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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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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ORANGE SKY GOLDEN HARVEST ENTERTAINMENT (HOLDINGS) LIMITED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2）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

摘要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重列）

本集團
營業額 456 366 +90 +25%
毛利 268 215 +53 +25%
除稅前溢利 42 38 +4 +11%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50 40 +10 +25%
每股基本盈利 1.87仙 1.50仙

 

• 營業額增加25%至4.56億港元

• 毛利增加5,300萬港元至2.68億港元

• 除稅前溢利由3,800萬港元增至4,200萬港元

• 本集團影城業務之入場觀眾人次（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之總和）
按全數及總額基準計算近2,000萬人次

• 手頭現金為5.84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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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同期比較數字。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聯合安排（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之年度期間生效）後，已重列比較數字。有關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綜合業績已
由本公司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收益表 —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3 455,592 365,876

銷售成本 (187,787) (150,410)
  

毛利 267,805 215,466

其他收益 19,062 16,538
其他收入淨額 4(c) 12,604 8,150
銷售及發行費用 (238,748) (199,535)
一般及行政費用 (50,103) (41,116)
其他營運費用 (1,319) (539)

  

經營業務之溢利 9,301 (1,036)

財務費用 4(a) (22,323) (11,322)
應佔合營企業之溢利 55,472 50,527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928) –

  

除稅前溢利 4 41,522 38,169

所得稅 5 9,311 1,755
  

本期間溢利 50,833 39,92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0,202 40,095
非控股權益 631 (171)

  

50,833 39,924
  

每股盈利 6
基本 1.87仙 1.50仙

  

攤薄 1.87仙 1.5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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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本期間溢利 50,833 39,924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以下財務報表時之匯兌差額：
 — 海外附屬公司 11,128 (3,730)
 — 海外合營企業 (13,803) 2,749
 — 一間海外聯營公司 116 –

  

(2,559) (98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8,274 38,943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7,506 39,167
非控股權益 768 (22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8,274 38,943
  

附註： 上述全面收益項目並無任何稅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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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 投資物業 36,570 –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41,126 1,043,912

  

1,277,696 1,043,912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375,616 371,132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5,995 6,87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95,334 144,232
會籍 2,490 2,490
商標 79,785 79,785
商譽 73,658 73,658
遞延稅項資產 34,484 22,235
已 抵押銀行存款 46,884 46,850

  

2,091,942 1,791,170
  

流動資產

存貨 4,167 3,626
電影版權 50,885 58,071
貿易應收款項 7 99,844 83,05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05,045 142,248
存 款及現金 584,374 575,031

  

844,315 862,032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54,739 285,098
貿易應付款項 8 99,480 95,27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8,502 162,246
遞延收益 123,575 106,717
融資租賃債務 7,402 4,905
應 付稅項 6,521 7,899

  

700,219 662,140
  



– 5 –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流 動資產淨值 144,096 199,892
  

資 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236,038 1,991,06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523,033 325,354
融資租賃債務 12,554 12,356
遞 延稅項負債 10,937 12,112

  

546,524 349,822
  

資 產淨值 1,689,514 1,641,24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67,982 267,982
儲 備 1,413,617 1,366,11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681,599 1,634,093

非 控股權益 7,915 7,147
  

權 益總額 1,689,514 1,64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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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
露條文，並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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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二零一二年全年財務報表內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
期於二零一三年全年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有關會計政策之變動詳情載於
附註2。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此等中期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
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應用以及按本年度截至目前為止基準呈列之資產、負債、
收入及開支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此等估計。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選定之解釋附註。此等附註包括對瞭解本
集團自二零一二年全年財務報表刊發以來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件及交
易說明。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規定編製詳盡財務報表所需全部資料。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經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列作過往呈報
資料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但取材自該等財務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可供查閱。
核數師於其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報告中對該等財務報表持無保留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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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其中以下各項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之呈列 —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聯合安排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 —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該等項目之影響於下文討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聯合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企業之權益」，將聯合安排分
為共同經營及合營企業。實體須審視基於有關安排項下權利及責任之結構、法律形式、
合約條款以及其他事實及情況，以釐定安排之類別。聯合安排若被歸類為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1號項下之共同經營，則逐項確認，惟以共同經營者於共同經營業務所佔之權益
為限。所有其他聯合安排會被歸類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項下之合營企業，須按權
益法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入賬。會計政策中不再有按比例綜合選擇權。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本集團改變其有關於聯合安排所佔權益之會計處理
政策，並重估其於聯合安排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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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將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投資重新分類為合營企業。由於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聯合安排被視為合營企業，先前以比例綜合法入賬之投資現時須以權益會計法入賬。
本公司根據相關過渡條文採納新會計政策，並透過重列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結餘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追溯應用該項會計政策變動如下：

