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80) 

 

公告 

 

截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中期業績 

二零零八年／二零零九年度中期股息 

及 

暫停辦理過戶登記手續 

 

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布本集團截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詳列如下。本公司董事會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該中期業績，

並接納以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已公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

料為基準入賬編製本集團之中期財務資料。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附註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0,018 21,655

銷售成本 (5,372) (13,721)
 ────── ──────
毛利 4,646 7,934

其他收入 3 8,272 12,000

銷售及分銷開支 (380) (189)

總務及行政開支 (12,316) (13,470)

其他經營開支 (11,191) (10,240)
 ────── ──────
經營虧損 (10,969) (3,965)

應佔聯營公司扣除所得税後淨溢利 126,470 123,475
 ────── ──────
扣除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所得稅前溢利 4 115,501 119,510

所得稅開支 －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5 - -
 ────── ──────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利 115,501 119,510

 ══════ ══════

中期股息 19,920 19,920

 ══════ ══════

每股中期股息  港幣 0.05 元 港幣 0.05 元

 ══════ ══════

每股盈利 6 港幣 0.29 元 港幣 0.30 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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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及三月三十一日結算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八年

 附註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流動資產 
  物業、器材及設備 135,482 138,791
  租賃土地 17,821 18,052
  聯營公司權益 1,776,084 1,792,869
 ────── ──────

 1,929,387 1,949,712
 ------------------- -------------------

流動資產 
  存貨   1,004 753
  應收賬款、預付款、按金及  
      其他應收賬款 7 30,535 26,324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226,822 48,882

 ────── ──────

 258,361 75,959
 ------------------- -------------------

資產總額 2,187,748 2,025,671
 ══════ ══════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99,598 99,598
  其他儲備 37,237 26,100
  留存溢利 
  － 二零零七年／二零零八年度擬派末期股息 - 167,323
  － 二零零八年／二零零九年度宣派中期股息 19,920 -
  － 其他 1,815,268 1,723,161
 ────── ──────

權益總額 1,972,023 2,016,182
 ------------------- -------------------

負債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8 46,639 7,583
  僱員長期服務金準備 1,763 1,906
  應付股息 167,323 -
 ────── ──────

負債總額 215,725 9,489
 ------------------- -------------------

權益及負債總額 2,187,748 2,025,671
 ══════ ══════

流動資產淨額 42,636 66,470
 ══════ ══════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972,023 2,016,1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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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料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料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料

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二零零八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

度之年度財務報表一併閱讀。 

 

除本集團已採納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年度

強制生效之新增／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準則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零零八年三月三

十一日止年度之年度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採納該等新增／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準則並不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狀況產生重大影

響，亦不會引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財務報表之呈列出現重大變動。 

 

下列已頒佈之新增／經修訂之準則、現行準則之修訂本及詮釋於二零零八年七月一日或以

後或較後期間開始的會計期間強制性生效，惟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報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及第 1 號（修訂本） 可認沽金融工具及清盤所引致之責任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   經營分部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3

  — 詮釋第 13 號 

 
1 

於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2 

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3 

於二零零八年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本集團已開始對該等新增／經修訂之準則、現行準則之修訂本或詮釋進行評估，惟現時仍

未能陳述該等新增／經修訂之準則、現行準則之修訂本或詮釋是否會對經營業績和財務狀

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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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料 

期內集團之收益及貢獻按業務分部分析如下： 

 

截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  

  攝製   
影片發行 設施服務

S i
投資控股 集團總額 物業租賃  

  ──── ───── ──── ────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附註） 1,834 - 8,184 - 10,018
 ════ ════ ════ ════ ════

 分部業績 1,094 (651) (2,471) (2,393) (4,421)
 ════ ════ ════ ════ 
 未分類項目  (6,548)
    ────
 經營虧損  (10,969)

 應佔聯營公司扣除所得稅   
 後淨溢利 - - - 126,470 126,470
    ────
 扣除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所得稅前溢利   115,501

 所得稅開支 － 本公司及   
 附屬公司    -
     ────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利   115,501
   ════

 

附註：業務分部之間並無任何銷售。 

 

  截至二零零七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
  攝製   

  設施服務物業租賃 影片發行 投資控股 
S i

集團總額 
 ──── ───── ──── ────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附註） 1,934 80 19,641 - 21,655
 ════ ════ ════ ════ ════

 分部業績 1,163 (490) 1,150 (2,198) (375)
 ════ ════ ════ ════ 

 未分類項目   (3,590)
    ────
 經營虧損   (3,965)

 應佔聯營公司扣除所得稅   
 後淨溢利 - - - 123,475 123,475
    ────
 扣除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所得稅前溢利   119,510

 所得稅開支 － 本公司及   
 附屬公司    -
     ────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利   119,510
   ════

 

附註：以上營業額已抵銷了來自攝製設施服務之分部間交易共港幣 12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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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料（續） 

