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4 中 期 報 告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47）

Digital Domain Holdings Limited
數字王國集團有限公司 *

* 僅供識別



1 數字王國集團有限公司 • 2014 中期報告

數字王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
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429,564 123,701

銷售及服務成本  (364,340) (113,120)

毛利  65,224 10,581

其他收入及收益  1,214 227

銷售及分銷開支  (8,241) (3)

行政開支及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97,828) (17,454)

財務費用 3 (20,015) (1,345)

出售附屬公司之溢利  174 –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 7 1,000 10,500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45) –

除稅前（虧損）╱溢利 4 (58,517) 2,506

稅項 5 314 (510)

期內（虧損）╱溢利  (58,203)　 1,996

（虧損）╱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持有人  (46,181) 1,996

 －非控股權益  (12,022)　 –

  (58,203) 1,996

每股（虧損）╱溢利： 6

 －基本及攤薄  (0.470)港仙 0.02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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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溢利 (58,203) 1,996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或會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25 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25 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8,178) 1,998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持有人 (46,160) 1,998

　－非控股權益 (12,018) –

 (58,178)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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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3,468 47,887
　投資物業 7 156,100 155,100
　無形資產 8 306,695 329,044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10,871 11,048

  527,134 543,079

流動資產
　買賣商品  21,164 8,626
　應收貿易賬款、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9 133,621 73,99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6,745 209,338

  321,530 291,96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10 99,355 80,581
　遞延收入  35,961 33,566
　借款  39,435 7,481
　融資租賃承擔  7,897 4,783
　應付稅項  4,614 3,744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 1,824

  187,262 131,979

流動資產淨值  134,268 159,98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61,402 703,063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24,443 122,796
　融資租賃承擔  6,719 8,582
　遞延稅項負債  5,921 7,398
　可換股票據  354,540 337,267

  491,623 476,043

資產淨值  169,779 227,020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98,327 98,327
　儲備  74,641 119,864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172,968 218,191

非控股權益  (3,189) 8,829

權益總額  169,779 22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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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可換股票據 土地及樓宇  匯兌波動
 股本 股份溢價 之權益部分 重估儲備 實繳盈餘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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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1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98,327 245,047 – 7,355 49,510 45 (60,488) 339,796 – 339,796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 1,996 1,996 – 1,996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2 – 2 – 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 1,996 1,998 – 1,998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 98,327 245,047 – 7,355 49,510 47 (58,492) 341,794 – 341,794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因業務合併而發行可換股票據 – – 70,986 – – – – 70,986 – 70,986
來自業務合併之添置 – – – – – – – – 82,537 82,537

期內虧損 – – – – – – (194,211) (194,211) (73,573) (267,784)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378) – (378) (135) (51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378) (194,211) (194,589) (73,708) (268,297)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8,327 245,047 70,986 7,355 49,510 (331) (252,703) 218,191 8,829 227,020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可換股票據 土地及樓宇  購股權 匯兌波動
  股本 股份溢價 之權益部分 重估儲備 實繳盈餘 儲備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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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1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98,327 245,047 70,986 7,355 49,510 – (331) (252,703) 218,191 8,829 227,020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確認以股本結算以股份支付之款項（附註11） – – – – – 937 – – 937 – 937

期內虧損 – – – – – – – (46,181) (46,181) (12,022) (58,203)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 21 – 21 4 2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21 (46,181) (46,160) (12,018) (58,178)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98,327 245,047 70,986 7,355 49,510 937 (310) (298,884) 172,968 (3,189) 169,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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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量
除稅前（虧損）╱溢利 (58,517) 2,506

就以下作出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279 167

　無形資產攤銷 30,525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952) –

　出售附屬公司之溢利 (174) –

　以股本結算以股份支付之開支 937 –

　匯兌收益淨額 (159) (3)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 (1,000) (10,500)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45 –

　利息收入 (174) (227)

　財務費用 20,015 1,345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虧損 (175) (6,712)