對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業績之影響

 

先前報告之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會計

政策變動
追溯影響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
重列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40,836 (374,960) 365,876

銷售成本 (304,645) 154,235 (150,410)
   

毛利 436,191 (220,725) 215,466

其他收益 18,731 (2,193) 16,538
其他收入淨額 8,150 – 8,150
銷售及發行費用 (359,318) 159,783 (199,535)
一般及行政費用 (50,195) 9,079 (41,116)
其他營運費用 (2,275) 1,736 (539)

   

經營業務之溢利 51,284 (52,320) (1,036)

財務費用 (12,520) 1,198 (11,322)
應佔合營企業之溢利 – 50,527 50,527

   

除稅前溢利 38,764 (595) 38,169

所得稅 1,584 171 1,755
   

本期間溢利 40,348 (424) 39,92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0,095 – 40,095
非控股權益 253 (424) (171)

   

40,348 (424) 39,924
   

每股盈利

基本 1.50仙 – 1.50仙
   

攤薄 1.50仙 – 1.5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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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業績之影響

 

先前報告之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會計

政策變動
追溯影響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
重列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40,348 (424) 39,924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以下財務報表時之匯兌差額：
 — 海外附屬公司 (3,730) – (3,730)

 — 海外合營企業 2,856 (107) 2,749
   

(874) (107) (98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39,474 (531) 38,943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9,274 (107) 39,167

非控股權益 200 (424) (22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39,474 (531) 3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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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財務狀況之影響

 

先前
報告之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會計

政策變動
追溯影響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之重列結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413,351 (369,439) 1,043,912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 371,132 371,132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6,876 – 6,87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93,886 (49,654) 144,232

會籍 2,490 – 2,490

商標 79,785 – 79,785

商譽 73,658 – 73,658

遞延稅項資產 22,547 (312) 22,235

已抵押銀行存款 69,296 (22,446) 46,850
   

1,861,889 (70,719) 1,791,170
   

流動資產

存貨 5,789 (2,163) 3,626

電影版權 59,081 (1,010) 58,071

貿易應收款項 112,120 (29,064) 83,05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56,576 (14,328) 142,248

存款及現金 729,261 (154,230) 575,031
   

1,062,827 (200,795) 862,032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23,204 (38,106) 285,098

貿易應付款項 165,647 (70,372) 95,27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11,671 (49,425) 162,246

遞延收益 178,439 (71,722) 106,717

融資租賃債務 4,905 – 4,905

應付稅項 21,221 (13,322) 7,899
   

905,087 (242,947) 662,140
   

流動資產淨值 157,740 42,152 199,89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19,629 (28,567) 1,99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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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財務狀況之影響

 

先前
報告之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會計

政策變動
追溯影響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之重列結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25,354 – 325,354

已收按金 8,830 (8,830) –

融資租賃債務 12,356 – 12,356

遞延稅項負債 28,478 (16,366) 12,112
   

375,018 (25,196) 349,822
   

資產淨值 1,644,611 (3,371) 1,641,24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67,982 – 267,982

儲備 1,366,111 – 1,366,11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634,093 – 1,634,093

非控股權益 10,518 (3,371) 7,147
   

權益總額 1,644,611 (3,371) 1,641,240
   

其他變動對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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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地區管理業務。本集團已按與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用作資源分配及表現
評估之資料所用內部匯報方式一致之方式呈列下列報告分部。概無將經營分部合併以構
成下列報告分部：

─ 香港

─ 中國內地

─ 台灣

─ 新加坡

就位於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之公司而言，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載列於
下表。

上述各報告分部之收益主要源自經營影城、電影及影碟發行、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提
供廣告及顧問服務。台灣及新加坡報告分部分別指於台灣及新加坡營運之合營企業業績。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資源，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按下列基準監察各報告分部
應佔收益及業績：

分部收益及業績

收益按本地公司之外部客戶所在地分配至報告分部。開支參考該等分部之銷售額及該等
地理位置產生之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及攤銷產生之開支分配至報告分部。

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計算方法為除稅後經營溢利。

除收到有關除稅後經營溢利之分部資料外，管理層亦會獲得有關收益之分部資料。

管理層主要基於經營溢利評估表現，包括應佔合營企業之業績。分部之間定價一般按公
平原則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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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香港 中國內地 台灣 新加坡 綜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 經營影城 79,391 106,916 319,900 232,251 234,213 203,955 200,069 168,888 833,573 712,010
— 發行及製作 49,931 33,066 22,713 3,483 1,099 777 4,628 8,336 78,371 45,662
— 集團企業 1,022 1,539 – – – – – – 1,022 1,539          

