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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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寰 亞 傳 媒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75）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
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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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
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
通量的市場。

本公告所載資料乃遵照《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發，旨在提供
有關寰亞傳媒集團有限公司之資料。寰亞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
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
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
遺漏其他事項，致使當中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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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寰亞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125,088 25,053 145,301 47,023
銷售成本 (95,157) (20,341) (103,148) (40,513)    

毛利 29,931 4,712 42,153 6,510
其他收入 877 2,434 3,347 6,327
市場推廣開支 (4,378) (4,386) (5,122) (7,468)
行政開支 (32,487) (31,958) (59,699) (57,520)
其他營運收益 5 2,542 16,630 4,923 36,686
其他營運開支 (1,501) 83 (2,774) (1,390)    

經營業務虧損 (5,016) (12,485) (17,172) (16,855)
融資成本 6 (122) (3,259) (208) (6,392)
分佔合營企業之溢利及虧損 (314) 2,785 (345) 2,342    

除稅前虧損 7 (5,452) (12,959) (17,725) (20,905)
所得稅開支 8 (1,472) (248) (1,498) (357)    

期內虧損 (6,924) (13,207) (19,223) (21,262)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338) (12,241) (23,510) (19,163)
 非控股權益 5,414 (966) 4,287 (2,099)    

(6,924) (13,207) (19,223) (21,26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9

 基本及攤薄（港仙） (0.41) (1.97) (0.79)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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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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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虧損 (6,924) (13,207) (19,223) (21,262)

以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405 (3,842) 964 (10,041)
 解散一間附屬公司╱註銷附屬公司
  後之匯兌儲備撥回 – (211) (176) (183)    

期內除稅後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405 (4,053) 788 (10,22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6,519) (17,260) (18,435) (31,486)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121) (16,375) (23,025) (29,500)
 非控股權益 5,602 (885) 4,590 (1,986)    

(6,519) (17,260) (18,435) (3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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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00 –
電影及電視節目產品 17,496 15,420
電影及電視節目版權 – –
其他無形資產 315 –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10,393 15,823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2,971 25,562
使用權資產 9,319 –  

非流動資產總值 70,794 56,805  

流動資產
拍攝中電影及電視節目以及電影投資 337,442 235,844
應收賬款 11 51,379 60,52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4,897 126,303
其他金融資產 4,651 4,57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36,984 295,564  

流動資產總值 665,353 722,80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1,320 4,095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85,244 269,695
已收按金 99,381 167,102
租賃負債 7,827 7,497
應付稅項 9,087 9,087  

流動負債總額 302,859 457,476  

流動資產淨值 362,494 265,32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33,288 322,133  

非流動負債
一間中間控股公司之貸款 13 77,000 –
租賃負債 6,713 2,160  

非流動負債總額 83,713 2,160  

資產淨值 349,575 319,973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 298,631 294,570
儲備 61,384 40,433  

360,015 335,003
非控股權益 (10,440) (15,030)  

總權益 349,575 319,973  

– 4 –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本

股份溢

價賬 繳入盈餘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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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經審核） 294,570 837,756 95,191 (19,088) (873,426) 335,003 (15,030) 319,973
期內虧損 – – – – (23,510) (23,510) 4,287 (19,223)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 – – 661 – 661 303 964
 解散一間附屬公司後之匯兌儲備撥回 – – – (176) – (176) – (176)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485 (23,510) (23,025) 4,590 (18,435)
配售股份（附註14(c)） 4,061 44,674 – – – 48,735 – 48,735
配售股份之交易成本（附註14(c)） – (698) – – – (698) – (698)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298,631 881,732 95,191 (18,603) (896,936) 360,015 (10,440) 349,575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一日（經審核） 21,361 633,661 95,191 (7,975) (702,001) 40,237 (15,231) 25,006
期內虧損 – – – – (19,163) (19,163) (2,099) (21,26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 – – (10,154) – (10,154) 113 (10,041)
 註銷附屬公司後之匯兌儲備撥回 – – – (183) – (183) – (183)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10,337) (19,163) (29,500) (1,986) (31,486)
貸款資本化（附註14(a)(ii)） 268,750 161,250 – – – 430,000 – 430,000
貸款資本化之交易成本 – (3,734) – – – (3,734) – (3,73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290,111 791,177 95,191 (18,312) (721,164) 437,003 (17,217) 41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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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動用之現金流量淨額 (284,130) (139,931)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已收合營企業之股息 – 6,775
 合營企業之還款╱（墊款） 4,744 (2,155)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8 (239)  

