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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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

摘要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本集團
收益 1,292 1,277 15 1.2%
毛利 768 729 39 5.3%
除稅前虧損 (68) (186) 118 (63.4%)
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59) (180) 121 (67.2%)
每股基本虧損 (2.15)港仙 (6.58)港仙
    

• 收益增加1.2%至12.92億港元

• 毛利由7.29億港元增至7.68億港元

• 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由1.80億港元大幅減少至5,900萬港元

• 資產負債比率由28.7%跌至18.9%

• 本公司於年度結算日之後簽訂一項買賣協議，以出售中國內地影城業務，
代價為人民幣32.8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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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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綜合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審閱。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1,291,819 1,277,132

銷售成本 (523,466) (548,204)
  

毛利 768,353 728,928

其他收益 44,255 54,518
其他虧損淨額 (1,743) (41,964)
銷售及發行費用 (766,476) (775,424)
一般及行政費用 (130,198) (160,024)
其他營運費用 (228) (52,415)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 (4,949) (5,141)

  

經營業務虧損 (90,986) (251,522)

財務費用 6(a) (65,882) (39,635)
應佔合營企業之溢利 87,739 103,398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976 1,580

  

除稅前虧損 6 (68,153) (186,179)

所得稅 7  2,916 4,961
  

本年度虧損 (65,237) (181,218)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9,078) (180,471)
非控股權益 (6,159) (747)

  

本年度虧損 (65,237) (181,218)
  

每股虧損 8

基本 (2.15)港仙 (6.58)港仙
  

攤薄 (2.15)港仙 (6.5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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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 (65,237) (181,218)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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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境外附屬公司 (26,353) (31,999)
 — 香港境外合營企業 322 (6,275)
 — 香港境外聯營公司 (614) (706)

  

(26,645) (38,980)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91,882) (220,198)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85,323) (218,686)
非控股權益 (6,559) (1,512)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91,882) (2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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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41,800 139,159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80,240 1,255,487
租賃土地 123,749 124,882

  

245,789 1,519,52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11,269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201,122 263,290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 6,048 6,37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8,821 96,652
會籍 1,890 2,490
商標 80,524 80,524
商譽 57,233 75,203
遞延稅項資產 6,160 44,001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000 33,570

  

637,587 2,132,899
  

流動資產
存貨 1,025 6,596
電影版權 46,040 50,195
貿易應收款項 9 21,237 125,49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64,357 287,037
已抵押銀行存款 43,001 67,850
存款及現金 152,380 195,120
衍生金融工具 70,236 –
分類為持作待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11 2,120,002 –

  

2,518,278 732,294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222,634 432,901
可換股債券 9,547 –
貿易應付款項 10 43,494 89,53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5,939 192,511
遞延收益 3,737 147,197
融資租賃債務 276 15,702
應付稅項 1,164 7,404
分類為持作待售之出售組別負債 11 637,543 –

  

974,334 885,250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543,944 (15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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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181,531 1,979,943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88,300 336,977
可換股債券 174,067 –
融資租賃債務 269 37,332
其他金融負債 219,389 –
遞延稅項負債 9,471 12,419

  

591,496 386,728
  

資產淨值 1,590,035 1,593,21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74,252 274,252
儲備 1,257,350 1,305,58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531,602 1,579,837
  

非控股權益 58,433 13,378
  

權益總額 1,590,035 1,593,215
  



– 6 –

財務報表附註

1 遵例聲明

公佈所載財務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
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
編製。財務報表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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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提早採納之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附註3提供有關已於財務報表反映初次應用該等與本集團有關
之發展所引致目前及以往會計期間之會計政策出現任何變動之資料。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以及本集團於聯營
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益。

為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管理層須作出對政策應用以及資產、負債
及收支之列報金額構成影響之判斷、估計及假設。有關估計及相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
及於有關情況下視為合理之多項其他因素作出，其結果構成無法從其他途徑明確得到之
有關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之判斷依據。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估計及相關假設按持續基準審閱。倘會計估計之修訂僅影響修訂估計之期間，則該等修
訂於該期間內確認；或倘修訂對目前及未來期間均有影響，則於作出修訂之期間及未來
期間確認。

