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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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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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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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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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V 數碼中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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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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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令致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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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回顧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錄得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六個月期間」）
之總收入約330,900,000港元，而二零一五年同期則約為80,900,000港元。於六個月期間，錄得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溢利約31,2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5,600,000港元。有關改
善主要歸因於六個月期間內影片及電視節目經銷及製作之表現理想。

於六個月期間，藝人管理分部為收入貢獻約68,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9,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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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3,500,000港
元）。經營電影院分部之收入約為17,2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4,300,000港元）。放貸業務之收入約
為6,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4,000,000港元）。HMV業務之收入約為86,8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零
港元）。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完成收購HMV M&E Limited後，董事仍然視香港為發展及振興「HMV」品牌之主要市
場，以及於可見將來進軍亞太市場（尤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策略橋頭堡。本集團正在鞏固
「HMV」於香港及中國之市場地位，此舉可進一步提升「HMV」品牌價值，並有助集團即時進佔香港之
完善零售網絡，因「HMV」品牌於香港市場擁有超過二十(20)年經營歷史。

本集團擬繼續發展及精簡其娛樂、影片製作及分銷業務。本集團將加大力度實行並繼續其透過改善
產品組合及打造綜合娛樂平台將「HMV」品牌振興為生活品牌之策略，於娛樂及生活時尚行業建立綜
合線上線下業務生態。

此外，本公司亦計劃利用「HMV」之廣泛認可品牌發展一站式over-the-top（「OTT」）廣播渠道。董事認為，
香港廣播市場正進入新時代，傳統之免費特許電視廣播將很快被OTT廣播所取代。本公司計劃以「HMV」
品牌發展OTT廣播渠道，透過互聯網為客戶提供各式各樣之電影、流行音樂及電視劇等。

本集團正經營位於中國廈門、廣州、界石及重慶之電影院，有關影院已開始為本集團帶來收入。此外，
本公司擬透過下列方式繼續擴展其影院營運：(a)租用更多空間及收購更先進的設備等以擴充其現有業務；
及(b)於中國不同省份設立或收購更多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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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中國泉州經營一座電影院。該座位於泉州之戲院預計將設有六個影院，合共提供約850個
座位。設計及建築相關文件已呈交地主以展開裝修工程。因此，電影院預計將於二零一七年第二季開
始營運。

董事相信，設立影院將為本公司成功在中國從事電影院營運提供機會。

本集團將繼續發展其現有業務如藝人及模特兒管理業務、娛樂業務及借貸業務。此外，本集團將持續
製作及推出電影，以及繼續收購已製作電影之發行權。為迎合瞬息萬變之市場，本集團將更專注於新
近發展之電影娛樂及新媒體開發。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公佈有關收購目標集團之股份及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創建項目有限公司（「買方」）與Fugu Enterprises 
Inc.及鄺君賢先生（「該等賣方」）訂立購股協議（「購股協議」）。有關收購之代價為18,000,000港元，將
以買方向該等賣方支付現金8,000,000港元及按發行價每股本公司代價股份0.87港元發行11,494,252
股代價股份（或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五日完成發行紅股後，按發行價每股代價股份0.435港元發行
22,988,504股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

根據購股協議，買方同意購買而該等賣方同意出售銷售股份（數目相當於Celestial Tal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51%）。於完成後，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目標集團」）將成
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目標公司為(i) Access Max International Limited；(ii) Unison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iii)羊城狂
熱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及(iv) GME Casting Studio Limited已發行股本之唯一實益擁有人。羊城狂熱文
化管理有限公司及GME Casting Studio Limited主要從事藝人管理服務及唱片製作業務。Access Max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Unison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公
司，並無任何業務活動。

Fugu Enterprises Inc.於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約12%權益，而鄺君賢先生為本公司
一家附屬公司之董事，並於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約8%權益。