買賣商品（增加）╱減少 (12,538) 8,934

應收貿易賬款、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增加 (59,606) (6,201)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增加╱（減少） 18,424 (1,725)

遞延收入增加 2,396 –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減少 (1,824) –

經營活動已動用之現金 (53,323) (5,704)

已付利息 (2,392) (1,061)

已付香港利得稅 (110) (159)

已付海外稅項 (44) –

經營活動已動用之現金淨額 (55,869) (6,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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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159 199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14,079) (30)

添置無形資產 (7,786) –

合營企業還款 143 –

出售附屬公司，扣除所出售之現金 67 –

投資活動（已動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21,496) 169

融資活動
新增借款 34,891 2

償還借款 (1,278) (1,238)

新融資租賃承擔 4,318 –

償還融資租賃承擔 (3,062) –

融資活動所得╱（已動用）之現金淨額 34,869 (1,23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淨額 (42,496) (7,991)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09,338 238,873

匯率變動之影響 (97) 4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66,745 230,886

代表：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6,745 23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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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
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
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已就投資物業作出調整並按公平價值列
賬。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內所採納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會計政策：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凡向僱員及提供類似服務之其他人士授出購股權，購股權於授出當日之公平價值於歸屬期間在損益內確
認，並於權益內之購股權儲備中作相應增加。非關乎市場之歸屬條件會一併考慮，方法為調整於各報告
期末預期歸屬之股本工具數目，使於歸屬期間確認之累積數額，最終根據最後歸屬之購股權數目確認。
關乎市場之歸屬條件為授出購股權之公平價值計算因素之一。只要符合所有其他歸屬條件，不論是否符
合關乎市場之歸屬條件，均會作出扣除。累積開支不會因關乎市場之歸屬條件未能達成而調整。

凡在歸屬前修訂購股權之條款及條件，在緊接修訂前後計算之購股權公平價值之增加，亦於餘下歸屬期
間內在損益中確認。

凡股本工具授予僱員及提供類似服務之其他人士以外之人士，所收取貨品或所得服務之公平價值乃於損
益中確認，除非有關貨品或服務符合資格確認為資產。相應之增加會於權益內確認。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並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該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申報期間及過
往申報期間之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未有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且可能與本集團業務相關惟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本集團正在評估該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直至目前為止，本公司董事認為
應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生效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共同營運權益之會計 (iii)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澄清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iii)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iv)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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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生效日期：
(i)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ii)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或發生之交易
(iii)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iv)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v) 可供應用－強制生效日期將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其餘階段落實時釐定

2. 收入及分部報告
可申報分部
本集團按主要經營決策者所審閱並賴以作出決策及評估表現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由於各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所需之業務策略亦不相同，因此各分部之管理工作乃獨立進行。以下
為本集團各可申報分部業務之概要：

– 物業投資
– 貿易
– 媒體娛樂（視覺特效製作）

分部間交易之價格乃參考就類似訂單向外部人士收取之價格釐定。由於中央收益及開支並未計入主要經
營決策者評估分部表現時使用之分部溢利或虧損內，故並無分配至經營分部。

(a) 本集團在期內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收入和業績及資產和負債分析如下：

 物業投資 貿易 媒體娛樂 綜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可申報分部收入 2,977 2,793 173,061 120,908 253,526 – 429,564 123,701

可申報分部溢利╱（虧損） 2,448 2,302 12,168 7,369 (41,246) – (26,630) 9,671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申報分部資產 157,456 156,202 128,924 96,176 456,450 441,052 742,830 693,430

可申報分部負債 1,504 1,440 45,454 31,198 196,303 155,316 243,261 187,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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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可申報分部（續）
(b) 可申報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可申報分部（虧損）╱溢利 (26,630) 9,671
其他收入及收益 1,214 227
未分配企業開支 (14,215) (16,547)
出售附屬公司之溢利 174 –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 1,000 10,500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45) –
財務費用 (20,015) (1,345)