管理層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時所作出對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之判斷，以及估計
不明朗因素之主要來源於年報中討論。

3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本。概無此等發展對本集團目前或以往年度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編製或呈列方式構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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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收益

收益指出售電影、影碟及電視版權、電影及電視劇發行、影城經營所得收入、宣傳及廣告
服務、代理及顧問服務收入以及出售影音產品之所得款項。

本集團客戶基礎分散，概無客戶所涉及交易佔本集團收益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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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地區管理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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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用之內部匯報方式一致，本集團已呈列下列報告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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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提供廣告及顧問服務。台灣及新加坡之報告分部分別代表在台灣及新加坡經營之合營企
業之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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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之開支分配至報告分部。

報告分部溢利乃按經調整除稅後經營溢利計算，但不包括財務費用、匯兌差額及非經常
性項目。為計算得出經調整除稅後經營溢利，本集團之溢利就並非指定屬於個別分部之
項目（如董事及核數師酬金以及總辦事處或企業行政成本）作出進一步調整。

除收到有關除稅後經營溢利之分部資料外，有關收益之分部資料也會向管理層提供。

管理層主要基於經營溢利評估表現，包括應佔各分部之合營企業業績。分部之間定價一
般按公平原則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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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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中國內地 台灣 新加坡 綜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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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 經營影城 236,490 257,274 1,060,593 1,020,710 447,488 496,601 392,599 389,311 2,137,170 2,163,896

 — 發行及製作 33,459 28,973 1,051 14,915 3,053 5,771 7,476 7,762 45,039 57,421

 — 集團企業 1,539 1,211 4,832 4,351 – – – – 6,371 5,562          

報告分部收益 271,488 287,458 1,066,476 1,039,976 450,541 502,372 400,075 397,073 2,188,580 2,226,879
          

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16,582 30,280 (46,188) (120,905) 24,180 38,222 62,014 61,212 56,588 8,809
          

收益調節表

報告分部收益 2,188,580 2,226,879

應佔台灣及新加坡合營企業之收益 (850,616) (899,445)

分部間收益抵銷 (41) (1,862)

其他 (46,104) (48,440)  

綜合收益 1,291,819 1,277,132
  

除稅前虧損調節表

來自外部客戶之報告溢利 56,588 8,809

未分配經營開支淨額 (115,666) (189,280)

非控股權益 (6,159) (747)

所得稅 (2,916) (4,961)  

除稅前綜合虧損 (68,153) (18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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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a) 財務費用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30,577 36,275
可換股債券利息 29,007 –
非控股權益認沽期權利息 1,553 –
融資租賃債務之財務費用 3,344 3,305
其他附屬借貸成本 1,401 2,555

  

並非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財務費用總額 65,882 42,135
減：已資本化並列入為租賃物業裝修之財務費用* – (2,500)

  

65,882 39,635
  

*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已資本化之財務費用。截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費用已按年率介乎5.39%至6.13%資
本化。

(b)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附註 (i)） 212,080 211,623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460 1,394
以股權結算之股本付款開支 – 17,375

  

213,540 230,392
  

(c) 其他項目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成本 34,233 34,001
服務提供成本 478,802 472,27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9,418 159,696
電影版權攤銷（附註 (ii)） 10,431 41,927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回）╱減值 (14,122) 14,122
商譽減值 – 16,425
電影版權減值 108 5,119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收益 (24,261) –
撇銷貿易應收款項 – 13,782
核數師酬金 4,952 3,811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費用
 — 最低租賃付款 199,362 183,664
 — 或然租金 31,664 44,107
租金收入減直接支出 (14,175) (14,604)

  

附註： (i) 該金額包括長期服務金撥備。

 (ii) 年內電影版權攤銷已計入綜合收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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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之稅項指：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即期所得稅

香港稅項撥備 1,163 1,724

海外稅項撥備 13,572 7,57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3) (1,191)
  

14,712 8,112
  

遞延稅項 — 海外

暫時差異之撥回 (17,628) (13,073)
  

