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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3D Digital Entertainment Limited
中國 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78）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半年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
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
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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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
旨在提供有關中國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
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
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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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錄得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六個月期間」）之總收入約80,9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55,200,000港
元。於六個月期間，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5,6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錄
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1,400,000港元。

於六個月期間，藝人管理分部為收入貢獻約29,1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42,200,000港元）。自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經銷與特許之業務分部取得之收入約
為33,5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8,200,000港元）。經營電影院分部之收入約
14,3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400,000港元）。放貸業務之收入約4,000,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1,400,000港元）。

前景
可能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並無法律約束力之
諒解備忘錄，據此，本公司有意出售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影聯院線有限公
司（「影聯」，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目標集團」）已發行股份之51%，總代價為
62,220,000港元，須以現金支付。

目標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於中國廈門、廣州及重慶營運戲院。該名投資者為獨立第
三方，且與本公司概無關連。於本公告日期，尚未簽署及敲定最終協議。

戰略合作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宣佈，其將與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司（「愛
奇藝」），一間在全中國擁有數量最多的線上電影庫及中國最大的視頻平台，發展
長遠的戰略合作，據此，本公司與愛奇藝同意將由現時起共同投資、製作及發行
每套電影。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簽訂及敲定最終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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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認購事項及可能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本公司(i)與昇飛國際數碼特效製作有限公司（「目標
公司」）簽訂一份無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據此，本公司有意認購目標公司經
認購事項擴大後之10%普通股，代價為10,000,000港元，須以現金支付（「可能認購
事項」）及(ii)與目標公司之股東黃宏達先生（「黃先生」）簽訂一份無法律約束力之
諒解備忘錄，據此，本公司有意收購而黃先生有意出售其股份，相當於目標公司
經認購事項擴大後屆時已發行股份之20%，代價為20,000,000港元，須以現金支付
（「可能收購事項」）。於完成可能認購事項及可能收購事項後，本公司將合共持有
目標公司已發行股本之30%。

目標公司為亞洲最先進視覺效果製作公司之一，主要為電影及廣告提供諮詢、拍
攝、動畫、視覺效果、2/3D轉換，以及後期製作等，曾經參與的電影包括《黃飛鴻
之英雄有夢》、《寒戰》、《讓子彈飛》、《賭城風雲》和荷里活大片如《鐵甲奇俠》、《虎
胆龍威4》。目標公司在視覺效果及數碼影像範疇獲獎無數，其製作的電影曾於第
3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獲得最佳視覺效果獎、而台灣金馬獎、紐約影展等國際性
頒獎禮中亦獲得重要獎項。於本公告日期，尚未簽訂及敲定最終協議。

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本公司與Starz Holdings Limited （「目標公司」）之股
東鄒世龍先生（「鄒先生」）簽訂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收購而鄒先生出售其股份
（相當於目標公司已發行股本之40%）（「收購事項」）。代價之支付方式將為

(i)6,600,000港元須以現金支付加調整金額；及(ii)7,000,000港元須以可換股債券形
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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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擁有數間頗有知名度之附屬公司，例如種星堂有限公司、種星堂娛樂有
限公司等（目標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種星堂」）。種星堂由一班在時裝及娛
樂工作事業上擁有豐富經驗的業內人才組成，為亞洲區提供全面的模特兒服務及
藝人服務之經理人公司，並致力於發掘具演藝潛質的模特兒及新人進軍海外及亞
洲的娛樂圈，且於模特兒界內擁有最全面的專業知識，成為本地著名的模特兒經
理人公司之一，領導業內的國際級模特兒管理制度。種星堂旗下擁有眾多不同年
齡、類型、國藉的著名模特兒及藝人，包括周柏豪、連詩雅和陳瀅等，並為彼等
安排本地及海外工作，包括平面廣告、雜誌硬照拍攝、電視廣告、時裝表演、音
樂錄像、形象指導、宣傳推廣及試鏡服務等。收購事項之詳情披露於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一月十八日之通函。

股東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收購事項。

經考慮穩定利息收入流及放貸業務之前景，本集團擬擴展其放貸業務，該業務主
要為向具有良好信用記錄之香港客戶提供按揭貸款及個人貸款。鑒於現有營運及
發展，董事會對此業務分部之未來前景抱樂觀態度。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不含應付款）約為84,5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68,100,000港元）。於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資產
負債比率（即借貸總額佔總資產之百分比）為13.5%（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6.2%）。