投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流量淨額 4,752 4,381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配售股份之所得款項 48,735 –

 配售股份之交易成本 (698) –

 一間中間控股公司之貸款 77,000 80,000
 已付一間中間控股公司之利息 – (6,063)
 租賃付款之本金部份 (4,902) (5,316)
 租賃負債之已付利息 (201) (360)  

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流量淨額 119,934 68,26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淨額 (159,444) (67,289)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95,564 317,692

匯率變動之影響 864 16,375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36,984 26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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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九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為獲豁免有限公司。通過撤銷於開曼群島之註冊，並根據百慕達法例以獲豁免公司
形式存續，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遷冊往百慕達。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之地
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本公司之已發行
普通股自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起在聯交所GEM上市及買賣。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從事電影製作及發行；舉
辦、管理及製作演唱會及現場表演；藝人管理；製作及發行電視節目；音樂製作及
出版；授權媒體內容；提供策劃及管理文化、娛樂及現場表演項目之顧問服務。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麗新製衣」），該
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買賣。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審閱。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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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GEM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適用披露規定
而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回顧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
致。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報一併閱讀。

此外，本集團已就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首次採納多項適用於本
集團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已呈報業績或財務狀
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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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內本集團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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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合約收益

娛樂活動收入 3,191 39 7,898 489

唱片銷售、版權收入以及音樂
 出版及版權發行佣金收入 10,505 7,827 19,444 16,235

藝人管理費收入 2,793 865 5,281 1,892

電影及電視節目產品以及電影
 及電視節目版權之發行佣金
 收入、版權收入及銷售收入 108,599 16,322 112,678 28,407    

125,088 25,053 145,301 47,023    

收益資料細分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傳媒及娛樂

電影及

電視節目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收益之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27,426 112,678 140,104
隨時間 5,197 – 5,197   

客戶合約之收益總額 32,623 112,678 145,301   

地區市場

香港 26,560 8,733 35,293
中國內地 4,687 99,320 104,007
其他 1,376 4,625 6,001   

客戶合約之收益總額 32,623 112,678 145,301   

– 8 –



截至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傳媒及娛樂
電影及

電視節目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收益之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9,614 28,407 38,021
隨時間 9,002 – 9,002   

客戶合約之收益總額 18,616 28,407 47,023   

地區市場

香港 7,335 13,760 21,095
中國內地 10,469 9,230 19,699
其他 812 5,417 6,229   

客戶合約之收益總額 18,616 28,407 47,023   

分部收益╱業績：

傳媒及娛樂 電影及電視節目 企業 綜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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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客戶銷售 32,623 18,616 112,678 28,407 – – 145,301 47,023

其他收入 1,866 803 654 1,641 827 3,883 3,347 6,327
        

分部溢利╱（虧損） (11,856) (9,179) 10,998 9,874 (16,490) (17,733) (17,348) (17,038)
      

解散一間附屬公司╱註銷附屬

 公司之收益 – 102 176 81 – – 176 183

融資成本 (208) (6,392)

分佔合營企業之溢利及虧損 92 2,805 (437) (463) – – (345) 2,342  

除稅前虧損 (17,725) (2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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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負債：

傳媒及娛樂 電影及電視節目 企業 綜合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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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134,403 210,975 579,425 456,515 11,926 96,296 725,754 763,786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9,773 14,766 620 1,057 – – 10,393 15,823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 – – – – – – –  

資產總值 736,147 779,609
  

分部負債 60,140 122,025 234,298 320,905 6,047 7,619 300,485 450,549
未分配負債 86,087 9,087  

負債總額 386,572 459,636
  

5. 其他營運收益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淨額 957 35,977
電影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2,363 –
其他 1,603 709  

4,923 36,686  

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
–  一間中間控股公司之貸款 7 6,032
–  租賃負債 201 360  