(2,916) (4,961)
  

附註：

(i) 於二零一六年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一五年：
16.5%）計算。

(ii) 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25%（二
零一五年：25%）計算。

(iii) 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適用即期稅率繳納。

(iv)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來自台灣合營企業之獲分派盈利
支付所得稅7,03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86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來自台灣合營企業之累計盈利（將
於可見之未來分派予本集團）撥備所得稅4,08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5,56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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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 股 基 本 虧 損 乃 根 據 本 公 司 股 權 持 有 人 應 佔 虧 損59,078,000港 元（二 零 一 五 年：
180,471,000港 元）及 年 內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之 加 權 平 均 數2,742,519,248股（二 零 一 五 年：
2,742,519,248股）計算得出。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及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2,742,519,248 2,742,519,248

  

(b) 每股攤薄虧損

每股攤薄虧損乃假設在所有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獲兌換後，透過調整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本公司擁有兩類（二零一五年：一類）攤薄潛在普通股：購股
權及可換股債券（二零一五年：購股權）。可換股債券假設已獲轉換為普通股，而虧損
淨額已就抵銷利息開支減稅務影響予以調整。購股權乃透過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所
附認購權之幣值釐定可按公允值（按期內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釐定）收購之股份數
目計算。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計算每股經調整虧損時並無計入可換股債
券假設獲轉換及購股權假設獲行使所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原因為彼等具有反攤
薄影響。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計入購股權假設
獲行使所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原因為彼等對每股虧損並無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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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授出介乎一至三個月之信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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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10,841 94,247

一至兩個月 3,564 1,835

兩至三個月 585 2,352

三個月以上 6,247 27,062
  

21,237 125,496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包括應收關連公司款項合共
41,97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4,909,000港元）及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1,452,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3,822,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可於一年內收回。誠如附註11所載，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出售組別相關之應收關連公司貿易應收款項41,012,000

港元已重新分類為持作待售。

10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32,266 71,034

四至六個月 162 258

七至十二個月 383 5,239

一年以上 10,683 13,004
  

43,494 89,535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付款項包括應付關連公司款項合共
35,765,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6,844,000港元）。有關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應要求償還。
誠如附註11所載，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出售組別相關之應付關連公司貿易
應付款項35,734,000港元已重新分類為持作待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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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持作待售之出售組別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鉅滿有限公司（「鉅滿」）與美視
角有限公司（「美視角」）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鉅滿有條件同意出售而美視角
有條件同意購買橙天嘉禾影城有限公司（「橙天嘉禾影城」）全部股權，代價為人民幣32.86
億元（「出售事項」）。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進行視作出售事項後，中
國內地經營本集團影城業務之橙天嘉禾影城（中國）由橙天嘉禾影城及嘉興信業創贏肆號
投資合伙企業分別擁有92.59%及7.41%權益。

根據買賣協議，橙天嘉禾影城將於出售事項完成前進行重組（「重組」），僅納入與本集團
中國內地影城業務相關之實體。經計及重組之影響後，橙天嘉禾影城之資產及負債由持
作待售之出售組別組成。出售事項預期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完成。

管理層根據出售事項之事實及具體情況進行評估，出售組別分類為持作待售之標準已於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獲達成。持作待售之出售組別資產及負債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開呈列，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出售組
別資產及負債主要類別如下：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分類為持作待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投資物業 87,662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204,33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628
商譽 18,587
遞延稅項資產 49,755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880
存貨 11,710
貿易應收款項 125,448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42,275
存款及現金 355,722

 

2,120,002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分類為持作待售之出售組別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51,26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3,494
遞延收益 167,226
銀行貸款 206,711
融資租賃債務 51,037
應付稅項 7,808

 

63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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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及財務回顧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收益較去年增加1.2%至12.92億港元，而毛利則增加5.3%至
7.68億港元。毛利率亦改善至59.4%（二零一五年：57.1%）。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虧損較去年1.80億港元大幅減少67.2%至5,900萬港元。

