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豐 德 麗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71）

截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業績

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謹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60,325 43,104
銷售成本 (53,352) (43,028)

毛利 6,973 76

其他收入 5 6,824 3,748
市場推廣費用 (7,967) (5,307)
行政費用 (40,147) (37,502)
其他經營收益淨額 7,627 7,165

經營業務虧損 6 (26,690) (31,820)

融資成本 7 (6,330) (6,816)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239,285 8,277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時產生之商譽攤銷 — (1,107)
分佔共同控制公司之溢利及虧損 (1,385) (1,259)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之撥備 (1,133) (326)

除稅前溢利／（虧損） 203,747 (33,051)

稅項 8 (786) (68)

期間溢利／（虧損） 202,961 (33,119)

應佔：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 202,961 (33,119)
　少數股東權益 — —

202,961 (33,119)

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 29.47港仙 (4.93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每股中期股息 10 無 無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84,009 166,029
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505 1,125
聯營公司之權益 11 1,796,675 1,515,217
電影版權 188,253 190,684

2,169,442 1,873,055

流動資產
短期投資 22 22
自製及購入節目 732 795
持有作出售物業 390 2,700
應收賬項及按金 12 76,599 63,242
存貨 2,973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0,082 18,472

170,798 85,231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3 102,460 108,714
應付稅項 3,698 2,919
應付融資租賃 22 40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167,618 170,971
一名董事貸款 — 9,659

273,798 292,303

流動負債淨值 (103,000) (207,0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66,442 1,665,983

非流動負債
應付融資租賃 — (2)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7,500) (19,000)
一間有關連公司貸款 — (13,339)
一名董事貸款 (27,266) —

(34,766) (32,341)

2,031,676 1,633,642

股本及儲備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行股本 14 372,592 335,592
儲備 1,658,888 1,297,854

2,031,480 1,633,446
少數股東權益 196 196

2,031,676 1,633,642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 股份 投資重估 少數股東
股本 溢價賬 繳入盈餘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權益 權益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
　　按照前呈報 335,592 2,888,269 891,289 — (2,283,818 ) 1,831,332 196 1,831,528
　　前期調整：聯營
　　　公司  —  麗新
　　　發展之會計
　　　政策變動
　　　（附註3a） — — — — (197,886 ) (197,886 ) — (197,886 )
　　前期調整：聯營
　　　公司  —  寰亞
　　　之會計政策
　　　變動（附註3b） — — — 3,914 (3,914 ) — — —

　　經重列 335,592 2,888,269 891,289 3,914 (2,485,618 ) 1,633,446 196 1,633,642
分佔聯營公司之
　儲備變動 — — — 44,633 — 44,633 — 44,633
㶅兌調整 — — — — (226 ) (226 ) — (226 )

於權益內直接確認
　之淨收益及虧損 — — — 44,633 (226 ) 44,407 — 44,407
發行股份 37,000 118,440 — — — 155,400 — 155,400
發行股份費用 — (4,734 ) — — — (4,734 ) — (4,734 )
期內溢利 — — — — 202,961 202,961 — 202,961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72,592 3,001,935 891,289 48,547 (2,282,883 ) 2,031,480 196 2,031,676

於二零零四年
　一月一日
　（經審核） 335,592 2,888,269 891,289 — (2,336,304 ) 1,778,846 196 1,779,042
㶅兌調整 — — — — 93 93 — 93

於權益內直接確認
　之淨收益 — — — — 93 93 — 93
期內虧損 — — — — (33,119 ) (33,119 ) — (33,119 )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35,592 2,888,269 891,289 — (2,369,330 ) 1,745,820 196 1,746,016