除稅前綜合（虧損）╱溢利 (58,517) 2,506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申報分部資產 742,830 693,430
未分配銀行結餘及現金 92,364 127,462
未分配企業資產 13,470 14,150

綜合資產總額 848,664 835,042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可申報分部負債 243,261 187,954
未分配借款 67,030 69,199
應付稅項 4,614 3,744
遞延稅項負債 5,921 7,398
可換股票據 354,540 337,267
未分配企業負債 3,519 2,460

綜合負債總額 678,885 60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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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可申報分部（續）
(c) 地區資料

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按地區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所屬地） 2,977 2,793

中國內地 173,061 120,908

美國 164,814 –

加拿大 88,602 –

其他國家 110 –

 429,564 123,701

3.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票據之應計利息 17,272 –

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款 625 285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款 1,019 1,060

 融資租賃 1,099 –

 20,015 1,345

4. 除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此已包括下列各項：

計入：
利息收入 174 227

扣除：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01,574 5,69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279 167

無形資產攤銷 30,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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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中（計入）╱扣除之稅項包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稅項－本期香港利得稅 1,100 510

期內稅項－本期海外稅項 44 –

遞延稅項 (1,458) –

 (314) 510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段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計算。海外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
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6. 每股（虧損）╱溢利
每股基本（虧損）╱溢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溢利所依據之歸屬本公司

　持有人之期內（虧損）╱溢利 (46,181) 1,996

 股份數目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溢利所依據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832,685,768 9,832,685,768

每股攤薄（虧損）╱溢利
由於本期間之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及購股權同時對期內每股基本虧損具反攤薄影響，於計算每股攤薄虧
損時並無假設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換股及購股權獲行使。除上述者外，於本期間及上期間並無其他具攤
薄潛力之股份。因此，本期間及上期間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溢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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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資物業
 千港元

公平價值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155,100

公平價值收益 1,00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156,100

期內本集團從投資物業（大部分根據經營租賃出租）賺取之物業租金收入為2,97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2,793,000港元）。本期間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支出為43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427,000港元）。

本集團所持有的投資物業均位於香港及根據中期經營租賃持有，並為本集團之銀行融資提供抵押。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價值乃由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行戴德梁行有限公
司（其員工中包括香港測量師學會資深會員，擁有最近在該地點及該類物業之估值經驗）按市值基準達
致。此項估值於期內產生公平價值收益1,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0,500,000港元）。

8. 無形資產
 商譽 商標 專有軟件 參股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207,011 19,385 64,501 258,987 549,884

添置 – – 7,786 – 7,786

匯兌調整 393 (8) 6 (110) 281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07,404 19,377 72,293 258,877 557,951

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 – 14,271 206,569 220,840

期內攤銷 – – 12,019 18,506 30,525

匯兌調整 – – (9) (100) (109)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 – 26,281 224,975 251,256

賬面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07,404 19,377 46,012 33,902 306,695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7,011 19,385 50,230 52,418 32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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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一般向貿易客戶授予平均30至60天（二零一三年：30至60天）之放賬期。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
（扣除呆賬撥備）根據到期日作出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未逾期 70,969 54,825

 1-30天 27,908 5,831

 31-60天 730 2,112

 61-90天 12,867 1,292

 112,474 64,060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21,147 9,939

 133,621 73,999

10.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本集團之應付貿易賬款根據到期日作出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未逾期 45,404 31,269

 1-30天 345 357

 31-60天 101 697

 61-90天 – 135

 逾90天 96 542

 45,946 33,00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53,409 47,581

 99,355 8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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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普通股
 普通股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75,000,000,000 7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9,832,685,768 98,327

以股本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980,060,000份購股權乃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以各承授人支付1港元之
代價而授予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僱員（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授出購股權）。每
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認購一股本公司普通股之權利。此等購股權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歸屬，其
時起可予行使，直至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為止。行使價為0.098港元，此為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
業日本公司普通股之平均收市價。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5,000,000份購股權（二零一三年：無）已被沒收及並無購股
權（二零一三年：無）獲行使。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行使購股權之平均行使價為0.098港元，而有關購股權之平均餘下合約年
期為9.92年。