收益增加歸功於中國內地地區，該區增設9家新影城共57塊銀幕。儘管因人民
幣貶值而蒙受匯兌虧損4,500萬港元（二零一五年：4,100萬港元），加上於二零
一六年二月發行可換股債券而產生額外財務費用及相關開支2,900萬港元，惟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大幅減少67.2%至5,900萬港元。虧損減少主要由於
年內持續改善已升級影城之經營效率、減省購股權開支等經營及行政開支及
減少資產減值撥備。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1.52億港元（二
零一五年：1.87億港元）。本集團之未償還借貸5.95億港元（二零一五年：7.70億
港元）主要包括計息銀行貸款4.11億港元及可換股債券1.84億港元。計息銀行
貸款以已抵押現金、辦公室物業及本公司兩間附屬公司之股權作抵押。本集
團堅持審慎理財，其按借貸總額除資產總值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下降至18.9%
（二零一五年：28.7%），原因為本集團致力維持更穩健的流動資金狀況。

業務回顧

影城業務

年內，本集團開設9家影城共60塊銀幕，並收購1家影城共5塊銀幕。截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新加坡共營運107
家影城共781塊銀幕。本集團影城觀眾超過5,200萬人次，而去年同期則為5,100
萬人次。如按全數及總額基準計算，票房總收入達25.68億港元，較去年微跌3.8%。
年內上映之荷里活猛片主要有《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優獸大都會》、《蝙蝠
俠對超人：正義曙光》、《怪獸與牠們的產地》、《死侍：不死現身》、《奇異博士》
及《變種特攻：天啟滅世戰》。華語猛片主要有中國內地及香港上映之《美人魚》、
《葉問3》、《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及《賭城風雲 III》；台灣上映之《萌學園：
尋找磐古》；及新加坡上映之《我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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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各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內地 香港 台灣 新加坡

影城數目* 76 6 14 11
銀幕數目* 531 23 136 91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24.8 2.4 15.7 9.4
平均淨票價（港元） 34 83 58 57

*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不斷追求完美聲畫質素，務求為觀眾帶來嶄新電影觀賞體驗。本集團
所有銀幕已全面安裝數碼設備且支援3D放映。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在中國內
地新安裝兩塊 IMAX®銀幕，而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台灣及
中國內地共有12塊 IMAX®銀幕。本集團亦一直為觀眾提升觀影體驗，在各地影
城裝設4DXTM、D-Box動感座椅、先進環迴杜比全景聲系統及DTSX音響系統。

中國內地

本集團中國內地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影城數目* 76 67
銀幕數目* 531 474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24.8 21.3
平均淨票價（人民幣元） 29 33
票房總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792 752

*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扣除政府稅項及徵費前

中國內地之票房總收入由去年人民幣439億元增加3.6%至人民幣455億元，而
本集團中國內地多廳影城產生之票房總收入則較去年增加5.3%至人民幣7.92
億元。於回顧年內，本集團於深圳、天津、佛山、西安及長沙等城市增設8家新
影城共52塊銀幕，並於武漢向當地營運商收購1家影城共5塊銀幕。儘管因在
競爭激烈地區進行多項市場推廣活動刺激入場人次以致平均票價由人民幣33
元下降12.1%至人民幣29元，惟本集團於中國內地服務觀眾約2,500萬人次，較
去年增長16.4%。



– 16 –

位於深圳觀瀾湖之全新概念多廳影城於二零一六年一月開業，為華南地區首
個單棟式 IMAX影廳，備有7個配備4K數碼技術之3D影院，同時設有書店及餐
飲區，可將更完善、輕鬆的娛樂環境帶給每位顧客。

年內上映之多套猛片《美人魚》、《優獸大都會》、《怪獸與牠們的產地》及《美國隊
長3：英雄內戰》廣受觀眾歡迎。為吸引及留住觀眾，本集團繼續提供折扣優惠，
推行會員福利計劃及專享活動以及透過網上及應用程式購票，藉以推動平均
票價及顧客觀影次數增長，同時為觀眾帶來物超所值之體驗及優越服務。

