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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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在創業板上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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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回顧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錄得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三個月期間」）之
總收入約136,25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140,410,000港元（經重列）。於三個月期間，錄得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溢利約1,85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19,100,000港元（經重列）。

於三個月期間內，藝人管理分部為收入貢獻約42,56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39,2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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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53,860,000港
元（經重列））。經營電影院分部之收入約9,44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0,430,000港元）。放貸業務之收
入約11,84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3,000,000港元）。HMV業務之收入約53,6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33,910,000港元）。

前景

業務回顧
收購鐳射企業有限公司及百通商品授權有限公司

鐳射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本公司與馮懿卿先生（「鐳射賣方」）訂立買賣協議（「鐳射協議」），內容有關收
購鐳射企業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之70%，代價為31,500,000港元，其將透過由本公司向鐳射賣方按發
行價0.3625港元發行及配發86,896,551股股份之方式支付。

百通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本公司與馮懿卿先生、黃榮光先生及天基動力國際有限公司（「百通賣方」）訂
立買賣協議（「百通協議」），內容有關收購百通商品授權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之70%，代價為7,000,000
港元，其將以現金及透過本公司向百通賣方發行及配發合共16,551,723股股份之方式支付。

有關收購詳情於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及二零一七年八月四日之公佈內披露。有關收購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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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開曼益都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六日，本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特嶺有限公司（「買方」）與實益擁有開曼
益都有限公司（「目標公司」）2,258,270股股份（佔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32.26%）之獨立第三方
Redsox Investment Co., Ltd.（「賣方A」）及實益擁有目標公司1,835,097股股份（佔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
本約26.21%）之獨立第三方Wealth Synergy Limited（「賣方B」）（統稱「該等賣方」）訂立購股協議，據此，
該等賣方已同意出售，並同意促使另外27名合計持有2,906,633股目標公司股份（佔目標公司全部已發
行股本約41.53%）之目標公司股東（「少數股東」）出售，而買方亦已同意購買目標公司100%權益（「待售
股份」，相當於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收購事項」）。

受限於本公司就收購事項將予發行及配發之代價股份（「代價股份」）總數上限（其為本公司經擴大已發
行股本之15%），收購事項之總代價可達約713,418,220港元（相當於91,699,000美元）。

本公司將就收購事項於完成時按發行價每股0.30港元向該等賣方及少數股東發行及配發代價股份。

有關收購事項詳情於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六日之公佈內披露。收購事項尚未完成。

資本架構
於三個月期間內，本公司之資本架構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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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差餉及所有其他開支將由振榮及同銳平均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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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一方未能履行其於協議項下之租賃承擔，則另一方將有責任支付尚未支付之或然租賃責任每年
1,950,000港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承擔或然租賃責任構成提供財務援助。

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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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令狀指稱本公司拒絕及╱或不合理地拒絕按要求於龍彩控股有限公司把票據轉讓
予Green Giant後登記承兌票據（「票據」）之轉讓或發行新承兌票據。

Green Giant申索票據本金額14,160,000港元、根據票據之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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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所涉之開支與訟費。本公司就該申索提出異議，並已對有關訴訟作
出抗辯。



HMV 數碼中國集團有限公司04

業績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於三個月期間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
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136,252 140,412
銷售成本 (86,638) (88,096)
其他收入 1,998 2,499
銷售及經銷費用 (25,585) (13,722)
行政費用 (26,167) (20,168)
財務費用 (2,084) (2,691)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賬之投資
 （按照強制規定必須按公允價值計量）
 之公允價值變動 4,199 2,096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472 (295)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之業績 – 1
    

除稅前溢利 2,447 20,036
稅項 3 311 –
    

期間內溢利 2,758 20,036
    

下列應佔期間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848 19,103
非控股權益 910 933
    

2,758 20,036
    

期間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40) –

不會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投資之公允價值變動 (4,998) (261)

    

期間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5,438) (261)
    

期間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680) 19,775
    

下列應佔期間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590) 18,842
非控股權益 910 933
    