208 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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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虧損

期內本集團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0 289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729 396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56 –

電影及電視節目產品攤銷# 168 26,208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減值## 675 1,001
墊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20) (25)
分佔來自本集團所籌辦娛樂活動之淨虧損予共同
 投資者* (555) –

共同投資者所籌辦娛樂活動之公平值變動* (115) (221)
電影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2,363) –

匯兌收益淨額* (957) (35,977)
解散一間附屬公司╱註銷附屬公司之收益* (176) (183)  

# 此項目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 此項目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之「其他營運開支」內。

* 此等項目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之「其他營運收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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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
於回顧期間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無）。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及根
據其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而計算。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稅項撥備
 即期 – 香港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6
 即期 – 其他地區
  期內支出 1,498 37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9)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1,498 357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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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虧損 (12,338) (12,241) (23,510) (1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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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986,314 622,573 2,986,314 418,089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0.41) (1.97) (0.79) (4.58)    

截至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已
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已作出調整以反映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4(a)所載之
股份合併影響。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
已發行普通股（截至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無）。

10.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
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11. 應收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大部份以信貸形式訂立，而版權收入及產品銷售通常須支
付預付款項。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60日不等。本集團致力於嚴格控制未償還應收賬
款。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賬款結餘。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
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措施。應收賬款乃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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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報告期間結算日，按付款到期日及收益確認日（倘當時未開立發票，即未結算）及
扣除虧損撥備後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既未逾期亦無減值 36,439 38,736
逾期1至90日 6,394 14,371
逾期超過90日 2,059 1,039  

44,892 54,146
未結算 6,487 6,376  

51,379 60,522  

12.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30日 1,255 4,029
31日至60日 – 2
超過90日 65 64  

1,320 4,095  

13. 一間中間控股公司之貸款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本公司之一
間中間控股公司）就本金金額不超過200,000,000港元之定期貸款融資訂立貸款協議。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來自豐德麗之貸款為77,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七月
三十一日：無）。有關餘額為無抵押、按3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年利率2.8厘計息
及須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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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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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 1,000,000 1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2,986,314 298,631 2,945,702 294,570    

期╱年內，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變動如下：

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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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期╱年初結餘 2,945,702 294,570 2,136,056 21,361
股份合併 (a)(i) – – (1,922,450) –

貸款資本化 (a)(ii) – – 2,687,500 268,750
發行費用股份 (b) – – 1,875 187
配售股份 (c) 40,612 4,061 42,721 4,272    

期╱年終結餘 2,986,314 298,631 2,945,702 294,570    

附註：

(a) 根據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二零二零年股東
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資本重組建議涉及（其中包括）(i)股份合併（定
義見下文），其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效及(ii)貸款資本化（定義見下
文）（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完成）。資本重組建議涉及：

(i) 將每十股已發行及未發行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合併為一股（「合併股
份」）每股面值為0.10港元之合併股份（「股份合併」）。進行股份合併後，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由2,136,056,825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調整為
213,605,682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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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豐德麗股東貸款（「豐德麗股東貸款」）項下之未償還本金額430,000,000港元
資本化為本公司按每股合併股份0.16港元之發行價向豐德麗指定之人士發
行之2,687,500,000股新合併股份（「資本化股份」）（「貸款資本化」）。為使本
公司獨立股東（「合資格股東」）擁有降低貸款資本化對彼等於本公司持股之
攤薄影響之機會，並根據貸款資本化繼續與豐德麗共同參與及分享本公司
之業務發展，建議於貸款資本化完成前，將原應發行予豐德麗（或其可能
指定之任何人士）之部份資本化股份改為根據豐德麗提呈之回補發售按於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合資格股東每持有一股合併股份可獲發三股回
補發售股份之比例，向合資格股東發行最多207,869,997股資本化股份（「回
補發售」）。為確保本公司於貸款資本化完成後將能夠遵守GEM上市規則第
11.23(7)條項下之公眾持股量規定，除回補發售外，豐德麗及本公司與結
好證券有限公司（「結好」，作為「配售代理」）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六日訂立
配售協議（「配售協議」），透過配售代理按每股資本化股份0.16港元之價格
將根據貸款資本化原應配發予豐德麗之最多937,500,000股資本化股份配售
予至少六名承配人（「配售」）。