除股本及儲備外，本集團亦利用自營運產生之流動現金及借貸（主要包括可換股
債券、應付承兌票據及短期貸款）以撥付營運所需資金。應付承兌票據以港元計值，
為無抵押、免息及具有固定還款期。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其他外部借
貸。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所持有之現金乃主要以港元計算。本集團透過密切監視
外匯匯率變動之方式管理其外匯風險。管理層定期審閱外匯風險，並於必要時採
取適當措施緩和風險。本集團於六個月期間內並無經歷重大外匯匯率波動。



5

資本架構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之資本架構之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本公司根據於記錄日期本公司股東名冊上合資格股
東每持有一（1）股獲發三（3）股紅股之基準發行及配發2,874,568,668股紅股。紅股
發行之詳情分別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五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
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之通函。

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承擔總額約為381,800,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399,100,000港元）。

僱員人數及薪酬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僱員人數為106名（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93名），包括全職及兼職僱員。僱員薪酬乃按個別人士之責任、表現及經驗而釐定。
為向員工提供激勵或獎勵，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
於六個月期間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持續關連交易及提供財務援助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九日（「協議日期」），Wit Way（作為業主）、同銳有限公司（於
協議日期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易還財務投資有限公司（前稱無限創意控股有限公司）
（「易還財務」）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振榮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兩者均作為租戶）就租賃位於香港之物業共同訂立租賃協議。租賃協
議之租期為期三年，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每月租金（包括管理費及政府地租）為220,000港元（相當於每年2,640,000港元），惟
不包括政府差餉及所有其他開支。該物業之租金、政府差餉及所有開支將由二位
租戶平均分擔。

倘若其中一方未能根據該協議履行其租賃責任，則另一方將有責任承擔該方尚未
支付之或然租金每年1,320,000港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承擔或然租金責任構
成提供財務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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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租賃協議續期兩年（「新租賃協議」），由二零一五年
十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包括首尾兩日），每月租金325,000港
元。新租賃協議不會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訴訟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二日，Green Giant Investments Limited（「Green Giant」）向本公
司發出一份傳訊令狀（「該令狀」），該令狀指稱本公司拒絕及╱或不合理地拒絕登
記承兌票據（「票據」）之轉讓或於龍彩控股有限公司轉讓票據後按要求發行新承兌
票據予Green Giant。

Green Giant申索票據本金額14,160,000港元、根據票據之條款所述由作出付款提示
起直至款項全數支付為止以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以及所涉及開支與訟費。法院
已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頒令同意原告之申請並根據其傳訊令狀批出最終裁
決。本公司已提交文件開始上訴程序。

董事認為，14,160,000港元之應付票據乃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恰當地確認，因
此，董事認為該訴訟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營運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業績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期間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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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 3 54,161 30,494 80,919 55,185

其他收益  356 44 758 129

銷售成本 3 (37,096) (25,585) (60,932) (45,190)

銷售及經銷費用  (2,291) (472) (4,969) (2,249)
     

行政費用  (15,582) (13,247) (29,559) (20,727)

強制按公允價值
 計量透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計算的投資
 之公允價值變動  248 90 871 2,028
     

財務費用  (1,653) (268) (3,692) (580)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636 – 731 –

應佔合營公司之業績  (1) 3 4 (4)
     

除稅前虧損 4 (1,222) (8,941) (15,869) (11,408)

稅項 5 – – – –
     

期間內虧損  (1,222) (8,941) (15,869) (11,408)
     

下列應佔期間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428) (8,941) (15,628) (11,408)

非控股權益  206 – (241) (1)
     

  (1,222) (8,941) (15,869) (1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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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產生
 之匯兌差額  (786) – (694) –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投資之
 公允價值變動  (12,861) (9,762) (17,114) (8,770)
     

期間內全面虧損總額
 （扣除所得稅）  (13,647) (9,762) (17,808) (8,770)
     

期間內全面虧損總額  (14,869) (18,703) (33,677) (20,179)
     

下列應佔期間內全面
 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5,075) (18,703) (33,436) (20,178)

非控股權益  206 – (241) (1)
     

  (14,869) (18,703) (33,677) (20,179)
     