報告分部收益 130,344 141,521 342,613 235,734 235,312 204,732 204,697 177,224 912,966 759,211
          

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19,496 18,188 1,638 (7,411) 24,232 21,302 27,797 27,419 73,163 59,498
          

對賬 — 收益

報告分部收益 912,966 759,211
應佔台灣及新加坡合營企業之收益 (440,009) (381,956)
分部間收益抵銷 (5,950) (1,474)
其他 (11,415) (9,905)  

455,592 365,876
  

對賬 — 除稅前溢利

來自外部客戶之報告溢利 73,163 59,498
未分配經營開支淨額 (22,961) (19,403)
非控股權益 631 (171)
所得稅 (9,311) (1,755)  

除稅前溢利 41,522 3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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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a) 財務費用

銀行貸款利息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8,377 9,009

 —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 13,425 6,846

融資租賃債務之財務費用 901 94

其他附屬借貸成本 2,820 2,173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負債之財務
 費用總額 25,523 18,122

減：已資本化並列入為租賃裝修之財務費用* (3,200) (6,800)
  

22,323 11,322
  

* 該項財務費用已按年利率介乎6.53%至8.46%資本化（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介乎5.25%至8.46%）。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2,386 7,991

服務提供成本 162,292 126,871

固定資產折舊 49,911 37,689

電影版權攤銷 13,109 15,548

出售一項可供出售股本證券之收益 (150) (7,91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189 56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2,578) 6,305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5,880) (5,354)

一項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 (566)
  

(c) 其他收入淨額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收入淨額中包括本集團就向一名中國
內地業主提出損失索償收取之賠償金淨額6,08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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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所列之稅項乃指：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本集團

即期所得稅

海外稅項撥備 9,557 7,204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6,017) (47)

  

3,540 7,157
遞延稅項 — 海外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2,851) (8,912)
  

(9,311) (1,755)
  

*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稅項抵免主要有關於落實相關計稅時撥回一
家中國內地附屬公司在過往期間所作之撥備。

於二零一三年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一二年：16.5%）
計算。

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適用即期稅率繳稅。

6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50,20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0,09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679,819,248
股（二零一二年：2,680,931,116股）計算。

(b)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及攤薄）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2,679,819,248 2,684,194,248
購回股份之影響 – (3,263,132)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及攤薄） 2,679,819,248 2,680,9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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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每股攤薄盈利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潛在攤薄股份。

7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授出介乎一至三個月之信貸期。就每名客戶設有信貸限額，而管理層會定期
審閱逾期結餘。於報告期末，以發票日期為基準及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
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一個月內 81,195 27,751
一至兩個月 6,004 45,545
兩至三個月 6,014 1,817
三個月以上 6,631 7,943

  

99,844 83,056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包括應收關連公司款項合共8,462,000港
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137,000港元）及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合共2,013,000港
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90,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可於一年內
收回。

8 貿易應付款項

截至報告期末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即期至三個月 72,875 64,029
四至六個月 6,948 14,185
七至十二個月 2,819 1,760
一年以上 16,838 15,301

  

99,480 95,275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貿易應付款項包括應付關連公司款項合共8,558,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3,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應要求償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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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更改會計政策
自二零一三年起，應用新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聯合安排 改變本
集團對台灣及新加坡共同控制公司的會計處理方法，由過往期間使用比例合
併法改為以權益法入賬。因此，比較數字已加以重列，而對中期財務報表的
財務影響已於附註2披露。

營運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為5,020萬
港元，較去年同期的4,010萬港元增加25%。有賴全球經濟穩步復甦、市況向好
及集團營運地區內已發展成熟的影城表現令人滿意，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上
半年錄得可觀增長。

本集團期內的營業額上升25%至4.56億港元。期內，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的多廳
影城票房收入增加49%。然而，由於嘉禾旺角電影城於二零一三年二月結業，
香港影城的票房收入減少27%。毛利率維持於約59%水平。本集團期內除利息、
稅項及折舊前盈利（包括分佔合營企業溢利及分佔聯營公司虧損）為1.08億港元，
較去年同期之8,200萬港元增加32%。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達5.84億港元（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5億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資
產負債比率增至30.6%（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7%），主要由於期內本
集團就發展中國內地影城網絡而增加銀行借貸及於香港購置辦公室所致。