 隨著貸款資本化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完成，本公司於同日發行合
共2,687,500,000股資本化股份，其中(i)41,217,036股資本化股份已就合
資格股東各自於回補發售項下之配額之有效申請配發予合資格股東；
(ii)768,750,000股資本化股份已由結好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及條件配售予
至少六名承配人；及(iii)餘下之1,877,532,964股資本化股份已按豐德麗指
示由Perfect Sky Holdings Limited（豐德麗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承購。於貸
款資本化完成後，430,000,000港元之豐德麗股東貸款已終止確認，並確認
268,750,000港元之股本及161,250,000港元之股份溢價。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增加至290,110,568.20港
元，分為2,901,105,682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有關進一步詳情載
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之通函；本公司、豐德麗、麗新
發展有限公司與麗新製衣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六日、二零二一年一月
十二日及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之聯合公佈；以及本公司與豐德麗日期為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一日之聯合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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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於二零二零年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的一項普通決議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
十七日，本公司按本公司有關資本重組建議的財務顧問英高財務顧問有限公司
（「英高」）之選擇，向英高發行1,875,000股費用股份，用於結算顧問費300,000港
元。

(c)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本公司（作為發行人）與THL G Limited（「認購方」，為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
買賣（股份代號：700））（作為認購方）訂立股份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
件同意發行，而認購方已有條件同意以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1.20港元認購合共
83,333,333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0.10港元之新股份（「認購股份」）（「認購事項」）。
認購股份將會分兩批發行，其中42,721,136股新股份（「A批認購股份」）將根據於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一項普通決議案
授予本公司董事可發行最多20%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一般授權（「一般授權」）發行，及40,612,197股新股份（「B批認購股份」）將根據於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的一項普通決議案授予本公
司董事可發行40,612,197股新股份的特別授權（「特別授權」）發行。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根據一般授權向認購方發行42,721,136股新股份（即A批
認購股份）。A批認購股份的所得款項總額約為51,265,000港元，有關發行開支
約為734,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本公司根據特別授權向認購方發行40,612,197股新股
份（即B批認購股份）。B批認購股份的所得款項總額約為48,735,000港元，有關
發行開支約為698,000港元。

15.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等級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為85,114,000港元
（未經審核）（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53,992,000港元（經審核）），包括(i)其他金融
資產（即於優先股及債務工具之投資）4,651,000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
一日：4,571,000港元（經審核））；(ii)電影投資75,174,000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43,734,000港元（經審核））；及(iii)其他資產（即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
其他應收款項內之於娛樂活動之投資）5,289,000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
一日：5,687,000港元（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該等資產以最新可得之交
易價格或貼現現金流量法之方式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第三級）按公平值計量。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按公平值
計量之金融負債。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概無公平值計量於第一級及第二級之間轉撥，亦無金融資產轉入或轉
出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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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連人士交易

(a)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5,396 4,971
離職後福利 26 27  

5,422 4,998  

(b) 與關連人士之交易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同系附屬公司：
 租金開支及物業管理費 (i) 73 328
 電影發行佣金收入 (ii) 1,362 3,148
 音樂發行佣金收入 (ii) 3,665 4,057
 按成本基準應佔自該等公司所分配 
  之企業薪金 3,597 3,070
 按成本基準應佔自該等公司所分配 
  之行政開支 101 533
 按成本基準應佔該等公司獲分配 
  之企業薪金 5,217 2,591
 按成本基準應佔該等公司獲分配 
  之行政開支 357 494
 租金收入 (ii) 270 332
 電視節目產品之版權收入 (ii) 1,219 –

中間控股公司：
 利息開支 (iii) 7 6,032

關連公司：
 製作費* (ii) 570 400  

* 該公司為本集團之合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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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本集團向同系附屬公司租用若干物業作辦公室用途。租金開支及物業管理
費乃參照市價收取。

(ii) 電影發行佣金收入、音樂發行佣金收入、租金收入、電視節目產品之版權
收入及製作費已按有關各訂約方之合約條款收取。

(iii) 利息開支乃按與一間中間控股公司之合約條款支付，其詳情載於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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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錄得之營業額由二零二
一年同期六個月（「同期」）約47,023,000港元增加約209%至約145,301,000港元，主要
由於本集團電視節目業務之收益增加所致。