每股虧損（二零一四年：
 經重列） 6

  基本及攤薄  (0.06)港仙 (2.4)港仙 (0.61)港仙 (3.0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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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7
物業、機器及設備  8 27,629 15,66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198 5,467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111 107
按公允價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投資 10 22,768 21,97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1 69,437 83,636
影片權利及製作中影片 7 210,824 196,009
應收貸款 12 5,272 7,626
    

  342,239 330,484
    

流動資產
存貨 13 69 60
應收貸款 12 111,050 43,505
貿易應收款 14 18,277 3,97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1 66,799 16,228
按公允價值列入損益之投資 15 35,380 –
已抵押銀行存款  5,984 6,032
銀行及現金結餘  47,353 20,722
    

  284,912 90,51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  27,850 9,621
應計費用、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  74,335 63,952
其他借貸 17 66,390 49,728
可換股債券  2,000 2,000
應付承兌票據  14,160 14,160
應付融資租約  365 365
應付稅項  9 9
    

  185,109 139,835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99,803 (49,31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42,042 28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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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應付融資租約  1,560 1,823
資產報廢撥備  1,914 1,941
    

  3,474 3,764
    

資產淨值  438,568 277,40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8,328 1,582
儲備  401,095 276,4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39,423 278,017
非控股權益  (855) (614)
    

總權益  438,568 27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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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由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保留
   投資  可換股債券  購股權 盈利╱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繳入盈餘 權益儲備 換算儲備 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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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4,026 181,881 (14,591) 102,180 766 109 – (6,680) 267,691 485 268,176

期間內全面虧損總額 – – (8,770) – – – – (11,408) (20,178) (1) (20,179)

因發行紅股而發行股份 115,261 (115,261) – – – – – – – – –

因配售而發行股份 32,828 99,526 – – – – – – 132,354 – 132,354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3,546) – – – – – – (3,546) – (3,546)

確認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 – – – – – 3,984 – 3,984 – 3,984

於購股權行使時發行股份 7,603 2,403 – – – – (2,403) – 7,603 – 7,603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
 部分權益 – – – – – – – 37 37 (484) (447)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59,718 165,003 (23,361) 102,180 766 109 1,581 (18,051) 387,945 – 387,945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 1,582 184,209 (69,433) 261,837 – 55 – (100,233) 278,017 (614) 277,403

期間內全面虧損總額 – – (17,114) – – (694) –  (15,628) (33,436) (241) (33,677)

因發行紅股而發行股份 28,746 (28,746) – – – – – – – – –
因配售而發行股份 8,000 192,000 – – – – – – 200,000 – 200,000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5,158) – – – – – – (5,158) – (5,158)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38,328 342,305 (86,547) 261,837 – (639) – (115,861) 439,423 (855) 43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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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127,717) (71,222)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52,480) (38,377)
產生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207,522 127,67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27,325 18,075
匯率變動影響 (694) –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722 13,886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7,353 31,96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47,353 3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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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
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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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需於本期間強制生效之若干新訂或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應用上述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已一致應用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而該等政策與編製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之核數
師審核或審閱，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收入

收入按已收或應收代價之公允價值計量，並於可能有經濟利益流入本集團及收入金額能可
靠計量時予以確認。

(a) 藝人管理服務費收入於提供服務時確認。

(b) 影片製作與相應權利之特許使用之收入於製作完成及推出並能可靠計算有關款項時確
認。

(c) 影片經銷之收入於本集團確定有權收取有關款項時確認，即為母片或材料已交予客戶
或向客戶發出交付通知時。

(d) 票房收入於已向買方提供服務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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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金融資產（包括放債）之利息收入按時間基準就未償還之本金金額根據實際利率計算，
其為將估計未來現金收入通過金融資產預期壽命確切折現為該項資產之賬面淨值之利
率。

(f) 租金收入乃按租期以直線法確認。

 截至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期間內收入分析如下：

藝人管理服務收入及音樂製作 17,437 24,653 29,099 42,217

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特許與經銷 26,046 3,161 33,492 8,226

放貸
 －貸款利息收入 3,374 986 4,020 1,376

經營電影院 7,304 1,694 14,308 3,366
    

 54,161 30,494 80,919 55,185
    

3. 分類資料

根據本集團內部財務報告，本集團已根據所提供之類似產品及服務確定經營分部。經營分
部由指定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之高級管理層確定，以決定分部資源分配及評估其表現。