於回顧年內，中國內地影城業務之淨虧損為4,200萬港元，而去年則為9,700萬
港元。虧損減少主要由於持續改善已升級影城之經營效率，有助提高票房及
非票房收益，並同時推行嚴格成本監控措施。因應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本
集團將不斷檢視票價策略，從而優化其盈利能力。

香港

本集團香港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影城數目* 6 6
銀幕數目* 23 24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2.4 2.7
平均淨票價（港元） 83 78
票房總收入（百萬港元） 203 212

*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回顧年內，香港市場整體票房收入為19.6億港元，較去年同期19.8億港元減
少1.0%。本年度，本集團香港影城之票房收入為2.03億港元（二零一五年：2.12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2%。票房收入減少主要由於備有三個影廳之嘉禾
港威戲院於二零一六年二月關閉，抵銷了於二零一六年七月開業，備有兩個
影廳之全新嘉禾粉嶺所增加之入場觀眾。由於上演更多平均票價較高之特別
節目，加上嘉禾黃埔影城及嘉禾粉嶺影城等翻新及新增影城票價有所提高，
故平均淨票價增長6.4%至83港元。撇除年內關閉及增設影城之影響，票房收
入較去年同比增長1.4%，優於市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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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令旗下影城成為更全面的娛樂樞紐，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在旗下院線上
演81場特別節目，當中包括一場現場直播演唱會，較去年42場激增92.9%。我
們已組建一隊經驗豐富的團隊負責籌辦特別節目，並得到一群特別節目觀眾
鼎力支持，成功上演包括18場現場直播「μ's Final LoveLive!」在內之特別節目，
該節目錄得入座率高達96.8%，平均票價為300港元，成績令人鼓舞。

台灣

本集團台灣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影城數目* 14 13
銀幕數目* 136 127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15.7 17.4
平均淨票價（新台幣） 240 240
票房總收入（十億新台幣） 3.8 4.2

*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內，台北市票房收入為39.1億新台幣，較去年42.1億新台幣減少7.1%，原因為
缺乏破記錄猛片。與市場走勢一致，本集團擁有35.71%權益之威秀院線（「威秀」）
錄 得 票 房 總 收 入37.60億 新 台 幣（二 零 一 五 年：41.77億 新 台 幣），較 去 年 減 少
10.0%，原因為入場觀眾人次下跌。因此，本集團分佔威秀之純利由去年同期3,820
萬港元減至2,420萬港元。然而，威秀一直佔據台灣領先地位，其市場佔有率為
41.8%。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威秀在台灣共有14家影城共136塊銀幕。年內，
林口三井Outlet Park共9塊銀幕之新影城開業，當中包括一個4DXTM影廳及兩個
「MAPPA」影廳，在觀影之餘為觀眾提供餐飲及娛樂服務。

本集團奉行打造全面娛樂樞紐策略，廣受歡迎的「UNICORN」手工爆米花業務
於年內由一個影城擴展至六個影城。年內，威秀院線亦設立三間提供多款西
班牙式創意料理之「MAGO」餐廳及一間全新「Unicorn Café」，提供更廣泛的餐
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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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本集團新加坡影城之營運數據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影城數目* 11 11
銀幕數目* 91 91
入場觀眾（百萬人次） 9.4 9.3
平均淨票價（新加坡元） 10.2 10.1
票房總收入（百萬新加坡元） 96 94

*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回顧年內，新加坡票房收入維持穩定，為2.19億新加坡元（二零一五年：2.21
億新加坡元）。本集團擁有50.0%權益之嘉華院線繼續穩踞領導地位，市場佔
有率為43.7%，年內錄得票房收入9,600萬新加坡元（二零一五年：9,400萬新加坡
元），較去年增加2.1%。票房收入增加主要有賴嘉華Tiong Bahru影院經關閉進
行翻新一年後重開。全新嘉華Tiong Bahru影院設有800個座位，影院設計嶄新
並配備全新重點技術，包括Quick tixTM、自動售票機及自動閘門，為顧客帶來
前所未有的簡單、快捷及有效率的電影體驗。荷里活猛片在新加坡市場一直
叫座，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溢利貢獻。年內上映之荷里活猛片包括《美國隊長3：
英雄內戰》、《優獸大都會》、《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怪獸與牠們的產地》、
《死侍：不死現身》、《奇異博士》及《變種特攻：天啟滅世戰》。年內，本集團分佔
嘉華院線之純利增加1.3%至6,200萬港元。