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附註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1. 呈報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綜合流動負債淨值103,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7,000,000港元）、綜合累積虧損2,283,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86,000,000港元（經
重列））及綜合資產淨值2,032,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34,000,000港元（經重列））。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負債淨值約103,000,000港元包括銀行貸款22,000,000港元及其他貸款約
146,000,000港元（統稱「財務債權人」）。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  Asset Managers (China) Fund Co., Ltd（「認購人」）訂
立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向認購人發行及配發74,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而認購人已
有條件同意認購該批股份，認購價為每股2.10港元。認購事項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完成。發行新
股所得款項淨額合共約為150,000,000港元，並擬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為進一步改善本集團之現有營運資金狀況，本集團將繼續尋求財務債權人之不斷支持，並尋求不同來源
之融資機會，藉以強化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狀況。

此外，本集團正與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商討提早償還富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富麗華」，
其為麗新發展之全資附屬公司）結欠之有期貸款225,000,000港元，並已得到麗新發展之正面回應。

據此，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應付可見未來之營運所需。因此，本公司之董事對
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之合適性感到滿意。

2. 會計政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乃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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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回顧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與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政報告所採用者相同，惟下列對本集團構成影響，並於
本期間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中首次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同時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告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

採納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 財務報告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影響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之若干呈列方式，包括以下各項︰

— 本集團應佔共同控制公司及聯營公司之稅項過往乃計入綜合損益表內之稅項支出中，而
現時則分別計入分佔共同控制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溢利及虧損中；及

— 少數股東權益現時乃包括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內之權益內。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後，因收購產生之商譽將不再攤銷，惟須
每年審閱是否出現減值（或倘有事件或情況變動顯示賬面值可能出現減值，則作更頻密之審閱）。
就商譽確認之任何減值虧損均不可於其後轉回。

本集團於被收購公司之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之公平淨值之權益高於收購附屬公司及聯
營公司成本之任何金額（過往稱為「負商譽」），於重新評估後，即時於綜合損益表確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過渡性條文規定，本公司須於商譽成本作出相應調整以抵銷於二零零
五年一月一日累積攤銷之面值。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過渡性安排，有關商譽之新政策無須追溯應用。因此，去年同期
數並無重列。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損益表內，並無就收購聯營公司產
生之商譽確認攤銷開支。新政策導致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除稅後溢利
增加1,107,000港元。

3. 前期調整

(a) 本集團之聯營公司麗新發展議決於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政報告時，
提早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部分對麗新發展之
財政報告有重大影響。

因麗新發展集團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關係，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分
佔麗新發展之綜合資產淨值下降197,886,000港元，而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累積虧損
上升197,886,000港元。

(b) 本集團聯營公司寰亞綜藝娛樂集團有限公司（「寰亞」）採納經修訂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工
具︰確認及計量」（「經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準則首次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
開始財政報告期間生效，並須追溯應用。經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相
若。由於寰亞於期內採納經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累積虧
損上升3,914,000港元，而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投資重估儲備上升3,914,000港元。

4.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下表呈示本集團按業務分類劃分之收入及溢利／虧損：

傳媒及娛樂 衛星電視 廣告代理 化妝品 * 公司及其他 * 綜合總計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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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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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30,225 17,892 2,781 899 19,628 20,569 7,691 3,744 — — 60,325 43,104
　其他收入 1,568 1,317 — 850 — 128 — — 5,072 1,416 6,640 3,711

　合計 31,793 19,209 2,781 1,749 19,628 20,697 7,691 3,744 5,072 1,416 66,965 46,815

分類業績 (4,779) (2,460) (15,685) (15,511) 5,874 1,179 2,083 (2,699) (15,651 ) (18,108 ) (28,158 ) (37,599 )

未分配利息及
　其他收益 184 37
持有短期投資
　未變現虧損 — (9 ) — (9 )
出售持作銷售
　物業收益 1,284 3,866 1,284 3,866
一長期投資減值撥回 — 1,885 — 1,885

經營業務虧損 (26,690 ) (31,820 )
融資成本 (6,330) (6,816)
分佔聯營公司之
　溢利及虧損 5,679 8,277 233,606 — 239,285 8,277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
　時商譽之攤銷 — (1,107) — (1,107)
分佔共同控制公司之
　溢利及虧損 (1,385) (1,259) (1,385) (1,259)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
　款項之撥備 (1,133) (326) (1,133) (326)