本集團有五個呈報分部：(i)藝人管理服務及音樂製作；(ii)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特許與經銷；
(iii)放貸；(iv)證劵及債劵投資；及(v)經營電影院。分部以主要經營決策者用於決策之有關
本集團營運之資料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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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入及業績

下表載列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按呈報分部之分析：

 藝人管理服務 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
 及音樂製作 特許與經銷 放貸 證券及債券投資 經營電影院 總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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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29,099 42,217 33,492 8,226 4,020 1,376 – – 14,308 3,366 80,919 55,185
            

分部業績 2,261 2,743 (877) 926 2,640 684 871 2,028 (1,890) (1,476) 3,005 4,905
            

銀行利息收入           53 50
未分配企業開支淨額           (15,970) (15,779)
財務費用           (3,692) (580)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731 –
應佔合營公司之業績           4 (4)
            

除稅前虧損           (15,869) (11,408)
稅項           – –
            

本期間虧損           (15,869) (11,408)
            

分部報告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業績指各分部賺取之溢利或產生之虧損，
但不包括中央行政成本、銀行利息收入、財務費用、應佔合營公司之業績及稅項。此乃呈報
予主要經營決策者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之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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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基本薪金及津貼 4,389 3,178 7,758 5,80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19 147 387 214
    

員工成本總額 4,608 3,325 8,145 6,022
    

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 3,984 – 3,984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932 636 1,422 1,146

根據經營租約之最低租約付款：
 －土地及樓宇 1,583 2,288 3,176 2,759

匯兌（收益）╱虧損 (285) 171 (265) 200
    

5. 稅項

由於本集團有結轉自以往年度之法定稅項虧損，故並無就六個月期間之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由於本集團在該等期間內於各司法管轄區均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海外業務作出所得稅
撥備。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六個月期間內虧損約15,628,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虧損11,408,000港元）及本公司於該期間內已發行普通
股份之加權平均數2,546,453,876股（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3,204,898股）計算。

由於兩個期間內行使本集團尚未償還之可換股債券具有反攤薄效應，故於兩個期間內並無
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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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業、機器及設備與影片權利

於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資產之變動分析如下：

 物業、
 機器及設備 影片權利 製作中影片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 15,663 51,245 144,764

匯兌調整 (380) – –

增添 13,830 – 21,288

出售 (617) – –

轉撥至影片權利 – 37,805 (37,805)

折舊及攤銷 (1,422) (6,473) –

出售時撇銷 555 – –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629 82,577 128,247
   

影片權利及製作中影片

有鑑於電影業之情況，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定期檢討其影片權利庫，以評估各影片權利之市
場能力以及相應之可收回款額。有關資產之可收回款額乃參考電影行業近期市場訊息，從
而釐定從經銷及授權各影片之特許權利可取得之預期未來收入（扣除相關費用）之現值。並
無就回顧期間確認減值虧損。

製作中影片指正在製作之影片。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董事評估
就製作中影片無需確認減值虧損（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估計可
收回金額乃根據管理層對影片經銷及分特許所產生之預期未來收入減相關成本之最佳估計
而釐定。



18

8. 於聯營公司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4,890 4,890

分佔收購後溢利 1,308 577
  

 6,198 5,467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聯營公司名稱 主要營業地點 所有權比例 主要業務

Vision Lion Limited 香港 25% 持有遊艇

環球狂熱文化控股 香港 55% 藝人管理
 有限公司

摘錄自管理賬目之本集團聯營公司財務資料概要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8,261 –
  

本期間溢利 919 –
  

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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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承擔

(a) 經營租約承擔

於報告期完結日，本集團尚有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而須於日後支付最低租金金額之
承擔，租金支付期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

租賃物業
 一年內 15,680 11,376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64,493 56,427

 五年以下 228,176 225,241
  

總計 308,349 293,044
  

本集團乃根據經營租約持有之若干香港辦公室物業及中國影院之承租人。該等租約之
租期一般為一至二十年。

租金在租賃期間以定額計算且無有關支付或有租金之安排。

(b) 其他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尚未於綜合財務報表內撥備之金額，
 乃有關：
  影片製作成本 37,069 62,740