電影及電視節目發行及製作

本集團就電影發行及製作業務錄得收益4,500萬港元（二零一五年：5,700萬港元），
較去年同期減少21%。發行收益主要源自發行多部猛片，例如於香港發行《幻體：
續命遊戲》、《賭城風雲 III》及《紀念日》、於台灣發行《葉問3》以及於新加坡發行《屍
殺列車》。製作業務方面，本集團將於未來數年透過自資以及與本地及海外製
作公司合作，繼續製作高質素的電影與電視節目以及授權商品重新開發。本
集團擁有永久性發行權之電影片庫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版權收入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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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為提升股東價值並加強本集團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本公
司訂立買賣協議，以出售中國內地影城業務（「出售業務」），代價約為人民幣
32.86億元（「出售事項」）。本公司擬將所得款項淨額用作本集團未來投資及擴展、
派發特別股息、償還第三方債務以及一般營運資金。

目前，出售業務之規模小於其於中國內地之競爭對手。本公司相信規模較大
之策略參與者將令出售業務有更佳增長，全面體現其價值及潛力。出售業務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均產生虧損，對本集團整
體盈利能力構成壓力。與規模較大之參與者競爭將須作出重大投資以發展出
售業務，此舉可能導致本公司產生額外融資成本及折舊開支，對本集團日後
之財務狀況構成負面影響。

基於近期中國內地影院業的合併趨勢日盛，董事認為，把握機會按公允之估
值出售出售業務符合本集團及股東利益。由於出售事項之代價遠高於出售業
務之資產淨值，本公司相信，按上述代價全面出售出售業務將對股東有利，
並更有效體現本集團資產之公允值。

預期本公司將錄得出售事項之收益約23億港元。透過進行出售事項重新調配
本集團之資源將讓本集團進一步發展其餘下業務及營運。出售事項之部分所
得款項淨額將用作擴展香港業務以及中國內地製作及發行業務。具體而言，
預期本集團將繼續透過主導製作過程或以少數投資者身分投資於電影，創造
及尋求具有龐大票房回報潛力之優質電影製作項目方面之投資機會。

有關出售事項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三日刊發之通函。

前景

展望二零一七年，本集團將繼續旗下影城業務分部之影院網路擴張計劃，不
同地區高質素團隊將不斷於市場上物色具有良好市場滲透力之影城地點、估
價偏低之收購目標及有利可圖之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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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方面，本集團將進一步投資於影城業務，透過於租約期滿時與其他影城
營運商競爭彼等目前經營之現有影城地點藉以每年開設平均一至兩家新影城，
物色目前不設任何影城之人口稠密地區以發掘機會開設新影城，及╱或視乎
市場上新址供應及商業條款是否可行而收購其他影城營運商之現有影城地點。
隨著過去數年成功籌辦特別節目，本集團將乘勢與不同製作公司攜手合作，
在旗下影城為亞洲藝人舉辦小型演唱會及見面會等綜藝活動。預期對特別節
目之需求增長將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溢利。與此同時，本集團將貫徹全面娛樂
樞紐策略以拓展其餐飲業務，例如走可愛優雅路線、專售可口甜點肉桂棒的
新食肆「Joō de Rolls」，以及營運已上軌道的咖啡店「Why n.O.T」。出售事項完
成後，本集團將進一步投資於電影及影碟製作及發行業務。

中國內地方面，本集團計劃於出售事項完成後每年製作及╱或共同投資於全
新中型至大型電影，從而推動電影、影碟及電視製作業務發展。借助本集團
在發行網絡奠定之基礎，本集團將擴大其發行業務，購入更多已製作完成，
具質量及盈利潛力的電影發行權。

