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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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63,668 60,325
銷售成本 (58,976) (53,352)

毛利 4,692 6,973
其他收益 4 8,728 6,824
市場推廣費用 (10,206) (7,967)
行政費用 (63,142) (40,147)
其他經營收益 6,045 7,648
其他經營費用 (1,896) (21)

經營業務虧損 5 (55,779) (26,690)
融資成本 6 (4,518) (6,330)
分佔共同控制公司之溢利及虧損 (1,369) (1,385)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之撥備 — (1,133)
分佔聯營公司之溢利及虧損 115,680 239,285

除稅前溢利 54,014 203,747

稅項 7 — (786)

期內溢利 54,014 202,961

應佔：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 54,014 202,961
少數股東權益 — —

母公司普通股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54,014 202,961

基本 6.89港仙 29.47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每股中期股息 9 無 無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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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054 207,713
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299 223
聯營公司之權益 10 1,730,539 1,632,930
電影版權 179,039 187,187
可供出售投資 32,041 —

總非流動資產 2,150,972 2,028,053

流動資產
存貨 4,746 2,872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股本投資 22 22
自製及購入節目 426 234
應收賬項及按金 11 92,059 78,54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36,007 177,080

總流動資產 533,260 258,757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2 40,356 108,603
應付稅項 3,257 3,321
應付融資租賃 29 29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 4,000

總流動負債 43,642 115,953

流動資產淨值 489,618 142,80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40,590 2,170,857

非流動負債
應付融資租賃 (118) (133)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130,887) (126,474)

總非流動負債 (131,005) (126,607)

資產淨值 2,509,585 2,044,250

權益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3 409,851 372,592
儲備 2,099,538 1,671,462

2,509,389 2,044,054
少數股東權益 196 196

總權益 2,509,585 2,044,250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少數股東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 權益 權益總計

已發行 股份 投資重估 購股權
股本 溢價賬 繳入盈餘 儲備 儲備 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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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72,592 3,001,935 891,289 53,453 — (2,275,215) 2,044,054 196 2,044,250
分佔聯營公司之儲備變動 — — — (16,818) 677 — (16,141) — (16,141)
㶅兌調整 — — — — — 600 600 — 600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 — — — (2,720) — — (2,720) — (2,720)

於權益內直接確認之淨收益及虧損 — — — (19,538) 677 600 (18,261) — (18,261)

發行股份 37,259 394,945 — — — — 432,204 — 432,204
發行股份費用 — (6,711) — — — — (6,711) — (6,711)
確認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 — — 4,089 — 4,089 — 4,089
期內溢利 — — — — — 54,014 54,014 — 54,01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09,851 3,390,169 891,289 33,915 4,766 (2,220,601) 2,509,389 196 2,509,585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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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00 118,4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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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附註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1.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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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乃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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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2. 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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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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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精算損益、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外幣㶅率變動之影響  －  於海外業務之淨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之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公平價值期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委員會）詮釋第4號 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第21號（修訂本）、第39號（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委員會）詮釋第
4號，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之財政報告之計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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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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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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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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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40,600 30,225 586 2,781 15,527 19,628 6,955 7,691 — — 63,668 60,325
其他收入 1,262 1,568 — — 675 — 2 — 1,006 5,072 2,945 6,640

合計 41,862 31,793 586 2,781 16,202 19,628 6,957 7,691 1,006 5,072 66,613 66,965

分類業績 (1,042 ) (4,779 ) (15,997 ) (15,685 ) 1,315 5,874 (3,225 ) 2,083 (42,613 ) (15,651 ) (61,562 ) (28,158 )

未分配利息及其他收益 5,783 184
出售持作銷售物業收益 — 1,284 — 1,284

經營業務虧損 (55,779 ) (26,690 )
融資成本 (4,518 ) (6,330 )
分佔共同控制公司之
溢利及虧損 (1,369 ) (1,385 ) (1,369 ) (1,385 )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之撥備 — (1,133 ) — (1,133 )
分佔聯營公司之溢利及虧損 6,174 5,679 109,506 233,606 115,680 239,285