除稅前溢利／（虧損） 203,747 (33,051 )
稅項 (786) (68)

期內溢利／（虧損） 202,961 (33,119 )

* 期內，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類呈報」（「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本集團之化妝品業
務構成一項須予呈報之業務分類。因此，化妝品業務分類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比較
數字（過往計入「公司及其他」分類）已獨立披露為「化妝品」分類，以配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b) 地區分類︰

下表呈示本集團按地區分類劃分之收入：

中國香港 中國內地（包括澳門） 綜合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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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44,719 25,238 15,606 17,866 60,325 43,104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5,204 37
其他 1,620 3,711

6,824 3,748

6. 經營業務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扣除／（計入）：

電影版權及特許權之成本 3,497 6,016
自製及購入節目之成本 9,396 9,117
已提供服務之成本 35,135 25,990
售出存貨之成本 5,324 1,905

總銷售成本 53,352 43,028

出售持作銷售物業收益 (1,284 ) (3,866 )
一長期投資減值撥回 — (1,885 )
呆壞賬撥備撥回 (2,608 ) —
就有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訴訟自第三方收回款額之收益 — (673 )
折舊 2,487 2,427
電影版權之攤銷* 2,431 5,513
持有短期投資未變現虧損 — 9
㶅兌虧損／（收益）淨額 (108 ) 161

* 該等項目已計入電影版權及特許權之成本中。

7.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5,617 4,348
董事貸款、一名前股東貸款及一間有關連公司貸款之利息 711 2,463
融資租賃利息 2 5

6,330 6,816

8. 稅項

於本期間已就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產生，故此去年同期並無作出對香港利得稅之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
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根據其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稅項撥備：
　香港 780 —
　其他地區 6 68

期內稅項總支出 786 68

分佔聯營公司稅項支出淨額32,18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稅項進賬淨額57,000
港元）乃計入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內「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中。

9.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期內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202,96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虧損33,119,000港元）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688,765,040股（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71,184,929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存在可攤薄事項，故此於該等期間內之每股
攤薄盈利／（虧損）未予呈列。

10.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此結餘主要包括本集團於麗新發展及寰亞之權益。

於麗新發展之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富麗華及麗新發展就償還富麗華結欠本集團之債項約1,500,000,000
港元訂立一項協議（「清償協議」）。清償協議之主要條款包括 (i)以現金清償20,000,000港元； (ii)以發行價
每股0.50港元發行5,200,000,000股麗新發展普通股，佔麗新發展經擴大之已發行普通股本40.8%；及 (iii)
本集團向富麗華延長五年期計息貸款225,000,000港元（「有期貸款」）。清償協議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之通函內。清償協議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完成。自此，麗新發展及
本公司間出現互控狀況，而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麗新發展集團合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38.31%。

本集團分佔麗新發展集團之資產淨值乃計入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中。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
損內包括本集團分佔麗新發展集團之溢利及虧損，經計及本集團與麗新發展集團間之互控影響後，有關
金額為233,606,000港元。

12. 應收賬項及按金

客戶的貿易條款大部份以信貸形式訂立。發票一般於發出後30日至60日內應付，若干具良好記錄客戶除
外，而條款乃延至90日。各客戶均有各自之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謀求對其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緊控
制，並以信貸監管政策減低信貸風險。高層管理層人員亦經常檢討過期結餘。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之應收貿易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少於30天 5,365 6,141
　31天至60天 4,592 2,367
　61天至90天 590 1,299
　90天以上 12,674 9,589

23,221 19,396
其他應收賬項及按金 53,378 43,846

76,599 63,242

上述列載減去呆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乃根據貿易交易收益予以確認當日編製。

應收貿易賬項其中1,46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19,000港元）為應收本集團之一間聯營公
司，並由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所產生。

13.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應付貿易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少於30天 2,081 3,256
　31天至60天 1,416 2,448
　61天至90天 1,570 2,237
　90天以上 14,221 13,441