業務回顧

影城業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中國內地開設3家影城共19
塊銀幕。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新加
坡營運72家影城共539塊銀幕，較去年59家影城共451塊銀幕大幅增加。期內，
本集團影城觀眾達2,000萬人次，而去年同期則為1,600萬人次。如按全數及總
額基準計算，票房總收入達10.99億港元，較去年同期顯著增長18%。期內上畫
的荷里活猛片計有《鐵甲奇俠3》、《狂野時速6》、《義勇群英：毒蛇反擊戰》及《超人：
鋼鐵英雄》，華語大片則有中國內地上映的《西遊：降魔篇》及《致我們終將逝去
的青春》；台灣上映的《大尾鱸鰻》及新加坡上映的《新兵正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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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各地影城的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內地 香港 台灣 新加坡

影城數目* 45（附註） 5 11 11
銀幕數目* 325 18 109 87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6.2 1.0 7.7 4.9
平均淨票價（港元） 39 69 62 58

*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中國內地再有四家影城已完成裝修並正在申請牌照，預期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或十月
全面開業。

本集團不斷追求完美的聲畫質素，務求為觀眾提供盡善盡美的電影觀賞體驗。
目前，本集團於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新加坡的銀幕均已全部安裝數碼投
影設備，另超過百分之六十的銀幕支援3D放映。本集團現已於旗下中國內地
的多廳影城安裝超過110套嶄新索尼4K超高解像投影系統。本集團有2塊數碼
IMAX®銀幕分別安裝於一間天津及常州的多廳影城，並計劃於中國內地開設
更多 IMAX®影城。香港共有三家影城配備93套D-Box Motion Chair，此系統能令
座椅配合銀幕上呈現之動作場面產生同步動作，令觀眾仿如親歷其境，得到
前所未有的震撼體驗。於台灣，本集團為獨家數碼 IMAX®營辦商，現有6塊數
碼IMAX®銀幕。期內，台灣將一塊傳統銀幕改裝成4DX影院，配備動感座椅之餘，
更能製造風吹、濃霧、閃電及香氣等特別效果，滿足觀眾對電影觀賞體驗不
斷轉變的期望。

中國內地

本集團中國內地影城的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內地城市地區的票房總收入上升
36%至人民幣110億元，而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的多廳影城所產生票房總收入則
較去年同期增加49%。期內，本集團於北京、東莞及馬鞍山增設共3家影城共
19塊銀幕。由於期內華語鉅片陸續上映、觀眾對高質素娛樂的需求日益增加
及中國政府實施有利政策，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的多廳影城於期內服務觀眾約
62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增長68%。平均票價由人民幣36元下降至人民幣32元，
因期內上映的高票價3D電影數量較少及為維持與其他影城營辦 商競爭而提
供更多折扣優惠。本集團將進一步完善及提升旗下影城的服務質素，透過提
供更物超所值的服務推動平均票價的增長。由於新開業的影城仍處於起步階段，
故中國內地影城業務對本集團的貢獻仍然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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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本集團香港影城的營運數據

期內，香港市場整體錄得票房收入7.64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的7.54億港元微升1%。
本集團香港影城今年的票房收入為6,700萬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9,300
萬港元），收入減少的原因為嘉禾旺角電影城於二零一三年二月結業及嘉禾
青衣電影城由二零一三年四月至六月期間進行裝修而局部關閉。本集團在嘉
禾青衣電影城添置19套D-Box Motion Chair，令D-Box Motion Chair總數增至93套。
剔除嘉禾旺角電影城後，其他五家影城的票房總收入增加約10%，實際升幅優
於香港整體票房的增長。

台灣

本集團台灣影城的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台北市的整體票房收入為19.2億新台
幣（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17.6億新台幣）。本集團擁有35.71%權益的威秀院
線的票房收入及入場人次分別較去年同期增長13%及16%，主要由於去年四月
開幕的新竹巨城威秀影城表現突出。威秀在台灣的市場佔有率維持約42%。
期內威秀將一塊傳統銀幕改裝成台灣首家4DX影院，大受市場歡迎，入座率
超過80%。期內，本集團分佔威秀的純利由去年同期的2,100萬港元增加14%至2,400
萬港元。

新加坡

本集團新加坡影城的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新加坡市場票房總收入為1.03億新加
坡元，略高於去年同期的9,500萬新加坡元。本集團擁有50%權益的嘉華院線仍
保 持 領 導 地 位，市 場 佔 有 率 達45%，期 內 票 房 收 入 達4,600萬 新 加 坡 元（二 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3,900萬新加坡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開幕的GV City 
Square及剛完成翻修的GV Jurong Point均有不俗表現，為本集團業績作出令人
滿意的貢獻。剔除去年同期因解決一項稅務爭議所產生之稅項抵免及撥回因
追溯應用新稅務法例而作出的稅項撥備合共約600萬港元後，期內本集團分佔
嘉華的純利較去年同期增加40%至2,600萬港元。