有關收購目標公司之股份及關連交易詳情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公佈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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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公佈有關收購鐳射集團而當中涉及根據特別授權發行代價股份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亮港有限公司（「買方」）及本公司與佳懋國際發展有
限公司（「賣方I」）及馮懿卿先生（「賣方II」）（統稱「該等賣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該等賣方已同意
出售而買方亦已同意購買Panorama Entertainment Group Limited（「PEGL」）之140股普通股（佔PEGL
之已發行股本70%）（「待售股份I」）以及百通管理有限公司（「百通」）及鐳射企業有限公司（「鐳射企業」）
各自之70股普通股（佔百通及鐳射企業各自之已發行股本70%）（「待售股份II」），總代價為35,000,000
港元。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該代價將透過按發行價每股代價股份0.725港元發行及配發合共
48,275,862股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於完成後，PEGL及其附屬公司、百通及鐳射企業（統稱「鐳射集團」）
成為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於買方完成收購待售股份I後，賣方I仍擁有PEGL之已發行股本30%；而
於買方完成收購待售股份II後，賣方II仍擁有百通及鐳射企業各自之已發行股本30%。

有關收購詳情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之公佈內披露。

全體訂約方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訂立一份終止契據以終止收購PEGL、百通及鐳射企業。

有關終止詳情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之公佈內披露。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一日公佈有關收購百通商品授權有限公司而當中涉及根據特別授權發行
代價股份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一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亮港有限公司（「買方」）及本公司與馮懿卿先生（「賣
方I」）、黃榮光先生（「賣方II」）及天基動力國際有限公司（「賣方III」）（賣方I、賣方II及賣方III統稱「該等賣
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該等賣方同意出售而買方亦同意購買百通商品授權有限公司（「百通商品授
權」）已發行股本中之合共70,000股普通股（合共佔百通商品授權之已發行股本約70%）。收購事項之代
價合共為7,000,000港元，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該代價將由買方向該等賣方支付現金1,000,000
港元及餘額6,000,000港元則透過按發行價每股本公司代價股份0.725港元發行合共8,275,861股代價股
份之方式支付。

待完成後，百通商品授權將成為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於完成有關收購後，賣方I仍擁有百通商品
授權之已發行股本15%，賣方II仍擁有百通商品授權之已發行股本3%，而賣方III仍擁有百通商品授權
之已發行股本12%。

有關收購詳情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一日之公佈內披露。

全體訂約方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訂立一份終止契據以終止收購百通商品授權。

有關終止詳情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之公佈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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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日公佈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之通函中有關收購隨意播香港有限
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而當中涉及根據特別授權發行代價股份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日，本公司與隨意播香港有限公司（「目標公司」及╱或「隨意播」）之股東隨意
播控股有限公司（「賣方」）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意收購而賣方有意出售目標公
司已發行股本之100%（「收購事項」）。收購事項之總代價為46,500,000港元，在受買賣協議所載條款及
條件之規限下，其中(i) 5,500,000港元將透過支付可退還按金之方式支付；而(ii) 41,000,000港元則將透
過本公司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之方式結清。

目標公司是大中華地區推出OTT數碼點播正版內容的先驅之一，自二零零九年起開始提供服務。建基
於香港，目標公司致力提供其服務至廣大華人社群，現時與香港及台灣多個主要的固網及流動通訊
服務供應商合作。其主要內容供應商包括荷李活各大製片商，能提供最新及精彩猛片。隨意播客戶只
需登記一個帳戶，即可隨時隨地透過指定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個人電腦或智慧型電視登入享受其
私人影院。

有關收購詳情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日之公佈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之通函內披露。

諒解備忘錄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公佈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本公司與娛躍影業（天津）有限公司（「投資者」）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框
架協議」），列明雙方就建議共同投資發行多部電影（統稱「該等電影」，各自為一部「電影」）之主要合
作條款，該等電影預計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發行。