  根據經銷商協議將支付之擔保金額 34,597 42,612

  其他 1,776 688
  

 73,442 10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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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投資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證券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按公允價值 (b) 22,768 21,976

  

  22,768 21,976
  

附註：

(a) 該等投資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以避免因投資公允價值變動而產生之損
益波動。

(b) 上市證券之公允價值根據當時之買盤價計算。

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附註） 105,817 81,721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30,419 18,143
  

 136,236  99,864
  



2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金額就呈報而言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即期部份
  預付款項 60,010 76,083

  按金 9,427 7,553
  

 69,437 83,636
  

－即期部份
  預付款項 45,807 5,638

  按金 3,482 4,364

  其他應收款 17,510 6,226
  

 66,799 16,228
  

 136,236 99,864
  

附註：

預付款項主要指影片製作及發行權之預付款項及預付行政費用。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之金額預計將於報告期完結日起十二個月內收回，
且被分類為流動資產。餘額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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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六個月期間，預付款項之金額就呈報而言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
 收購影片發行權 42,214 33,764

 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成本 29,621 32,524

 影片宣傳費用 2,694 2,360

 藝人費用 21,117 9,657

 歌曲製作 389 –

 開辦電影院 7,601 1,186

 其他 2,181 2,230
  

 105,817 81,721

減：非即期部分 (60,010) (76,083)
  

即期部分 45,807 5,638
  

預付款項之非流動部分主要包括收購影片發行權及影片製作成本之預付款項。本公司董事
認為，收購影片發行權及與影片相關之影片製作成本之預付款項，並非即期部份及預計將
不會於六個月期間末起十二個月內解除，因此被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按金之非即期部分包括於中國投資影院之租金按金、管理按金及內部設計按金。影院之預
期租期為十五年及二十年，而初步按金直至租約結束，方可退回。

於六個月期間末所面臨之最大信貸風險為上述各類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之賬面值。
本集團並未就上述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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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貸款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 116,322 51,131
  

分析如下：
流動資產 111,050 43,505

非流動資產 5,272 7,626
  

 116,322 51,131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應收貸款均以港元計值，以客戶之質押物業作保證、
按每年固定利率5.4%至33%（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10%至36%）列賬，而付款期限由30日
至20年（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30日至20年）。

應收貸款於六個月期間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34,000 10,012

31－90日 59,550 –

91－180日 14,490 –

181－365日 – 38,640

90日以上 8,282 2,479
  

 116,322 5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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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存貨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製成品 69 60
  

14. 貿易應收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最長為六十日。載於本集團貿易應收款結餘內，2,4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2,400,000港元）已於報告日期逾期，本集團並未就該款項作
出減值虧損撥備。根據本集團債務人之還款模式，逾期但未減值之貿易應收款最終可收回。
本集團管理層密切監控應收賬款之信貸質素，並參照有關還款歷史，認為未逾期或未減值
之貿易應收款信貸質素良好。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六個月期間末，根據到期日呈列之貿易應收款（扣除減值虧損）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18,277 3,971
  

15. 按公允價值列入損益賬之投資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允價值計算之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35,380 –
  

所有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乃以彼等現時之買入價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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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除綜合財務報表其他地方披露之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於期內與其關連人士進行
了以下重大交易。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支付予合營公司之顧問費（附註(i)） 175 250

支付予董事之影片製作成本（附註(ii)） 300 3,000
  

附註：

(i) 該款項為本公司合營公司芥菜籽娛樂有限公司所提供之諮詢服務。

(ii) 該款項為就影片製作而已付本公司董事之預付款。

17. 其他借貸

借貸須於下列時限內償還：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要求或於一年內償還 66,390 49,728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該等貸款以港元計值，乃借取自
獨立第三方。

20,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30,000,000港元）其他借貸乃由董事擔保並以約
21,50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約31,504,000港元）期票作抵押、按年利率10%計息
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約18,99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約17,856,000港元）其他借貸乃無抵押、按年利
率11%（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11%）計息及須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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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3,000,000港元）其他借貸乃無抵押、按每年9%之利
率計息及須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一日償還。

14,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無）其他借貸乃無抵押，按每年10%之利率計息乃
須於一年內償還。

約10,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無）其他借貸乃無抵押、按每月2.75%計息及須
於一年內償還。