除稅前溢利 54,014 203,747
稅項 — (786 )

期內溢利 54,014 202,961

(b) 地區分類︰

下表呈示本集團按地區分類劃分之收益。

中國香港 中國內地（包括澳門）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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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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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47,171 44,719 16,497 15,606 63,668 60,325

4.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5,783 5,204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股本投資之已變現收益 997 —
其他 1,948 1,620

8,728 6,824

5. 經營業務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虧損已扣除／（計入）：

電影版權及特許權之成本 9,410 3,497
自製及購入節目之成本 11,611 9,396
已提供服務之成本 32,326 35,135
售出存貨之成本 5,629 5,324

總銷售成本 58,976 53,352

出售持作銷售物業收益 — (1,284)
呆壞賬撥備撥回 — (2,608)
呆壞賬撥備 417 —
折舊 3,065 2,487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之攤銷* 644 510
電影版權之攤銷** 8,148 2,431
㶅兌收益 (51) (108)

* 該等項目已撥充資本並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中。
** 該等項目已計入電影版權及特許權之成本中。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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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0 5,617
一名董事及一間有關連公司貸款之利息 — 711
融資租賃利息 8 2

4,518 6,330

7. 稅項

由於本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產生，故此本期間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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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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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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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稅項總支出 — 786

8. 母公司普通股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母公司普通股股本持有人應佔純利54,014,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202,961,000港元）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783,884,885股（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88,765,040 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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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予呈列。

9.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0. 聯營公司之權益

此結餘主要包括本集團於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及寰亞綜藝娛樂集團有限公司之權益。

於麗新發展之權益

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起，麗新發展及本公司間出現互控狀況。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麗新發展之權益為40.8%，而麗新發展集團
合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3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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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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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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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06,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33,606,000港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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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內應付，若干具良好記錄客戶除外，而條款乃延至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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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上文所
述及由於本集團之應收賬項涉及眾多不同客戶，故信貸風險並不集中。應收貿易賬項乃不計息。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貿易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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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3 10,122
31天至60天 3,858 4,134
61天至90天 1,534 1,560
90天以上 2,905 2,071

15,210 17,887
其他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76,849 60,662

92,059 78,549

上述列載減去呆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乃根據交付貨品或提供服務當日編製。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其中3,549,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0,000港元）為應收本集團聯營公司款項，1,535,000港元（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88,000港元）則為應收有關連公司款項。該等結餘乃由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所產生。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與提供
予本集團主要客戶者類似之信貸期償還。

12.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付貿易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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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4 5,564
31天至60天 1,591 2,891
61天至90天 1,797 1,029
90天以上 3,010 2,311

10,542 11,795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29,814 96,808

40,356 108,603

上述賬齡分析乃根據收到所購買的貨品及服務當日編製。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71）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第一頁）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其中46,000,000港元為收取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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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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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麗豐訂立協議以終止合作備忘錄。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計七個營業日內向麗豐退還
為數46,000,000港元之誠意金。於全數退還誠意金後，概無其他根據合作備忘錄而須解決之索償或未決事宜。其他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刊發之公佈。

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乃不計息，平均信貸期為三個月。

13. 股本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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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703 409,851 745,185 372,592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變動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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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4,734) (4,734)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745,185 372,592 3,001,935 3,374,527
發行股份 (b) 74,518 37,259 394,945 432,204
發行股份費用 (b) — — (6,711) (6,711)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19,703 409,851 3,390,169 3,800,020

(a)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Asset Managers (China) Fund Co., Ltd.（「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同意發行及配
發74,000,000股本公司新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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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約150,000,000港元（扣除
發行股份費用4,700,000港元後）注入本集團作其一般營運資金。