作為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授出購股權之代價所收到之服務的公平價值，乃參考已授出購股權之公
平價值而計量。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授出之購股權的公平價值乃根據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釐定。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授出之每份購股權的加權平均公平價值為0.034港元。主要估
值參數如下：

於授出日期之股價 0.094港元
行使價 0.098港元
預期波幅 33.59%
購股權之年期 10年
預期股息收益 0%
無風險利率 1.91%
沒收比率 10%
次優行使行為倍數 2.1

預期波幅乃考慮本公司以往股價走勢而釐定。預期股息收益乃根據本公司過往派息記錄而釐定。無風險
利率乃根據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之香港外匯基金票據而得出。沒收比率乃根據本集團以往之僱員
購股權退出比率而釐定。次優行使行為倍數乃根據本公司以往僱員購股權提前行使倍數而釐定。

所授出之購股權並無附帶市場歸屬條件。

根據此項購股權計劃，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確認以股本結算以股份支付之
開支93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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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連人士交易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有以下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關連人士關係 交易類型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控股權益之關連公司 生產成本 4,728 –

13.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14.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當中，已終止經營業務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
期內虧損已重新分類至財務費用，而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已重新分類至未分配企業資產及
負債，原因為管理層認為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以至資產及負債均並非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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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董事」）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財務及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收入為429,56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23,701,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增長約247%。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毛利為65,22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0,581,000港元），增長
約516%。收入及毛利之增加主要源自於二零一三年七月收購之新業務分部（媒體娛樂－視覺特效（「視覺
特效」）製作）及貿易分部之增長。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848,664,000港元（於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35,042,000港元）。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除稅後虧損為58,203,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溢利1,996,000港元）。於回顧期間之虧損主要是財務費用（包括於二零一三年七月發行之可換股
票據之應計利息）之增加、媒體娛樂分部（視覺特效製作）之經營虧損以及確認以股本結算以股份支付之
款項。於回顧期間，本公司持有人應佔虧損為46,181,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溢利1,996,000港元）。

媒體娛樂分部
於回顧期間，此分部錄得收入253,526,000港元。此分部之收入佔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收入約59%。儘管
利潤率自二零一三年七月收購後有所改善，此分部仍錄得虧損41,246,000港元。有關虧損主要源自經營
虧損（包括無形資產（電影《宇宙生還戰－安達的戰爭遊戲》的參股權）之攤銷開支）。未扣除(a)物業、廠房
及設備折舊及(b)無形資產攤銷之分部虧損為1,595,000港元。

此分部主要向大型電影製作室及廣告客戶提供視覺特效製作。本集團已為劇情片提供視覺特效製作服
務，如在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上映的《變種特攻：未來同盟戰》及《黑魔后：沉睡魔咒》。

物業投資分部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物業投資分部之收入增長約7%至2,97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793,000港元），
並錄得理想的租金及出租率。有關收入佔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整體收入約1%。此分部之溢利於回顧期間有
所增加，總額為2,44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302,000港元）。

本集團於香港銅鑼灣萬國寶通中心地下擁有兩間商舖及十個停車位。於回顧期間，所有商舖及部分停車
位已租出。此分部之投資物業組合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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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業務回顧（續）
貿易分部
於回顧期間，貿易分部繼續大力發展並達至173,061,000港元之收入（二零一三年：120,908,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增長約43%。於回顧期間，貿易分部之收入佔本集團整體收入約40%。貿易分部之溢利增加
約65%至12,16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7,369,000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此分部於香港、中國內地及其他國家╱地區從事金屬廢料（例如銅線）之貿易。由
於貿易業務之表現極為取決於地區及全球經濟環境，本集團將為貿易分部採取合適的業務策略並發掘合
適機遇，以在當前經濟環境中保持增長及推動其進一步發展。