19,288 21,382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83,172 87,332

102,460 108,714

上述賬齡分析乃於收到所購買的貨品及服務當日編製。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其中46,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000,000港元）為收取麗豐控股
有限公司（「麗豐控股」）之款項，作為支付涉及本集團於澳門之建議住宅物業發展項目參與權之誠意金。
此項交易之其他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六日刊發之通函。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本集團及麗豐控股訂立合作補充備忘錄，以將取得該項目之相關批准之時
限，由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之備忘錄所載不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延長至不遲於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其他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七月四日之公佈中。

14. 股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面值 股份數目 面值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50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 1,000,000 2,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50港元之普通股 745,185 372,592 671,185 335,592

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本及股份溢價賬之變動概述如下：

普通股數目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總計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71,185 335,592 2,888,269 3,223,861

發行股份 (a) 74,000 37,000 118,400 155,400
發行股份費用 — — (4,734 ) (4,734 )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45,185 372,592 3,001,935 3,374,527

(a)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  Asset Managers (China) Fund Co., Ltd（「認購人」）
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向認購人發行及配發而認購人已有條件同意認購
74,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認購價為每股2.10港元。認購事項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完成，發
行新股所得款項淨額合共約為150,000,000港元，並擬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15.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尚未於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政報告中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有關向麗新發展出售聯營公司而向麗新發展作出之擔保 25,000 25,000

16. 比較數字

誠如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附註2及3所進一步闡釋，由於本期間採納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內若干項目及結餘之會計處理及呈列方式已予修訂以符合
新規定。因此，已作出若干前期調整，而若干比較數字已予重新分類及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期內，本集團之化妝品業務，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構成須予呈報之業務分項。因此，截至二零零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化妝品業務分類比較數字已獨立披露為「化妝品」分類，以配合本期間之呈報方
式，而該業務先前則包括在「公司及其他」分類。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回顧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概覽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之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純利為202,961,000港
元，相對去年同期錄得33,119,000港元虧損淨額有大幅度改善。由於毛利及其他收入改善，
經營業務虧損由去年同期31,820,000港元收窄至26,690,000港元，但改善幅度被市場推廣開
支及行政費用增加所抵銷。分佔聯營公司（即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及寰亞綜藝
娛樂集團有限公司（「寰亞」））之盈利達239,285,000港元，為本集團綜合業績之最主要貢獻
來源。

上半年營業額增至60,32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40%。約88%之營業額來自娛樂節目
製作、影片分銷及特許權、廣告代理服務和銷售化妝品。



傳媒及娛樂業務分類之總收入為31,793,000港元，較對上期間增加65.5%，其中娛樂節目製作成為最主要收入來源，於回顧期間之收入
總額達22,568,000港元，較去年顯著增長165%。期內分銷費用收入則減少57%至3,411,000港元，惟大部份已被音樂專輯分銷及特許權以
及藝人經理人業務之收入增加所抵銷。

期內，雖然廣告代理業務之收入下跌約5.2%，但仍然為總收入之第二大貢獻來源。而化妝品銷售、衛星電視業務及資訊科技服務之收
入增長，為期內總收入提供進一步之貢獻。

就本集團各業務分類之表現，廣告代理業務及化妝品業務分類均於期內取得盈利。傳媒及娛樂業務分類則錄得4,779,000港元虧損，而
去年同期則為虧損2,460,000港元。衛星電視業務上半年虧損額控制在15,685,000港元，與去年同期之虧損15,511,000港元大致相若。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  Asset Managers (China) Fund Co., Ltd. 訂立認購協議，據此，後者以每股股份2.10港元之認購
價認購74,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上述新股份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由本公司正式配發及發行。

於發行額外新股份後，本公司股本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增至745,184,929股，因此，麗新發展於本公司之權益，已從發行新股份前持有
42.54%本公司權益，被攤薄至38.31%。