電影及電視節目發行及製作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電影發行及製作業務錄得收
益7,800萬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4,600萬港元）。本集團於中國內地、香
港、新加坡及台灣各地發行超過60部電影（其中兩部外語電影以特許權形式在
中國內地發行），票房總收入逾人民幣5,600萬元。此外，期內華語電視連續劇《諜
戰深海》亦為本集團帶來可觀回報。本集團的電影庫收藏超過140部擁有永久
性發行權的電影及電視節目，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版權收入貢獻。



– 20 –

前景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於國內外進一步擴大其影城網絡。本集團將於中國內地
及其他亞洲市場積極物色併購機會，增強電影製作及發行業務，提升橙天嘉
禾作為優質中國電影品牌的品牌知名度，並最終實現目標，成為亞洲電影娛
樂行業翹楚。

截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經營45家影城共325塊銀幕，
另有6家影城共41塊銀幕進行不同階段的內部佈置，並正籌劃開業事宜。根據
截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已簽訂的租賃協議，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四年底
在中國內地多個城市將經營73家影城共526塊銀幕。上述數字或因實際接場日
期、內部佈置、相關牌照申請進度及期內簽訂的新租賃協議而有所變動。本
集團亦計劃於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在台灣及新加坡翻新兩家共配備17塊銀幕的
現有影城。

有見華語電影需求日增，本集團將透過不同平台尋找機會繼續拓展其發行及
製作業務，與荷里活製片商合作製作電影，並為聯合製作華語電影及電視劇
發掘優質劇本。為使業務多元化發展得以達整合目的，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三
年下半年恢復製作中小型華語電影。與此同時，本集團會繼續物色外語猛片
的中國發行權。

目前，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十分充裕，財務槓桿比率合理。為配合快速增長，本
集團將動用可用銀行貸款信貸額度為中國內地的影城項目及其他拓展投資機
會提供資金。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期內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資產負債狀況，以內部資金、銀行借貸及累計保留溢
利為其業務撥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達5.84億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5億港元）。本集團的未償還銀
行貸款合共為8.78億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10億港元）。銀行貸
款增加主要是為中國內地的影城項目撥資及於香港購置辦公室所致。於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外部借貸除資產總值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
30.6%（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7%）。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將為數 4,700萬港元的現金結餘質押，作為取得銀行融資的抵押。管理層將
繼續監察資產負債比率結構，並會因應本集團發展計劃及經濟狀況的轉變作
出適當的調整，藉以限制潛在風險。本集團相信目前持有的現金及可供動用
的銀行融資足以應付其營運資金需求，而其財政狀況維持穩健可供繼續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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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資產與負債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惟與於台灣及新加坡之投資
有關聯之若干資產及負債則除外。本集團海外合營企業以當地貨幣經營業務，
本身所承受之外匯風險極低。鑑於貨幣市場反覆波動，故管理層決定維持大
量人民幣存款，從而降低外匯風險。董事將繼續評估外匯風險，並會考慮採
取可行的對沖措施，盡量以合理成本降低風險。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本 集 團 並 無 任 何 重 大 或 然 負 債 或 資 產 負 債 表 外 債 務（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1,398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95
名）全職僱員。本集團主要根據行業慣例釐定僱員薪酬。除薪金、佣金及酌情
花紅外，若干僱員或可就個人表現獲授購股權以作獎勵。本集團亦根據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設立定額供款退休褔利計劃，而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並無因任何僱員脫離退休福利計劃而產生沒收供款。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財務申報事宜，當
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深明良好企業管治對維持本集團競爭力及推動業務穩健增長之重要性。
本公司已採取措施，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守則條文，亦旨在提升本集團之整體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條文規定，惟以下情況除外：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4.1條守則條文，上市發行
人之非執行董事須按指定任期獲委任，並須遵守重選規定。全體非執行董事
並無指定任期， 惟須按本公司公司細則之相關規定，最少每三年於本公司之
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一次，並重選連任，此舉目的與指定委任任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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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不較企業管治守
則項下守則條文所載者寬鬆。

買賣及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出售或贖回其本身股份。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較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寬鬆之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彼等
均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
守則所載規定。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按上市規則規定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有財務
及其他相關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分別登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規定之所有資料，
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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