根據框架協議，本公司將負責（其中包括）向海外各大製片商取得各項電影項目之版權、從相關部門
取得所需批准、知識產權及該等電影項目於中國之發行權。投資者將負責（其中包括）於中國進行宣
傳，廣告及發行該等電影項目。再者，投資者將會向每部電影投資不超過投資金額之25%。此次合作
發行包括多部已獲得中港代理權的外國電影：The Expandabells (aka The Belles)轟天猛將之女生版、
今年國內票房大收之倫敦淪陷（白宮淪陷系列）之第三集Angel Has Fallen（主角包括謝拉畢拿及摩根
費曼）、Final Score（主角包括皮亞斯布士南及張智霖）、Patriots Day（主角包括麥克華堡）等等。其中
Expandabells的女主角包括妮歌潔曼、海倫 •米蘭、章子怡、李冰冰等國際巨星。本集團相信，此合
作將實現集團和微影時代的優勢互補，使集團在中國電影市場中得益，擴展本集團的地區範圍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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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投資者提供之資料，投資者是北京微影時代科技有限公司（「微影時代」）之新品牌，微影時代於二
零一四年五月成立，是基於移動社交的電影、演出、體育等文化娛樂行銷與發行公司，亦是移動互聯
網時代文化娛樂產業與移動互聯網用戶之間的連接者。微影時代旗下擁有格瓦拉及娛票兒兩個票務
平台，旗下移動票務平台「娛票兒」擁有三大購票入口：微信錢包「電影演出賽事」、QQ錢包「電影 •娛
樂」和「娛票兒」APP，連接5,000間以上的影院、1,200間以上的劇院、競技場和展覽館，覆蓋90%觀影
人群。微影時代已成為二零一五年增速最快的娛樂行銷和發行公司。於二零一六春節期，微影時代佔
中國票房1/3以上份額。

董事認為訂立框架協議，本公司與投資者透過該等電影建立長遠戰略合作關係，並可進一步維持於
市場持續發行電影。董事會相信未來的合作將可惠及雙方的業務發展，搶佔市場先機。透過「娛票兒」
平台龐大的客戶群及院線資源，我們可擴大與中國觀眾的接觸面，更好發揮集團在引進外國影片方
面的優勢，進一步拓展集團業務發展範圍。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並未簽署及落實任何具體協議。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八日公佈之合作協議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八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投資者」）訂立合作協議（「合作協議」），列明雙方將
共同合作營運及管理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之主題商場。根據合作協議，本公司將負責（其
中包括）注入「HMV」品牌之專有權以營運該主題商場。

投資者是一間以中國北京為基地之著名房地產開發商。董事認為與投資者合作將會在中國地區提升
「HMV」品牌及地位。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並未簽署及落實任何具體協議。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公佈有關收購Time Edge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而當中涉及根據特別授
權發行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承逸有限公司（「買方」，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及Honour Best 
Holdings Limited（「賣方」，為滙友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滙友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擁有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0.44%權益）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賣方已有條件地同意出售而買方亦已有條件
地同意購買Time Edge Limited（「目標公司」）之1股普通股（相當於其已發行股本之100%），總代價為
50,000,000港元，其將根據買賣協議所載之條款及條件透過本公司向賣方發行可換股債券之方式支付。

有關收購詳情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之公佈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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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不含應付款）約為160,5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153,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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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27.84%）。

除股本及儲備外，本集團亦利用自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及借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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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港元計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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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架構
於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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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換股債券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六日向鄒世龍先生發行面值為3,500,000港元之零息債券，其已按初步換
股價每股0.3735港元獲轉換為9,370,816股股份。

發行紅股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日，股東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本公司落實發行紅股（「發行紅股」），基準為於二
零一七年二月十三日（「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合資格股東每持有一(1)股股份獲配發一(1)
股紅股。

