已積極實行╱注視成本減省、加強本集團
現有業務及集中提升本集團財務資源的措施（「改善措施」），從而控制其於本年度及未來年度之經營
開支及現金流出量，以及讓本集團重整實力，把握不久將來的任何發展機遇。

此外，本集團已獲得一項長期貸款融資，額度為1,200,000,000港元（「其他貸款融資」），其中貸款本金
總額220,000,000港元（2020年6月30日：144,000,000港元）於2020年12月31日已動用。本集團亦已自一間
銀行獲得一項循環貸款融資，額度為20,000,000港元（「銀行貸款融資」），其中貸款本金總額2,000,000

港元（2020年6月30日：2,000,000港元）於2020年12月31日已動用。

董事已評估已知或可合理預測╱估計之相關條件及事件。基於該等評估，董事認為，考慮到至今所注
視╱實行的措施╱安排，包括（其中包括）改善措施以及其他貸款融資及銀行貸款融資之可獲得性，
本集團將擁有充裕財務資源撥付其於未來的營運資金及應付其於可見將來的其他融資需要，因此，
本集團於編製本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宜繼續採用持續經營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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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編製本期間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
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惟就採納於2020年7月1日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指引之修訂及下
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其於2020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並與編製本集團之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新冠病毒疫情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重大之定義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指引之修訂及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修訂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
大影響。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性質及影響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為承租人提供一個實際可行的權宜方法以選擇就新冠病毒疫

情的直接後果產生的租金寬免不應用租賃修改會計處理。該實際可行權宜方法僅適用於新冠
病毒疫情直接後果產生的租金寬免，且僅當 (i)租賃付款的變動使租賃代價有所修改，而經修
改的代價與緊接變動前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少於緊接變動前租賃代價；(ii)租賃付款之任何
減幅僅影響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原到期的付款；及 (iii)租賃之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

於本期間，本集團戲院及辦公樓租約之若干月度租賃款項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原因而獲出租人
減少或豁免，且租約條款並無其他變動。本集團於本期間採納該修訂，並選擇不對本期間出租
人因新冠病毒疫情授出之所有租金寬免應用租賃修訂會計處理。因此，因租金寬免產生之租賃
款項減少10,060,000港元已通過終止確認部分租賃負債將其作為可變租賃付款入賬並計入本期
間損益。

(b)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提供重大的新定義。新定義列明，倘資料遭忽
略、錯誤陳述或隱瞞時可合理預期會影響一般用途財務報表主要使用者根據該等財務報表作
出之決定，則資料屬重大。該等修訂澄清重大與否視乎資料之性質或幅度。該等修訂概無對本
集團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造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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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
為進行管理，本集團將業務按其產品及服務分成業務單位，其兩個可呈報經營分類如下：

(a) 戲院營運
(b) 電影及文化活動投資（包括電影及活動項目投資）

管理層分別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類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之決定及評估表現。分類表現乃根
據可呈報分類溢利╱虧損（乃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基準）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
之計算方法與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一致，惟銀行利息收入、非租賃相關之財務成本、計入按公
允價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上市股本證券投資之公允價值收益╱虧損，
以及未攤分企業及其他開支則不撥入該項計算中。

上述分類資料呈報如下：

分類收入及業績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6個月

戲院營運
電影及

文化活動投資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附註4）
對外客戶銷售 72,099 – 72,099

分類業績 (123,825) 69 (123,756)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33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收益 267

未攤分企業及其他開支 (2,292)

財務成本（租賃負債利息除外） (2,383)

除稅前虧損 (12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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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分類收入及業績（續）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6個月

戲院營運
電影及

文化活動投資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附註4）
對外客戶銷售 96,062 – 96,062

分類業績 (91,241) (332) (91,573)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281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虧損 (4,426)

未攤分企業及其他開支 (3,256)

除稅前虧損 (98,974)