合營企業之權益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與騰訊控股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股份代
號：700））分別擁有50%權益的合營企業之應佔虧損為45,000港元。該合作始於二零一三年九月。該合
營企業自成立以來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業務活動，且將於未來數年繼續發掘潛在投資機會。

股本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股份」）總數為9,832,685,768股。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可換股票據之未償還本金總額為392,000,000港元。按每股可換股股份0.04港
元之初步換股價計算，倘可換股票據所附帶之換股權獲悉數行使，9,800,000,000股可換股股份將予配發
及發行。於回顧期間，可換股票據所附帶之換股權並未獲行使。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向承授人授出合共980,060,000份購股權。購股權賦
予承授人權利，可以行使價每股股份0.098港元認購合共980,060,000股新股份。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
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之公告以及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二日
之通函。於回顧期間，並無購股權被行使，但有5,000,000份購股權被註銷或失效。購股權變動詳情載於
下文「購股權計劃」一段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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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集團資產抵押及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有不同融資來源，包括本集團業務營運所賺取之內部資金、有抵押一般銀行融資、無抵押非銀行
貸款及來自股東及其他潛在投資者之不定期投資（例如配售股份或發行可換股票據或透過股東貸款提供
資金）。本集團繼續採用保守之融資及庫務政策。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有本金額約為62,121,000港元之分期貸款形式之銀行融資，及本金額約為34,879,000

港元之營運資本貸款。該等銀行融資由(a)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總額為156,100,000

港元之投資物業；(b)電影《宇宙生還戰－安達的戰爭遊戲》的參股權之未來收入及(c)媒體娛樂分部（視覺
特效製作）中兩間間接擁有70%之附屬公司之股本權益作抵押。

除上文所述的銀行融資外，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底已終止經營的娛樂媒體分部中一間間接附屬公
司，於二零零九年向香港一間銀行取得一筆6,000,000港元之銀行融資，此為一項五年分期貸款（「五年貸
款」）。此筆融資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特別信貸保證計劃而授出，據此，政府向銀行提供
80%擔保，而本公司一間持有上述間接附屬公司權益之中介附屬公司向銀行提供公司擔保。於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二十日，本公司宣佈其將不會繼續向娛樂媒體分部提供財務支援。因此，上述附屬公司之業務
已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底起終止經營。此筆五年貸款已悉數分類為流動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有約61,969,000港元之非銀行貸款。此筆非銀行貸款以美元計算、無抵
押、免息及毋須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起計之十三個月內償還。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亦有約14,616,000港元並以美元計算之融資租賃承擔。此等承擔來自
若干電腦設備及軟件（租賃資產）並由出租方之租賃資產作抵押。平均租期為三年。所有承擔之適用利率
均於各自合約日期訂定。所有承擔乃按固定還款基準訂立，並無就或然租金付款訂立任何安排。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66,745,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
銀行融資約為101,909,000港元。此等銀行貸款以浮動息率計息。當中，貸款額67,030,000港元以港元計
算，而貸款額34,879,000港元則以美元計算。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上文提及之五年貸款除
外）已根據議定還款日期分類為流動負債及非流動負債。根據議定還款日期，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銀行借款（已悉數分類為流動負債之五年貸款除外）之到期日分佈於19年的期間，約36%須於一年
內償還、6%須於一年至兩年內償還、9%須於兩年至五年內償還及49%須於五年後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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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集團資產抵押及資本負債比率（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321,530,000港元，而流動負債約為187,262,000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7（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代表本集團之銀行貸款、非銀行貸款、可換股票據及
融資租賃承擔除以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為308%（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0%）。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收入、開支、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港元」）、人民幣（「人民幣」）、美元（「美元」）及加拿大元
（「加元」）結算。於回顧期間，美元兌港元之匯率較為穩定。由於北美洲業務營運的若干財務報表以加元
列報，倘若加元兌港元升值，則加拿大部分呈報的盈利將會增加。本集團若干開支以人民幣結算，而於
回顧期間的波幅相對較大。然而，人民幣開支極微，人民幣兌港元的波動並沒有對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業
務運作產生重大不良影響。