台灣方面，威秀將堅持旗下影院網路擴張計劃，現正審視及探討超過20個具
有潛力的地點及合作機會，並預期將於未來數年開設更多影城。此外，為配
合本集團全面娛樂樞紐策略，威秀將繼續拓展其餐飲業務。於年結日後，一
間以荷里活電影風格設計之「Hello Kitty Red Carpet」主題餐廳於二零一七年一
月在林口開業，並深受年青人歡迎。

新加坡方面，本集團將繼續在市場上積極物色合適之影城地點，藉以發展業務。
預期將於未來數年在SingPost、Bedok及Funan分別增設3家影城，內設共21塊銀
幕及1,795個座位。透過奉行分散盈利來源之策略以達致可持續發展，部分新
影城將加設4DXTM 動感座椅影廳及雙子情侶座位等先進設施以提供非凡觀影
體驗，亦將設有傳統影廳以迎合普羅大眾之喜好。

由於全球經濟仍然挑戰重重，本集團將密切留意地區經濟狀況，並相應調整
其策略及部署。本集團相信，出售事項將為其帶來強勁現金流量及穩健財務
狀況，同時我們將繼續積極在與本集團現有業務相關之地區媒體、娛樂及科
技領域尋覓投資機會。長遠而言，董事有信心本集團定能在回報及資產淨值
方面均取得可持續及穩定的長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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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達1.52億港元（二
零一五年：1.87億港元）。本集團之未償還貸款達5.95億港元（二零一五年：7.70
億港元），主要指為數1.84億港元（二零一五年：無）之可換股債券及4.11億港元（二
零一五年：7.70億港元）之銀行貸款。本集團按借貸總額除資產總值計算之資
產 負 債 比 率 為18.9%（二 零 一 五 年：28.7%），而 現 金 負 債 比 率 則 為36.2%（二 零
一五年：36.0%）。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為數6,300萬港元之
銀行結餘質押，作為取得銀行借貸之抵押。為降低本集團發展計劃及經濟狀
況之潛在風險，管理層將繼續監察資產負債比率及於有需要時作出相應調整。
目前，本集團維持合理財務槓桿比率。同時，本集團將透過股本融資及任何
可動用的銀行貸款融資，為影城項目、潛在有利可圖之收購商機提供資金配
合其擴展計劃。本集團相信目前持有之現金及備用財務融資將足以應付其營
運資金需求。

本集團之資產與負債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惟若干與新加坡及台灣投資
有關之資產及負債除外。本集團海外合營企業以當地貨幣經營業務，所承受
之外匯風險極低。董事將持續評估外匯風險，並會考慮採取可行對沖措施，
盡量以合理成本降低風險。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
重大或然負債或資產負債表外債務（二零一五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1,745名（二零一五年：1,566名）全
職僱員。本集團主要根據行業慣例釐定僱員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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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並無因僱員脫離退休福利計劃而產生任何沒收供款。

末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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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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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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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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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
司守則所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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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穩健增長之重要性。本
公司已採取措施，以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守則條文，同時亦提升本集團之整體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
則條文規定，惟第A.4.1及E.1.2條守則條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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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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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第E.1.2條守則條文，董事會主席伍克波先生須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然而，伍克波先生因其他公務而未能出席上
述股東週年大會。擔任上述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之李培森先生，連同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之其他董事會成員具備足夠能力及知識於股東週年大會解答提問。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審
核委員會由董事會任命，負責評估與財務報表有關之事宜及履行職責，包括
審閱本公司之財務監控及內部監控、財務及會計政策及常規，以及與外聘核
數師之關係。審核委員會已檢討內部監控制度及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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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將初步公佈所載有關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
他全面收益表以及相關附註之財務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草擬
本所載金額比較，並確認兩者相符。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方面所進行工
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
香港審驗應聘服務準則所作審計、審閱或其他審驗應聘，因此核數師不會作
出任何保證。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公佈刊載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

致謝

最後，董事會謹藉此機會鳴謝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僱員所作出的努力及貢獻，
並就股東、客戶及業務夥伴對本集團發展投以信任及支持致以謝意。

承董事會命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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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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