以於記錄日期之5,471,099,035股現有已發行股份為基準，預計將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五日向股
東發行及寄發5,471,099,035股紅股。於完成發行紅股後，經發行紅股擴大之已發行股份將合共為
10,942,198,070股。

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承擔總額約為657,2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424,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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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人數及薪酬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僱員人數為390名（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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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振榮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振榮」）及易還財務
投資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079）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同銳有限公司（「同銳」）與Wit Way Enterprises 
Limited就租賃物業共同訂立新租賃協議。租賃協議之租期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止為期兩年，每月租金（包括管理費）為325,000港元（相當於每年3,900,000港元），惟不
包括政府差餉及所有其他開支。租金、政府差餉及所有開支將由振榮及同銳平均分擔。

倘其中一方未能履行其於協議項下之租賃責任，則另一方將有責任支付該方尚未支付之或然租金負
債每年1,950,000港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承擔或然租金負債構成提供財務援助。

訴訟
本集團有以下三項待決訴訟，董事會認為，現時要預測結果為言之尚早。

Green Giant Investments Limited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二日向本公司發出一份傳訊令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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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該令狀指稱本公司於龍彩控股有限公司轉讓票據予Green Giant後，拒絕按要求登
記承兌票據（「票據」）之轉讓或發行新承兌票據及╱或不合理地暫緩有關要求。

Green Giant申索票據之本金額14,160,000港元、根據票據條款由作出付款提示起至償清款項為止以年
利率10%計算之票據利息，以及所涉之開支與訟費。法院已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頒令同意原告
人之申請並根據其傳訊令狀向原告人作出最終裁決。本公司提交文件以啟動上訴程序並於二零一六
年七月十三日獲裁定上訴得直。Green Giant及本公司將重定未來聆訊日期。

董事認為，票據之應付款項14,160,000港元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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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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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向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冠嶺有限公司發出一份
傳訊令狀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向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冠嶺有限公
司（「冠嶺」）發出一份傳訊令狀（「該令狀」），根據該令狀，電視廣播向冠嶺追討自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六
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拖欠之額外拍攝費用合共935,000港元。冠嶺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提交及送
達抗辯書。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向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煌新有限公司發出一份
傳訊令狀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向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煌新有限公司（「煌
新」）發出一份傳訊令狀（「該令狀」），根據該令狀，電視廣播向煌新追討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四日至二
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期間拍攝影片之協議費用合共278,000港元，包括拍攝影片之主要內容、花絮錄
像及片尾移動鳴謝字幕。煌新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提交及送達抗辯書。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公佈有關收購鐳射企業有限公司及百通商品授權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而
當中涉及根據特別授權發行代價股份

鐳射收購事項

根據馮懿卿先生（「鐳射賣方」）、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帝威有限公司（「買方」）及本公司就有關收購
所訂立之協議（「鐳射協議」），買方向鐳射賣方收購鐳射企業有限公司（「鐳射企業」）之7,000股普通股（相
當於鐳射企業全部已發行股本之70%）（「鐳射待售股份」）。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買方及本公司與鐳射賣方訂立鐳射協議，據此，鐳射賣方已有條件地同
意出售而買方亦已有條件地同意購買鐳射待售股份（相當於鐳射企業已發行股本約70%），代價為
31,500,000港元（「鐳射代價」），其將按照鐳射協議所載之條款及條件，透過由本公司根據鐳射協議
向鐳射賣方發行及配發43,448,275股股份（或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五日完成發行紅股後，發行及配發
86,896,551股股份）以全數償付鐳射代價（「鐳射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