目前，本集團不擬就涉及人民幣及加元之匯兌波幅對沖。然而，本集團會經常檢討經濟狀況、各項業務
分部之發展及整體外匯風險組合，並於將來有需要時考慮合適之對沖措施。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為367人。本集團相信員工對其取得成功攸關重要。根據本
集團之薪酬政策，僱員之薪金水平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並會因應員工表現而擢升及調整薪酬。其他福
利包括酌情花紅、購股權計劃及退休金計劃。

展望
視覺特效行業的市塲競爭激烈，構成本集團一項重大挑戰。一如其他項目形式的業務，除了財務及營運
改善可能需要相對較長時間才能在我們的業績中反映出來外，視覺特效業務之表現將取決於本集團能夠
取得之項目以及其製作時間表而定。本集團將繼續積極發掘新項目及商機。本集團亦將繼續採取成本控
制措施（包括於適當情況下將其視覺特效工作的獨立部份外判給外界供應商以及將閒置之製作僱員人數
減至最低等），務求提升視覺特效業務的利潤率。然而，預期二零一四年下半年的業績仍然波動。

除現有業務分部外，本集團亦會探討其他業務開展機會，以提升本公司股東（「股東」）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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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獲採納，並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日作出修訂（「購股權計
劃」）。根據購股權計劃，董事獲授權向任何董事、本集團任何僱員，以及已為本集團作出或將會為本集
團作出貢獻之人士授出購股權（「購股權」），作為獎勵計劃及回報。除購股權計劃外，本公司並無任何其
他購股權計劃。

下表披露本公司之購股權於回顧期間之變動：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四年 於回顧 於回顧 於回顧期間 於二零一四年   每股股份
參與者姓名及類別 一月一日 期間授出 期間行使 註銷╱失效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行使價
  （附註1）      （港元）

董事

周健（附註2） – 150,000,000 – – 150,000,000 28/05/2014 28/05/2017至 0.098
  （附註3）     27/05/2024

范鐳 – 150,000,000 – – 150,000,000 28/05/2014 28/05/2017至 0.098
  （附註3）     27/05/2024

本集團僱員

謝安 – 100,000,000 – – 100,000,000 28/05/2014 28/05/2017至 0.098
  （附註3）     27/05/2024

其他僱員（合計） – 580,060,000 – 5,000,000 575,060,000 28/05/2014 28/05/2017至 0.098
       27/05/2024
 

總數 – 980,060,000 – 5,000,000 975,060,000
 

附註：

1. 購股權由授出日期（即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授出日期」）至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有效為期10

年，並於授出日期起計滿三週年起可予行使。

2. 周健先生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及主要股東。

3. 本公司於授出日期有條件地向周健先生、范鐳先生及謝安先生授出之購股權，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
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

4. 股份於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之收市價為每股股份0.09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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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b)根
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佔 

   持有相關  已發行股本之
董事姓名 身份 持有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權益總額 概約百分比

周健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及實益擁有人 2,610,395,180 150,000,000 2,760,395,180 28.07%

  （附註1及2）

范鐳 實益擁有人（附註2） – 150,000,000 150,000,000 1.53%

附註：

1. 智申控股有限公司由佳煒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周健先生持有佳煒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權，因此，
彼被視為於2,610,395,18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周健先生及范鐳先生已分別獲授出150,000,000份購股權，詳情載列於上文「購股權計劃」一節內。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
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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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之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
人員除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並已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名冊：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持有相關 佔已發行股本之
名稱╱姓名 身份 持有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智申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附註1） 2,610,395,180 – 26.55%