由於本集團並無定期提交經營及可呈報分類資產與負債分析予管理層審閱，故並無披露有關分析。

除上文披露之分類資料外，於兩個期間內，概無其他資料供管理層審閱。

4. 收入
本集團之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來自戲院營運之收入 72,099 9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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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續）
(a)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的收入資料細分

戲院營運分類
截至12月31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或服務類別
票房收入 63,503 76,130

特許商品銷售 4,611 9,116

屏幕廣告服務 1,913 6,144

其他 2,072 4,672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總額 72,099 96,062

地區市場
中國內地 52,804 60,776

香港 19,162 31,997

亞太其他地區 133 3,289

72,099 96,062

(b) 履約責任
有關本集團履約責任的資料概述如下：

票房收入
履約責任於客戶觀賞電影時達成，而當中一般需要預先付款。

特許商品銷售
履約責任於客戶購買商品及收到款項之時點達成。

屏幕廣告服務
當本集團於協議期內提供戲院屏幕廣告放映時，履約責任一般於客戶同時獲得並消耗利益時
隨時間達成，且一般需要預先支付若干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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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截至12月31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得出：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 37,565 20,471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 56,180 41,395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虧損 **

－強制如此指定 – 4,724

及經計入：

來自出租人與新冠病毒疫情相關的租金寬免 ^ (10,060) –

下列各項之利息收入 ^^：
－銀行存款 (33) (281)

－已付按金 (703) (439)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收益 ^^

－強制如此指定 (345) –

政府補貼 ^^ (6,982) (2,347)

*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37,390,000港元（2019年：20,349,000港元）及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54,354,000港元（2019年：39,492,000港元）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列作「銷售、分
銷及其他戲院營運開支」。

** 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之「其他開支」。

^ 金額9,867,000港元（2019年：無）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列作「銷售、分銷及其他
戲院營運開支」。

^^ 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之「其他收入及收益」。

6. 財務成本
截至12月31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開支 2,383 –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28,626 22,553

31,009 2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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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本集團概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此乃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概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2019

年：無）。

根據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在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無須
繳納任何所得稅。

本集團概無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澳門所得補充稅及馬來西亞企業所得稅於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內作出撥備，此乃由於本集團於兩期間內概無於中國內地、澳門及馬來西亞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

8.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本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2019年：無）。

9.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擁有人於本期間之應佔虧損123,430,000港元（2019年：94,807,000港元）
及於兩期間之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3,213,341,000股（2019年：3,213,341,000股）計算。

攤薄
由於兩期間內本集團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調整就該等期間所呈報之每股基
本虧損金額。

10. 貿易應收款
於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 6,848 2,913

減值 (381) (381)

6,467 2,532

就本集團票房收入、特許商品及其他產品之銷售，一般以現金或以主要信用卡╱借記卡或以其他電子╱
移動方式即時或提前支付，往來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一般會於2至30日內結算。本集團與彼其他客戶
之貿易條款主要以信貸方式結算，而信貸期一般於賬單之日起為1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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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續）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按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4,430 2,502

1至3個月 – –

3個月以上 2,037 30

6,467 2,532

11. 貿易應付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於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 13,156 4,847

應計費用 14,769 8,257

其他應付款 49,937 35,835

77,862 48,939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20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12,702 3,768

3個月以上 454 1,079

13,156 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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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核或審閱，
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閱。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全體確認，
彼等於本期間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交易準則。

可能擁有本集團未公佈股價敏感資料之相關僱員亦須遵守本公司之書面指引，其內容與
標準守則一致。於本期間內概無發現相關僱員有違反指引情況。

購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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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刊發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刊發於聯交所網站 ( h t t p s : / / w w w. h kex n ew s . h k ) 及本公司網站
(https://www.empculture.com)。本公司於本期間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並將可於前述網站查閱。

承董事會命 

英皇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范敏嫦

香港，2021年2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為：

執行董事： 范敏嫦女士
黃志輝先生
楊政龍先生
許佩斯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嬋玲女士
何達權先生
譚修英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