百通收購事項

根據馮懿卿先生、黃榮光先生及天基動力國際有限公司（「百通賣方」）、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帝威有
限公司（「買方」）及本公司就有關之買賣協議所訂立之協議（「百通協議」），買方向百通賣方收購百通
商品授權有限公司（「百通商品授權」）之36,000股普通股（相當於百通商品授權全部已發行股本之36%）
（「百通待售股份I」）、百通商品授權之6,000股普通股（相當於百通商品授權全部已發行股本之6%）（「百
通待售股份II」）及百通商品授權之28,000股普通股（相當於百通商品授權全部已發行股本之28%）（「百
通待售股份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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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買方及本公司與百通賣方訂立百通協議，據此，百通賣方已有條件地同意出
售而買方亦已有條件地同意購買百通待售股份I、II及III（相當於百通商品授權已發行股本約70%），代
價為7,000,000港元，其將以現金及透過本公司根據百通協議向百通賣方發行及配發8,275,861股股份（或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五日完成發行紅股後，發行及配發16,551,723股股份）以全數償付代價（「百通代
價股份」）之方式支付。

有關收購詳情於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之公佈內披露。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六日公佈有關可能收購台灣一個娛樂集團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六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之第三
方訂立無約束力之意向書（「意向書」），內容有關本公司可能收購一間台灣公司（「目標公司」，連同其
附屬公司，統稱「目標集團」）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潛在交易」）。

根據意向書，潛在交易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其中包括：(i)本公司滿意目標集團之盡職調
查結果；(ii)相關司法權區之顧問就（其中包括）目標集團之企業架構及業務之合法性出具法律意見； 
(iii)自意向書訂立日期起目標集團之業務並無重大不利變動；(iv)簽立及完成以有關訂約方所共同接納
之形式及內容之具體協議；及(v)本公司合理要求之其他合理及慣常條件。預期潛在交易之代價將以
現金及透過本公司發行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交易將受禁售安排規限）。

目標集團是一個綜合娛樂集團，其主要從事投資及製作電影項目，包括（但不限於）多部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有極高票房收入之大製作台灣電影，當中不乏賣座電影及金馬獎得獎作品，例如《我的少女時
代》。目標集團亦有部分新項目正處於發展階段。目標公司為《我的少女時代》主要投資人之一，並有
權利開始製作《我的少女時代》系列電影及影視作品。隨著潛在交易完成，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之
全資附屬公司。董事相信，進行潛在交易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拓展及擴大其領域
覆蓋之策略一致，有助本集團進一步樹立其影片製作及分銷業務分部於亞太區之地位。

除訂立意向書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就潛在交易訂立任何協議。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並未簽署及落實任何具體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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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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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 3 107,123 54,161 330,926 80,919
其他收入 7,212 356 9,711 758
銷售成本 3 (68,113) (37,096) (238,780) (60,932)
銷售及經銷費用 (21,749) (2,291) (35,471) (4,969)      

行政費用 (13,118) (15,582) (33,317) (29,559)
強制按公允價值計量按公允價值計入
 損益賬之投資之公允價值變動 (380) 248 1,716 871      

財務費用 (102) (1,653) (2,793) (3,692)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590 636 295 731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之業績 – (1) 1 4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11,463 (1,222) 32,288 (15,869)
稅項 5 210 – 210 –      

期間內溢利╱（虧損） 11,673 (1,222) 32,498 (15,869)      

下列應佔期間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1,334 (1,428) 31,226 (15,628)
非控股權益 339 206 1,272 (241)      

11,673 (1,222) 32,498 (1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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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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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
 之匯兌差額 (1,144) (786) (1,144) (694)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投資之公允價值變動 (1,044) (12,861) (1,305) (17,114)      

期間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扣除所得稅 (2,188) (13,647) (2,449) (17,808)      

期間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9,485 (14,869) 30,049 (33,677)      

下列應佔期間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146 (15,075) 28,777 (33,436)
非控股權益 339 206 1,272 (241)      

9,485 (14,869) 30,049 (33,677)
      