佳煒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1） 2,610,395,180 – 26.55%

Fortune Source International  實益擁有人（附註2） 1,125,000,000 – 11.44%

 Limited

張曉群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2） 1,125,000,000 – 11.44%

陳少華 實益擁有人及家屬權益（附註3） 881,830,000 – 8.96%

張崑 實益擁有人及家屬權益（附註4） 881,830,000 – 8.96%

Long Gate Limited 實益擁有人（附註5） 845,500,000 – 8.60%

郭浩云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5） 845,500,000 – 8.60%

葛根塔娜 實益擁有人（附註6） – 5,037,200,000 51.23%

Harmony Energy Limited 實益擁有人（附註7） – 4,762,800,000 48.44%

Ever Union Capital Limited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7） – 4,762,800,000 48.44%

車峰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7） – 4,762,800,000 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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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之權益（續）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續）
附註：

1. 智申控股有限公司由佳煒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周健先生持有佳煒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權，因此，
彼被視為於2,610,395,18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Fortune Source International Limited由張曉群全資擁有。張曉群被視為於由Fortune Source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之1,125,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陳少華個人擁有401,830,000股股份之權益。陳少華被視為於張崑（陳少華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持
有之48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張崑個人擁有480,000,000股股份之權益。張崑被視為於陳少華（張崑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持有之
401,83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5. Long Gate Limited由郭浩云全資擁有。郭浩云被視為於由Long Gate Limited持有之845,500,000股股份
中擁有權益。

6. 5,037,200,000股相關股份乃關於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票據，其本金額為201,488,000港元，換股價為每
股股份0.04港元（可予調整）。該等可換股票據經悉數轉換後，5,037,200,000股股份將發行予葛根塔娜
女士。

7. 4,762,800,000股相關股份乃關於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票據，其本金額為190,512,000港元，換股價為每
股股份0.04港元（可予調整）。該等可換股票據經悉數轉換後，4,762,800,000股股份將發行予Harmony 

Energy Limited，Harmony Energy Limited由Ever Union Capital Limited全資擁有。車峰先生持有Ever 

Union Capital Limited 100%股權，因此，彼被視為於4,762,800,000股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之任何其他權益或
淡倉為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名冊。

根據上市規則第13章第13.21段之披露事項
香港一間銀行曾向本公司的一間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底已終止經營之娛樂媒體分部的間接附屬公司（「該
附屬公司」）提供本金額為6,000,000港元之銀行融資（「該融資」）並曾因此須對本公司施加若干特定履約
責任，據此，本公司將不會(i)於該附屬公司持有少於51%之實際股權及(ii)於本公司一間持有該附屬公司
之中介全資附屬公司（「該中介控股公司」）持有少於100%之股權。倘若違反上述條件，除非另行獲銀行
批准，否則銀行有權要求該附屬公司悉數償還該融資之未償還款項。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該融資
之未償還貸款額約為4,854,000港元，而原訂最後一期每月分期付款應於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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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章第13.21段之披露事項（續）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本公司宣佈不再繼續向娛樂媒體分部提供財務支援。因此，該附屬公司之
業務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底終止經營。上述銀行已就該融資向該附屬公司及該中介控股公司採取法律行
動。該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被委任臨時清盤人以及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被委任兩名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然而，本公司及本公司其他附屬公司並無向該附屬公司及該中介控股公司就該融資
提供任何公司擔保。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回顧期間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以下各項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
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a)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公司細則」）第87(1)條，本公司董事會主席毋須輪值退任；

(b) 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或最高行政人員之角色並無區分。周健先生為本公司主席，而本公
司並無設立最高行政人員或職銜為行政總裁之高級人員職位。根據本集團之現有規模，行政總裁
或最高行政人員之角色及職務由全體執行董事共同執行。本公司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有關安排，並
可能於日後在本集團業務之進一步發展中採納適當措施；及

(c) 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委任年期。然而，彼等須根據公司細則及企業管治守則在股東大會上退
任及可應選連任。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服務合約須給予一個月通知予以終止。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周健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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