東亞衛星電視（「東亞衛視」）業務

回顧期間，東亞衛視繼續以控制成本及改善節目質素為重點。除了香港電訊盈科有限公司旗下  NOW 寬頻電視之用戶外，東亞衛視
製作之節目自二零零五年五月起亦開始提供予香港寬頻數碼電視之用戶。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東亞
衛視在  NOW 寬頻電視之節目訂購錄得約22.7%之良好增幅。東亞衛視之重點工作是提升整體節目質量，以吸引更多觀眾；同時正等
候中國內地有關當局批出衛星電視落地牌照。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本集團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政府之有條件批准有關於澳門路蕌城興建東亞衛視電視城之建議發展計劃。
建議計劃預期會興建一座電視／電影城，音樂廳、會議展覽中心及商店綜合發展、兩間四至五星級酒店及一間全套房式酒店，總建築
面積合共約為340,000平方米。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本公司就上述路蕌城地盤其中一工段之住宅物業項目，與麗豐控股有限公司訂立合作補充備忘錄，雙方同意延長
就發展該項目取得全部所需批准之限期。

電影製作及發行

本集團持有37.33%權益之寰亞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營業額錄得118,185,000港元，股東應佔純利則為15,356,000港元。寰
亞並無就回顧期間宣派中期股息。

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寰亞推出兩部電影：二零零五年二月的《韓城攻略》及二零零五年六月的《頭文字D》。後者乃寰亞歷來製作費最
高的影片，該片於香港、台灣、中國內地、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地大受觀眾歡迎。寰亞亦推出兩部電影之錄象產品，分別為《天下無
賊》和《韓城攻略》。

娛樂

隨本港經濟改善及近期前景轉趨樂觀，對綜藝娛樂活動之需求於二零零四年已見提升，並延續至二零零五年，此勢頭有利東亞娛樂有
限公司（「東亞娛樂」）之業務。回顧期內，東亞娛樂主辦三個本地流行歌手的演唱會，並與其他投資主辦機構合辦了另外六個演唱會
及娛樂表演節目，共涉及66場演出。

本集團娛樂業務分類屬下之音樂製作及發行部門於期內共推出十張專輯，包括何韻詩、黎明、衛蘭、馮穎琪的專輯，Beyond 演唱會
及《韓城攻略》電影原聲碟。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

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完成清償麗新發展集團結欠本集團之債項後，總數5,200,000,000股麗新發展新普通股已配發及發行予本集團，
佔麗新發展40.8%權益；而麗新發展則持有本公司38.31%權益。基於此互控關係，並為反映麗新發展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
五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之業績，本公司攤佔麗新發展上述期間之業績約為233,606,000港元。

麗新發展於上述期間之業績受惠於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而有關變動乃麗新發展就截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
政年度提早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規定所引致。

誠如麗新發展截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披露，於完成清償其結欠麗新發展債券持有人及本集團之債項後，因
清償溢價產生一筆1,483,527,000港元之虧損已在麗新發展之損益賬支銷。麗新發展在上述之中期報告公佈截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錄得1,255,969,000港元之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麗新發展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公佈以16,800,000美元（約131,000,000港元）之代價出售位於越南峴港市  Furama Resort 之權益，交易於二
零零五年七月完成。出售所得款項已用作償還部份麗新發展A系列債券，此乃由於麗新發展已承諾會透過出售上述物業及另外兩項已
劃作此用途之物業籌集資金，以減少或抵銷其欠A系列債券持有人約266,000,000港元之債項。

麗新發展其後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公佈全數償還A系列債券，並獲抵押受託人解除部份A系列債券持有人就麗新發展在香港麗
嘉酒店及本公司持股權之抵押權益。

前景

東亞衛星電視（「東亞衛視」）業務

東亞衛視電視城發展計劃建議獲批准後，東亞衛視之投資成份及比重預期將有重大改變。當地與海外投資者計劃沿「路蕌金光大道」（即
東亞衛視電視城項目之所在地）投資發展之酒店、消遣及賭場設施，亦將進一步提升該項目之潛力。

電影製作及發行

於二零零五年下半年，寰亞計劃推出五部電影，包括由香港著名影星劉德華和黎明分別擔綱的兩部影片，及一部將於國內以錄象產品
及電視轉播推出的合資製作劇集，參與演出者包括《頭文字D》兩位主要演員陳冠希和黃秋生。寰亞計劃於二零零六年推出不少於六部
製作，其中兩部會在夏季檔期推出。