本期間之銷售成本增加至約103,148,000港元，而同期則約為40,513,000港元。銷售
成本增加乃由於本期間近期推出之電視節目產品。本集團本期間之市場推廣開支減
少至約5,122,000港元，而同期則約為7,468,000港元。本期間之行政開支增加至約
59,699,000港元，而同期則約為57,520,000港元。該等開支受本公司管理層嚴格監
控。其他營運收益由同期約36,686,000港元減少至本期間約4,923,000港元。同期其
他營運收益主要包括人民幣升值所產生之匯兌收益。

本期間之融資成本約為208,000港元，而同期則約為6,392,000港元。利息開支減少
主要是由於在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完成資本化來自一間中間控股公司之貸款。

本期間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增加至約23,510,000港元，而同期則約為19,163,000
港元。本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減少至約0.79港仙，而同期每股基本虧損則約為4.58
港仙。同期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已作出調整以反映
股份合併之影響，股份合併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效。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權益約為360,015,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約335,003,000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
約為12.1港仙（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約11.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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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傳媒及娛樂分類業務

娛樂項目管理

於本期間，本集團舉辦及投資8場（二零二一年：1場）表演，由本地熱門知名藝人（包
括鄭秀文、C AllStar、鄭欣宜、馮允謙及林二汶）演出。該等演唱會之總收益合共
約為7,898,000港元。

音樂

於本期間，本集團發行6張（二零二一年：5張）專輯，包括鄭秀文、王菀之、
C AllStar、鄭欣宜及馮允謙之唱片。來自音樂出版及錄音之營業額約為19,444,000
港元。

藝人管理

於本期間，本集團自藝人管理錄得營業額約為5,281,000港元。本集團現時管理25名
藝人。

電影及電視節目分類業務

電影製作及發行

於本期間，共有2部本集團製作╱投資之電影已經上映，即《美國女孩》及《誤殺
2》。來自電影版權費收入及發行佣金收入之營業額約為3,456,000港元。

電視節目製作及發行

於本期間，本集團自電視節目版權費、發行佣金及銷售電視節目產品錄得營業額約
為109,22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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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儘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中國市場的娛樂消費開始復蘇。然而，近期Omicron
新型冠狀病毒變種於香港爆發為本地娛樂市場帶來挑戰。本集團將繼續製作優質及
具商業可行性之產品以應對挑戰，亦持續投放資源發展串流平台及電子商務之線上
內容，以把握有關市場機遇。

由七位香港電影大師杜琪峯、徐克、許鞍華、譚家明、洪金寶、袁和平及已故導演
林嶺東執導之由多個單元故事組成之電影《七人樂隊》在稍後時間將於各大院線上
映。

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於中國題材之原創優質電影製作。目前處於製作階段之
電影包括由鄭保瑞執導之動作電影《九龍城寨 •圍城》（由古天樂、洪金寶、
任賢齊及林峯主演），以及由莊澄及鄧漢強監製，並由許業生、馮志強及陳果
（失衡凶間I）、許學文、陳翊恆及黃千殷（失衡凶間I I），以及李志毅、李巨源及
黃炳耀（失衡凶間III）執導之各自由三個短篇故事組成之心理驚悚片三部曲《失衡凶
間》系列。

連續劇《家族榮耀》自今年一月起開始於阿里巴巴優酷及無綫電視播放，為兩大平台
帶來令人滿意的收視率。由黃宗澤及周秀娜主演的24集現代連續劇《叠影狙擊》正處
於製作階段。本集團正就開發電視劇集製作之新項目與多個中國門戶網站及視頻網
站進行洽談。

祝賀鄭欣宜於二零二一年度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奪得女歌手金獎，並獲投選為
我最喜愛的女歌手。我們將繼續於大中華地區發掘新藝人及進一步與亞洲藝人合
作，以為本集團打造強大的藝人團隊。