(b) 根據本公司與配售代理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訂立之配售協議，合共74,518,000股本公司普通股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按認購價
每股5.80港元發行及配發予不少於六名機構投資者以換取現金（「配售」）。配售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25,000,000港元，主要用作撥付澳門
項目及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14.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本集團尚未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中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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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回顧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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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之未經審核綜合股本持有人應佔純利為 54,014,000港元，而二零零五年同期則為
202,961,000港元。

上半年營業額增加至63,668,000港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之營業額增加約6%。總營業額大部分來自本集團之傳媒及娛樂業務，其
收益總計達41,862,000港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31,793,000港元增加約32%，收益增加主要由於電影庫之特許權費增加所致。

期內經營業務虧損為55,779,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26,690,000港元。虧損增加乃符合預期，主要由於與澳門項目之初步
發展相關之行政費用急升所致。分佔聯營公司（主要為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及寰亞綜藝娛樂集團有限公司（「寰亞」））
之溢利達115,680,000港元，較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所錄得239,285,000港元為低，主要是由於麗新發展之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之收
益大幅減少及缺乏減值撥備撥回所致。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本公司訂立一項股份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按每股5.80港元之配售價發行74,518,000股本公司新股
份。於發行新股後，本公司股本中已發行股份總數增至819,702,929股。因此，麗新發展（於發行新股前持有本公司38.31%權益）
於本公司之權益已攤薄至34.83%。

澳門影視城（路蕌項目）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Cyber One Agents Limited（「Cyber One」）擁有位於澳門路蕌地盤之土地使用權。於二零零六年四月，
本集團訂立協議，據此，本集團將初步向New Cotai LLC（「New Cotai」）出售Cyber One之40%已發行股份。於該交易完成後，本
集團與New Cotai將簽立一項合營協議，以發展在路蕌地盤上之澳門影視城項目。該主要交易之詳情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
之通函中寄發予股東，而交易其後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預期該交易將於短期內完成，
而地盤之發展計劃已在進行中。

娛樂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辦四個本地流行歌手之演唱會，並以合營方式聯同其他人士舉辦另外十一個演唱會及娛樂表演節目，合
共涉及61場表演。

本集團之音樂製作及發行部門於期內發行八張大碟，包括何韻詩、衛詩、光良之專輯、黎明演唱會、張崇基與張崇德演唱會之
大碟，以及寰亞得獎影片《依莎貝拉》之音樂原聲大碟。

衛星電視

就東亞衛星電視業務而言，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以控制成本及改善節目質素為重點。

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已向東亞衛視授出落地牌照。本集團計劃透過衛星向中國大陸之酒店、僑居人士住宅區及其他獲准
之觀眾發放其節目。

二零零六年六月，香港之NOW寬頻電視及香港寬頻數碼電視之住戶登記數目合共約為700,000名。東亞衛視已成功吸納兩個平台
分別約11%及9%觀眾。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內，NOW寬頻電視之東亞衛視住宅用戶登記數目穩定增加。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底，東
亞衛視之登記用戶數目較二零零五年六月底高出約56%。

本集團專注於本地製作，務求建立原創內容資料庫以供節目銷售之用。二零零六年上半年之內容組合當中，52%內容為生活品味、
23%為音樂節目、13%為烹飪節目及12%為專題節目。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東亞已完成逾500小時之本地製作，以及390小時之聯
盟節目。

電影製作及發行

由本集團持有37.3%權益之寰亞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錄得營業額61,362,000港元及股本持有人應佔純利15,945,000
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首六個月，寰亞推出了兩部小本製作電影：二零零六年三月之《天生一對》及二零零六年四月之《伊莎貝拉》。由於
推出之電影數目有限，且製作預算較高之另外三部製作《夜宴》、《傷城》及《放逐》預計全部將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推出，故電影
製作及發行之總收益較二零零五年同期下跌57%，當中大部分收益乃源自巨額製作而成績斐然之《頭文字D》所得之收益。

收益減少令毛利減少70%。然而，出售可供出售投資錄得收益29,000,000港元，令純利增加約4%。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