每股溢利╱（虧損）
 （二零一五年：經重列）

6

 基本及攤薄 0.22港仙 (0.06)港仙 0.6港仙 (0.6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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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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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機器及設備 7 113,819 54,318
無形資產 8 188,178 3,62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 24,783 27,658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111 110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投資 11 17,483 18,787
其他金融資產 12 259,107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3 127,507 60,549
影片權利及製作中影片 7 183,474 173,520
應收貸款 14 285 214
商譽 15 1,084,295 –
遞延稅項資產 2,965 3,124    

2,002,007 341,901    

流動資產
存貨 16 37,254 214
應收貸款 14 59,073 38,199
貿易應收款 17 18,639 15,17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3 139,800 74,451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賬之投資 18 31,840 27,728
已抵押銀行存款 14,736 8,070
銀行及現金結餘 30,894 46,108    

332,236 209,942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 77,173 21,391
應計費用、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 128,750 70,739
其他借貸 20 125,357 118,372
可換股債券 2,000 2,000
應付承兌票據 14,160 14,160
應付融資租賃 85 85
應付稅項 – –    

347,525 226,747    

流動負債淨額 (15,289) (16,80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986,718 32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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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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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計費用、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 – 12,497
應付融資租賃 1,875 1,980
資產報廢撥備 2,739 2,887
可換股債券 5,919 5,919
衍生金融工具 11,099 11,099
遞延稅項負債 16,033 113    

37,665 34,495    

資產淨值 1,949,053 290,60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4,617 38,328
儲備 1,891,402 250,5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46,019 288,839
非控股權益 3,034 1,762    

總權益 1,949,053 2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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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投資

重估儲備 繳入盈餘 換算儲備
保留盈利╱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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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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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 38,328 342,305 (59,863) – (1,833) (30,098) 288,839 1,762 290,601

期間內全面收益總額 – – (1,305) – (1,144) 31,226 28,777 1,272 30,049

因收購而發行股份 16,289 1,612,680 – – – – 1,628,969 – 1,628,969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566) – – – – (566) – (566)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4,617 1,954,419 (61,168) – (2,977) 1,128 1,946,019 3,034 1,94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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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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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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04) (127,717)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339 (52,480)
產生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46,661 207,5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7,404) 27,325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1,144) (69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178 20,722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5,630 47,35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45,630 47,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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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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一直貫徹應用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該等政策與編製本公司截
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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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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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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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金融資產（包括放貸）之利息收入乃按時間基準並參考未償還之本金金額及按適用之實際利率
計算，該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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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商品銷售收益（扣除折扣及退貨）於交付商品及將所有權轉移至客戶時，亦即將擁有權之風險
及回報轉讓時確認。

(h)  食品及飲料銷售收益（扣除折扣）於銷售予客戶時於損益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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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 收入（續）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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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人管理服務及唱片製作 29,164 17,437 68,372 29,099
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特許及經銷 14,837 26,046 152,088 33,492
放貸
－貸款利息收入 3,433 3,374 6,430 4,020

經營電影院 6,768 7,304 17,203 14,308
HMV業務
－商品銷售 49,930 – 80,423 –
－食品及飲料銷售 2,873 – 6,199 –
－特許經營店收入 118 – 211 –     

107,123 54,161 330,926 80,919
     

3. 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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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有六個報告分部：(i)藝人管理服務及唱片製作；(ii)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特許及經銷；(iii)放貸；
(iv)證券及債券投資；(v)經營電影院；及(vi) HMV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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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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3.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

下表載列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按報告分部之分析：

藝人管理服務
及唱片製作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影片及電視節目
製作、特許及經銷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放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證券及債券投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經營電影院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HMV業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總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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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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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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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72 29,099 152,088 33,492 6,430 4,020 – – 17,203 14,308 86,833 – 330,926 80,919

               

分部業績 3,038 2,261 33,624 (877) 6,430 2,640 1,716 871 5,813 (1,890) 8,536 – 59,157 3,005             

銀行利息收入 108 53

未分配企業開支
淨額 (24,480) (15,970)

財務費用 (2,793) (3,692)