於本回顧期內，本集團在香港以外地區之收益及分部業績均少於總營運之 10％，因此並無

呈列地區分部資料。 

 

3.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管理費收入 4,994 5,775

 利息收入 2,677 5,116

 其他 601 1,109
  ────── ──────
  8,272 12,000

 ══════ ══════

 

4. 扣除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所得税前溢利 

扣除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所得税前溢利已扣除下列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3,873 4,969

 加：從存貨中實現之折舊淨額 - 4,431
  ────── ──────
  3,873 9,400

   

 租賃土地攤銷 231 231

 已發行影片攤銷 - 77

 僱員福利開支 14,801 18,305

 經營租賃 ─ 土地及樓宇 229 228
 ══════ ══════

 

5. 所得稅開支－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內並無應課稅溢利，故沒有就香港利得稅撥備（二零零七年：無）。  海

外利得稅，如需撥備，則根據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行稅率計算撥備。 

 

6. 每股盈利 

每股盈利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本集團溢利港幣 115,501,000 元 (二零零七年為港幣

119,510,000 元) 及按截至二零零八年及二零零七年九月三十日止兩個期間內之已發行普通

股 398,390,400 股計算。攤薄之每股盈利並未列出，因並沒有具攤薄性的潛在股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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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款、預付款、按金及其他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淨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八年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至三個月 553 211
 三個月以上 18 396
  ────── ──────

  571 607
   

 未逾期應收賬款 2,247 1,450
  ────── ──────

  2,818 2,057
  ══════ ══════

 

本集團設有一套既定信貸政策。一般信貸期為 30 日至 90 日。 

 

8.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八年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1,439 422
 一至三個月 168 -
 三個月以上 92 -
  ────── ──────

  1,699 422
  ══════ ══════

 

中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宣布向於二零零九年一月二十二日名列股東名冊之各股東派發截至二零零八年九月

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普通股港幣 0.05 元（二零零七年：港幣 0.05 元），合共港幣

19,919,520 元。 於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行 398,390,400 股普通股份，毎股面值為

港幣 0.25 元。 

 

暫停辦理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於二零零九年一月十日（星期六）至二零零九年一月二十二日（星期

四）（包括首尾兩天在內）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凡擬領取上述中期股息的人士，務必將

所有過戶文件於二零零九年一月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

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樓 1712-1716

室。股息單約於二零零九年一月二十二日寄發予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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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論述與分析 

 

重建清水灣用地 

一份由 Coastl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及本公司共同訂立，就有關處理通行權安排之建議

書，正在呈交地政總署。一經批核，我們將可進入下一階段，商討該換地之基本條件。 

 

聯營公司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對本集團於本期內之除稅後盈利貢獻上升 1%。 雖然該聨營公司之營業額上

升 8%，但其銷售成本及間接成本卻增加 14%，反映新數碼頻道節目之成本較高及普遍通貨膨脹

之影響。該等成本上漲之影響因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所佔其一聯營公司，無線收費電視控股有限

公司之虧損減少 55%而得以補償。 

 

卲氏影城的整體內部裝修工程預期可在二零零九年首季完成，而該等設施將於其後投入運作。 

 

財務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並無重大向外借貸，因此本集團資產並沒有受任何抵押約束。在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

購買或出售重大之附屬公司或聯營公司。 

 

資本承擔 

於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為港幣 4,980 萬元（二零零八年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 6,990 萬元），將由內部資源提供資金。 

 

或有負債 

於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匯率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收益、費用、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結算，本集團於匯率波動上並無重大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 140 名全職僱員，全部受僱於香港。回顧本期間，本

集團之薪酬政策並無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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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在此期間，本公司

或其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期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內所載之有關守則條文。  
 
遵守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錄 10 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所有本公司董事及高層管理人員，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於二零零八年四月一日至二

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由全部三位獨立非執行董事組成，分別為周亦卿博士（審核委員會主席），吳鈺

淳女士及趙漢燊先生，彼等均具備合適的學歷和專業資格或相關的財務管理才能。審核委員會

具備充足資源履行職務。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責任包括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檢討審計服務之

範圍，以及內部監控和法規遵守制度之有效性。審核委員會亦會討論由外聘核數師及監管機構

所提出之各項建議，以確保所有合適的建議均獲實行。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理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並討論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

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料，然後提呈

董事會審批。 
 

本集團截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惟未經審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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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全部資料，將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前 在 聯 交 所 網 站 （ www.hkexnews.hk ）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shawbrothers.com.hk）登載。 

 

 
承董事會命 

 

 

邵逸夫 

行政主席 

 

 

香港，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 

 

執行董事： 

 
邵逸夫爵士 GBM（行政主席） 

方逸華（副主席及董事總經理） 

Jeremiah Rajakulendran 

 
獨立非執行董事： 

 
周亦卿博士 

吳鈺淳 

趙漢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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