(2,680) 19,775
    

每股溢利（二零一六年：經重列） 4
基本及攤薄 0.01港仙 0.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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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季度財務報表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章內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當中之金額乃基於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全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而計算。

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採納者一致，惟影響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且為編製本期間
綜合財務報表而首次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除外。

本簡明綜合賬目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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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64 39,208
   

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經銷與特許
－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與相關權利之特許 18,813 53,860

   

利息收入
－放貸收入 11,836 2,997

   

經營電影院收入 9,438 10,435
   

HMV業務
－商品銷售 53,241 30,493
－食品及飲料銷售 284 3,326
－特許經營店收入 76 93

   

總計 136,252 14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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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稅項

由於本集團並無應課稅溢利或產生從往年結轉之法定稅項虧損，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之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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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產生從往年結轉之法定稅項虧損，故並
無就海外業務作出所得稅撥備。

4. 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三個月期間溢利約1,84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經重列）：溢利
約19,103,000港元）及三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3,475,783,680股（二零一六年（經
重列）：9,783,011,331股）計算。

三個月期間每股攤薄溢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1,84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經重列）：溢利
約19,103,000港元）及三個月期間內每股攤薄溢利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3,485,154,497股（二零一六年（經
重列）：9,783,011,331股）計算。

5. 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數額
 

投資重估 外幣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換算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權益 權益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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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 
（經重列） 38,328 342,305 (59,863) (1,833) (29,307) 289,630 1,762 291,392

期間內全面收益總額 
（經重列） – – (261) – 19,103 18,842 933 19,775
發行股份 16,289 1,708,572 – – – 1,724,861 – 1,724,861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566) – – – (566) – (566)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經重列） 54,617 2,050,311 (60,124) (1,833) (10,204) 2,032,767 2,695 2,035,462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 134,758 2,518,619 (60,668) (2,012) (9,455) 2,581,242 (73) 2,581,169

期間內全面收益總額 – – (4,998) (440) 1,848 (3,590) 910 (2,680)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134,758 2,518,619 (65,666) (2,452) (7,607) 2,577,652 837 2,578,489
         

6.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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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三個月期間之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劵及期貨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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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840 0%

李茂女士（附註1） 家族權益 518,213,964 3.85%

張鴻雷先生 實益擁有人 40,000 0%

附註：

1. AID Partners Urban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AID Partners」）擁有518,213,964股股份。
AID Partners之已發行股本60%由曾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胡景邵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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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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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
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及董事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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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三個月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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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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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股份權益

名稱 股份數目 百分比

AID Treasure Investment Ltd（附註） 2,236,438,356股 16.60%

附註：

AID Treasure Investment Ltd（「AID Treas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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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 Treasure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購入640,000,000股股份。於二零
一七年十月十三日，AID Treasure於合共2,876,438,356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約21.34%。

(ii) 可換股債券權益

姓名╱名稱 換股價 相關股份數目 百分比
港元

（附註1）

鄒世龍先生 0.181 19,337,017 0.14%
AID Treasure Investment Ltd 
（附註2） 0.305 163,934,426 1.22%

附註：

1. 換股價已就特定授權配售作出調整，自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二日起生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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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業績報告  2017-201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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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閱第一季度業績
本集團於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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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三個月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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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至5.33條，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四年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
制定其書面職權範圍，當中訂明其權力及職責。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乃審閱本公司之年報及財務
報表、中期報告及季度報告，並就審核、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之事宜與管理層討論。於本報告日期，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金廸倫先生、陳志豪先生及譚國明先生。

本集團三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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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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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標準之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旨在將股東之利益最大化，並提高權益持有人之透
明度及問責程度。有關此方面，於三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44(2)條編製企業管治報告，並納入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年報內。

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兩職現正由同一人擔任。董事會認為，此架構無損董事會
與管理層間的權力平衡及權限分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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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有關模式經營使本集團整體策略規則更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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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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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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三個月期間內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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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HMV 數碼中國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蕭定一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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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鴻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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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