租金收入轉佳及香港酒店業之強勁勢頭，令麗新發展持續受惠，惟在投資物業重估盈餘大幅減少及缺乏減值撥回之情況下，本
公司於回顧期間所分佔聯營公司（主要為麗新發展）之溢利及虧損大幅減少。根據現有會計準則，麗新發展之酒店物業不予重估，
惟折舊仍需自酒店物業扣除。

前景

澳門影視城（路蕌項目）

就項目之財務規模而言，與New Cotai合作之澳門影視城合營企業將令本集團業務大幅轉型。

New Cotai將Silver Point Capital L.P之金融專業知識及David Friedman先生（為拉斯維加斯及澳門博彩業之先導者）之經驗帶入項
目。彼等所具備之專長與本集團之娛樂及媒體專業知識可互補不足。由於有關地盤相等於重大之股本基礎，加上合營企業夥伴
亦同意按其股份比例提供100,000,000美元作為營運資金／項目融資，各合營企業夥伴亦須按Cyber One日後所需提供相同金額之
注資，故項目公司本身之財政狀況穩健。本集團對合營企業之財務承擔將由內部資源撥付，而本集團就出售其Cyber One股份而
收取初步代價現金1,317,513,600港元及根據協議有權收取之任何額外代價，將大幅增加本集團之內部資源。

本集團之澳門影視城項目將與澳門之發展互惠互利。澳門賭場過去主要迎合來自香港及大陸之旅客，惟最近之發展可支持澳門
特區致力成為具備泛亞洲特色並全面發展之國際旅遊地點；事實上，本集團預期澳門將吸引全球各地之旅客，並成為一個新的
綜合零售、會議、娛樂及博彩中心。路蕌將成為新澳門之心臟地帶。本集團預期其澳門影視城將擠身成為路蕌其中一個標誌。

娛樂

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本集團主辦八個本地流行歌手之演唱會，亦將參與籌辦另外六個演唱會及娛樂表演節目，合共涉及約90
場表演。本集團之音樂製作及發行業務計劃於本年度下半年推出約十張本地歌手專輯。

衛星電視

東亞衛視在中國內地取得落地牌照後，本集團將專注於在中國大陸分銷其頻道服務，並在其中發掘商機。東亞衛視為電視頻道
服務及多媒體內容供應商。東亞衛視現正磋商有關向美國一主要互聯網視頻服務網絡提供內容之事。

電影製作及發行

誠如上文所述，寰亞已計劃於本年度下半年推出三部巨額製作電影，並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發行《無間道風雲》。該片為華納兄
弟將風靡一時之《無間道》重拍之英語電影。寰亞現有三部電影項目有待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展開製作。寰亞擬增加其於電影製
作之每年投資總額，惟須視乎是否有適合之劇本。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資產抵押、負債比率及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436,007,000港元，其中超過90%以港元列值。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一名前股東之無抵押其他貸款之本金額為112,938,000港元，乃按㶅豐最優惠利率計算年息及
毋須於一年內償還。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來自本集團就其他貸款錄得應計利息17,949,000港元。此外，本集團若干賬面
值為65,324,000港元之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取一般銀行信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動用該一般銀行
信貸。此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一年內到期、於第二年內到期及於第三至第五年內到期之應付融資租賃分別
為29,000港元、32,000港元及86,000港元。

本集團按總借款與總資產淨值計算之負債比率維持在約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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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對沖相關風險之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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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六
月三十日，就該項目並無已訂約資本承擔。

本集團相信現時持有之現金連同可動用之銀行信貸應可足以應付其營運資金所需。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各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涵蓋之整個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
守則條文，惟對守則條文A.4.1之偏離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委任年期，並須接受重選。本公司各現有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然而，本公司全
體董事須遵守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退任條文，規定現任董事須自其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上次獲選起每三年輪流告退一次，而退任
董事亦可重選連任。

中期報告之審閱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三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葉天養先生、劉志強先生及唐家榮先生所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連宗正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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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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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