18. 報告期後事項

框架協議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中國三三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
上市（股份代號：8087）)（「投資者」）訂立框架協議，列明雙方就建議共同投資製作合共12部
電影（統稱「該等電影」，各自為一部「電影」，該等電影預計將於香港及中國發行，投資金額
合共約人民幣485,000,000元）進行合作之主要條款。

根據框架協議，待訂立補充投資協議後，預計本集團及投資者分別須為每部電影投資總投
資額之85％及15％。

本公司並無就策略合作訂立正式協議。框架協議之詳情載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六
日之公佈。

19.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以配合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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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六個月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證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劵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記錄，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董事進行交易之
規定標準須另行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董事或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
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
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持有之好倉

  所持普通股╱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相關股份數目 持股概約百分比

蕭定一 實益擁有人 141,920 0.00

除上文披露者外，董事或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
中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在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之股東批准採納
新購股權計劃，該計劃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生效，並於未來十年繼續生效。

於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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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並非
上文所披露之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3分部須作出披露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擁
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之面值
10%或以上權益或有關股本之購股權。

帶競爭性質之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蕭定一先生（「蕭先生」）為
一元電影製作有限公司（「一元電影」）之董事，及連同其聯繫人士間接持有一元電
影之60%股權，該公司從事電影製作業務。因此，一元電影之業務可能會與本集
團之業務構成競爭。

除上文披露者外，董事相信，董事或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
概無在任何可引致或可能會引致與本集團業務構成重大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董事於合約之權益
除財務報表附註16所披露者外，於六個月期間並無存在由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
或其控股公司訂立而董事於其中擁有重大權益之有關本集團業務之其他重要合約。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之交易必守標準（「交易必
守標準」）。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交易必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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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
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列之守則條文（「守則」），除偏離守則第
A.2.1條除外。

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職務須分開且不得由同一人士擔任。

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位現由同一人士擔任。董事會認
為，此架構並不會削弱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之權力及權責平衡。董事會成員擁有
豐富的經驗及素質注入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的
比例平衡。故此，董事會相信有關架構可確保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的權力不會失
衡。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士身兼主席及行政總裁兩職可令本集團的領導更加強健
及穩定，以此模式經營使本集團整體策略規劃更具效率及效益。

企業管治
董事會已採納多項政策，以確保符合守則。於六個月期間內，董事會欣然確認，
本公司已全面遵守守則，惟偏離守則第A.2.1條（該條規定主席及最高行政人員之
職務須分開且不得由同一人士擔任）除外。蕭定一先生現時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
政總裁之職。董事會認為，將主席與行政總裁兩個職能同時歸於同一人履行之現
行架構，並不會削弱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之權力及權責平衡。董事會又相
信，現行架構為本公司提供強大而一致之領導層，能夠有效而富效率地規劃及實
施商業決定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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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推薦之指引制定其書面職權
範圍。

審核委員會（「委員會」）現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金廸倫先生、陳志豪
先生及譚國明先生。金廸倫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
審閱本公司之年報及賬目、半年度報告、季度報告及月度報告，並就此向董事會
提供意見及評論。審核委員會亦負責審閱及監察本公司之內部監控程序。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認為有關業績已遵守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守則成立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執行董事組成之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i)就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的所有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並設立正式及具透明度的程序以制訂
有關薪酬政策；(ii)檢討及釐定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並確保任何
董事不參與釐定其自身之薪酬；及(iii)就本公司之整體薪酬政策作出檢討，並向
董事會提供推薦意見。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守則成立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執行董事組成之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已採納書面提名程序，訂明本公司董事候選人之挑
選及推薦程序及標準。提名委員會將優先根據有關程序之標準（例如適當經驗、
個人技能及時間投入等）物色候選人，並向董事會推薦建議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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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於六個月期間內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中匯安達會計
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進行審核或審閱，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其認為有
關業績已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並已作出足夠披露。於本公告日期，審
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金廸倫先生、陳志豪先生及譚國
明先生。

遵守董事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較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

條至第5.67條所載之交易必守標準寬鬆。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
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交易必守
標準及本公司所採納之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及其各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中國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

主席
蕭定一

香港，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之成員為：

執行董事： 蕭定一先生（主席）
 孫立基先生
 李永豪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金廸倫先生
 陳志豪先生
 譚國明先生

本公告將於其刊發日期起連續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內「最新公司
公告」之網頁及本公司之網站www.china3d8078.com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