應佔聯營公司
之業績 295 731

應佔一間合營
企業之業績 1 4               

除稅前溢利╱
（虧損） 32,288 (15,869)

稅項 210 –               

期間內溢利╱
（虧損） 32,498 (15,869)

               

分部報告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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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應佔一間合營企業之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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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業績報告  2016-2017 19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4. 除稅前溢利╱（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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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基本薪金及津貼 9,329 4,389 21,911 7,75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57 219 1,212 387     

員工成本總額 9,986 4,608 23,123 8,145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2,103) 932 (6,568) 1,422
根據經營租約之最低租約付款：
－土地及樓宇 5,174 1,583 13,083 3,176

匯兌虧損╱（收益） 398 (285) 1,310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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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由於本集團在兩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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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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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6. 每股溢利╱（虧損）

每股基本溢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六個月期間內溢利約31,22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虧損約15,628,000港元）及本公司於三個月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數5,176,616,942股（二零
一五年：2,546,453,876股（經重列））計算。

每股攤薄溢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六個月期間內溢利約31,22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虧損約15,628,000港元）及本公司於三個月期間內就計算每股攤薄溢利所依據之普通股份加權平均數
5,195,358,575股（二零一五年：2,546,453,876股（經重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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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 54,318 26,710 146,810
匯兌調整 (3,458) – –
增添 17,185 – 15,529
收購附屬公司 52,342 – –
轉撥至影片權利 – 22,480 (22,478)
折舊及攤銷 (6,568) (5,577) –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3,819 43,613 13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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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經本公司董事評估毋須就
製作中影片確認減值虧損（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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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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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8. 無形資產

會所會籍 管理合約 HMV商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 2,930 731 – 3,661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 184,700 184,700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930 731 184,700 188,361     

累計攤銷：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 – 40 – 40
本年度扣除 – 143 – 143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183 – 183     

賬面值：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930 548 184,700 188,178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2,930 691 – 3,621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會所會籍價值2,930,000港元乃評定為具無限可使用年期，原
因是本集團享用有關會所所提供之服務並無時間限制。

會所會籍之可收回款額乃參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市場價格根據其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
釐定（第三級公允價值計量）。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HMV商標價值184,700,000港元乃評定為具無限可使用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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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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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上市投資
 分佔資產淨值 4,684 7,559
 商譽 20,099 20,099   

24,783 27,658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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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星堂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 25% 藝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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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17,884 8,261
   

期間內溢利 614 919
   

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295 731
   



中期業績報告  2016-2017 23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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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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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41 17,286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66,791 77,318
 五年以上 190,854 221,368   

總計 411,886 31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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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金於租期內固定不變且並無訂立有關支付或然租金之安排。

(b) 其他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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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製作成本 61,988 96,757
 根據經銷商協議將支付之擔保金額 183,362 1,622
 其他 – 10,176   

245,350 10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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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投資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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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83 18,787    

17,483 1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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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其他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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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me Focus World N.V.已發行股本之4% 259,107 –
   

有關收購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完成，且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向AID Partners Visual 
Entertainment, L.P.之代名人發行259,106,982股普通股。

1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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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43 113,374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90,264 46,827
減：減值虧損 – (25,201)   

267,307 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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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續）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金額就呈報而言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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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部份
  預付款項 108,493 47,721
  按金 19,014 12,828   

127,507 60,549   

－流動部份
  預付款項 68,550 40,552
  按金 683 181
  其他應收款 70,567 33,718   

139,800 74,451   

267,307 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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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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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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應收貸款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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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58 41,913
減：減值虧損 – (3,500)   

59,358 38,413
   

分析為：

非流動資產 285 214
流動資產 59,073 38,199   

59,358 38,413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應收貸款均以港元計值，以客戶之質押物業作抵押、
按每年固定利率介乎5%至36%（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5%至36%）列賬，而付款期限
介乎30日至4年（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30日至4年）。