我們授予騰訊音樂娛樂（深圳）有限公司及華納唱片有關我們音樂產品之發行權一直
為本集團貢獻穩定之收入。本集團將繼續與本地及亞洲知名藝人合作推廣演唱會，
而即將舉行之活動包括有望於稍後在疫情好轉時舉辦之馮允謙、林宥嘉及蔡琴之演
唱會。

展望未來，我們相信憑藉其涵蓋電影、電視節目、音樂、新媒體、藝人管理及現場
表演之綜合媒體平台，本集團得以穩佔優勢，透過均衡且具協同效應之方式把握娛
樂市場之機遇。我們將繼續尋求合作與投資機遇，以讓其業務豐富多姿，拓闊收入
來源，並為股東帶來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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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主要現金付款乃用以結算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營運開支。本集團以
內部資源及一間中間控股公司之貸款提供其營運資金。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擁有來自一間中間控股公司之無抵押及計息貸款，未償還本金額為
77,000,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至約136,984,000港元（二零二
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約295,564,000港元）。有關結餘其中約27%以港元計值，59%
以人民幣計值及14%以美元及韓圜計值。以人民幣計值之結餘存放於中國及香港之
持牌銀行。將存放於中國之人民幣結餘兌換為外幣及將該等外幣結餘匯往外地須遵
守中國政府頒佈的外匯管制規定及規例。除上文所述者外，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貸款、透支或任何其他借貸（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
日：無）。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利息資本化（截至二零二
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借貸總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東權益計
算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21%。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借貸。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所承受之外匯風險主要來自海外客戶之貿易應收款及其以內部資源撥付於海
外附屬公司之投資。為減低貨幣波動之潛在影響，本集團密切監察其外匯風險，
並於需要時使用合適之對沖工具對沖重大外匯風險。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訂立外
匯對沖合約。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平倉之外匯對沖合約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無）。

本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押記（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
日：無）。

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權益增加約7%至約
360,01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約335,003,000港元）。資產總值約
達736,14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約779,609,000港元），當中流動
資產約為665,35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約722,804,000港元）。流
動負債約為302,85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約457,476,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資產淨值約為12.1港仙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約11.4港仙）。流動比率約為2.2（二零二一年七月
三十一日：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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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事項。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
日：無）。

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145名（二零二一年：138名）全職僱員。於
本期間之員工成本約為44,77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39,255,000港元）。本集團之
薪酬政策維持不變，詳情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內。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載於GEM上市規則附
錄十五第二部分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F.2.2，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應邀請審核委員會、薪酬
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任何其他委員會（視何者適用而定）之主席出席。

由於另有其他預約事務，董事會主席林建岳博士（「林博士」）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然而，執行董事呂兆泉先生（「呂先生」）
已根據本公司之細則第63條出席並主持該大會，以確保於大會上與本公司股東
（「股東」）之有效溝通。

於競爭業務中之權益

於回顧期間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根據GEM上市規則，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
麗」，本公司之一間中間控股公司）及四名執行董事林博士、陳志光先生、呂先生及
葉采得先生（統稱「有利益關係的董事」）被視為於足以或可能對本集團之業務構成競
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有利益關係的董事於豐德麗集團中從事業務（包括發展、經營以及投資於媒體及娛
樂、音樂製作及發行、投資及製作以及發行電視節目、電影及影像光碟產品以及營
運戲院）之公司╱實體中擁有股權及╱或其他權益及╱或擔任董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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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董事會獨立於上述公司╱實體之董事會╱管治委員會，而概無有利益關係的
董事能自行控制董事會。此外，各有利益關係的董事完全知悉，且一直向本公司履
行受信責任，並已經及將繼續以本公司及股東整體之最佳利益行事。因此，本集團
能獨立於該等公司╱實體業務，按公平協商基準經營業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概無與本集團之業務
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亦無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志豪先生（主席）、
歐海豐先生及潘國興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
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載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寰亞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呂兆泉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林建岳博士（主席）、陳志光先生、呂兆泉先
生及葉采得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歐海豐先生、吳志豪先生及潘國興先生。

本公告將自刊發日期起計最少七日在GEM網站(www.hkgem.com)「最新上市公司公告」一頁
和本公司網站(www.mediaasia.com)內供瀏覽。

– 25 –

http://www.hkge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