寰亞將繼續發掘增長機遇，例如與軟件開發者就供流動電玩使用之超微型磁碟方面之合作。《頭文字D》會是嘗試此項應用之首部電影，
預期將於二零零五年下半年推出。

娛樂

東亞娛樂於二零零五年下半年將主辦四個本地流行歌手之演唱會，亦會參與籌辦另外七個演唱會及娛樂表演節目，合共涉及約70場表
演。

音樂製作及分銷部門於二零零五年下半年的時間表相當繁忙，計劃推出約20張本地歌手專輯，包括《頭文字D》電影原聲碟。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

由於本地物業市場資產值回升，預期麗新發展之業績可望受惠於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所帶來之收益，有關變動是根據新增及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規定作出。

物業市場氣氛改善亦促使麗新發展能成功推售位於尖沙咀金巴利道26號之住宅單位及商場平台物業，以及元朗翠逸豪園住宅物業項目。
金巴利道26號和翠逸豪園均為麗新發展與其他夥伴合作之項目。

麗新發展已全數償還其A系列債券，加上銷售發展物業所得之款項，令其資產負債表變得更穩健。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資產抵押、負債比率及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為90,082,000港元，其中超過90%以港元列值。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22,000,000港元將於一年內到期重續，並以本集團總賬面淨值67,259,000港元之土地及樓宇之固定
押記為抵押。無抵押其他借款15,000,000港元及7,500,000港元分別須於一年內及第二年償還。來自本公司一名前股東之無抵押其他借款
為130,618,000港元乃按㶅豐最優惠利率計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來自一名董事之貸款27,266,000港元為無抵押、按㶅豐最優惠利率計息
及無須於一年內償還。

本集團按總借款與總資產淨值計算之負債比率維持在約10%之低水平。本集團所有借貸均以港元列值，大部份為浮息債項。於回顧期
間，本集團並無採用金融工具對沖相關風險。

未來資本開支主要包括為位於澳門路蕌地盤之東亞衛視電視城發展項目之進一步補地價及建築工程費用款項。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
日，就該項目之已訂約資本承擔達29,860,000港元。

本集團正與麗新發展集團就富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麗新發展之全資附屬公司）所欠225,000,000港元有期貸款之提早償還進行磋商。
麗新發展集團對此有正面之回應。

本集團相信其擁有充足資源提供資本開支及其他營運所需資金。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或然負債詳情載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附註15。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有約200名職員。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僱員總成本（包括公積金供款）約為
23,210,000港元（不包括董事酬金）。僱員之薪金水平維持於競爭水平，並會因應員工表現而加薪及分發花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免費
住院保險計劃、醫療津貼和資助在外進修及培訓計劃等。本公司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採納一項供董事及僱員參與之購股權計
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了偏離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第A.4.1、A.4.2及B.1.1條之守則規定外，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涵蓋之整段會計期間一直遵
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規定。

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委以固定任期，並須輪流退任。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惟本公司所有董事須遵守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87條（「細則第87條」）之退任規定，據此，於每屆股東
週年大會上當時三分之一董事須輪值告退，而退任之董事合資格應選連任。

守則條文第A.4.2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4.2條，每位董事（包括獲委以固定任期者）須最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

根據細則第87條，董事會主席及／或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均不受輪流退任規定之規限，亦不會計入每年決定退任董事人數之總數內。

本公司將考慮對細則作出適當修訂，以符合有關守則條文，即所有董事最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

守則條文第B.1.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B.1.1條，上市發行人須成立薪酬委員會，並以書面制訂其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之多數成員應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於回顧期間開始時尚未成立。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六日成立薪酬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採納其職權範圍。

中期報告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連宗正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連宗正先生、李寶安先生、林建岳先生、廖毅榮先生及張永森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建名先

生、譚惠珠女士及余寶珠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葉天養先生、劉志強先生及唐家榮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