應收貸款於六個月期間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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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58 3
31－90日 – –
91－180日 – 4,294
181－365日 17,800 34,116
365日以上 – –   

59,358 3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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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商譽

本集團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 –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21） 1,084,295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84,295   

減值：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 –
 年內減值 –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84,29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
   

16. 存貨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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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5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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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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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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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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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39 15,172
   

18.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賬之投資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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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按公允價值 31,840 27,728
   

所有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乃以彼等之現行買盤價為準。

19. 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除於綜合財務報表其他章節披露之關聯人士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於期間內與其關聯人士有下列重
大交易。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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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一間合營企業支付諮詢費（附註(i)） – 175

向董事支付影片製作成本（附註(ii)） – 300
   

附註：

(i) 該款項為本公司合營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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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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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0. 其他借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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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抵押 59,000 63,000
無抵押 66,357 55,372   

125,357 118,372
   

59,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63,000,000港元）其他借貸乃以下列項目作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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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董事之個人擔保 30,000 30,000
14,500,000港元零息可換股債券 4,000 8,000
一間附屬公司之25%股權 25,000 25,000   

59,000 63,000
   

其他借貸按以下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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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5% 25,000 25,000
每年8% 5,061 1,777
每年9% 3,000 3,000
每年10% 20,000 62,000
每年11% – –
每年12% 68,296 18,595
每年15% 4,000 8,000   

125,357 11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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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1.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以代價1,369,863,013港元向獨立第三方收購HMV 
M&E Limited（「HMV M&E」）之100%權益。

於收購HMV M&E之日期，所收購之可辨識資產及負債之公允價值如下：

千港元

所收購淨資產 285,568
收購所得商譽（附註15） 1,084,295  

以下列方式支付：
發行股份 1,369,863
  

收購產生之淨現金流入：
 已付現金代價 –
 所收購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6,534  

76,534
  

附註：

HMV M&E之可收回金額乃根據其使用價值採用貼現現金流量法（第三級公允價值計量）釐定。現金流
量預測乃根據獲管理人員批准之五年期財政預算而得出。管理層乃根據過往表現釐定預算毛利率。
本集團檢討商譽之可收回金額，並得出商譽約1,084,295,000港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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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證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本公司須予備存之
登記冊記錄，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條所述董事進行交易之必守標準須另行通知本
公司及聯交所，以下董事及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以及彼等之聯繫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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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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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定一先生 實益擁有人 141,920 0%

胡景邵先生（附註1） 實益擁有人 259,106,982 4.74%

李茂女士（附註1） 家族權益 259,106,982 4.74%

附註：

1. AID Partners Urban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AID Partners」）擁有259,106,982股股份。
AID Partners之已發行股本60%由胡景邵先生（「胡先生」）持有。因此，胡先生被視為於AID 
Partners所持之股份中擁有權益。李茂女士（「李女士」）為胡先生之配偶，李女士亦被視為於
AID Partners所持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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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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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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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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並非上
文所披露之董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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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上權益或與有關股本相關之購股權。

名稱 股份數目 百分比

AID Treasure Investment Ltd（附註1） 1,118,219,178股 20.44%

附註：

1. AID Treasure Investment Ltd為創業板上市公司滙友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088）之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

競爭權益
截至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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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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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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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合約之權益
除財務報表附註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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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一直
遵守交易必守標準。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
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第A.2.1條除外。

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須分開，不得由同一人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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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須分開且不得由同一人擔任）除外。蕭定
一先生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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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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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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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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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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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條款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
之交易必守標準同樣嚴謹。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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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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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HMV 數碼中國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蕭定一

香港，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四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之成員為：

執行董事： 蕭定一先生（主席）
 李茂女士（聯席主席）
 孫立基先生
 李永豪先生
 何智恒先生

非執行董事： 胡景邵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金廸倫先生
 陳志豪先生
 譚國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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