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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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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
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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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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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中
國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
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
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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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錄得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三個月期間」）之
總收入約2,9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8,900,000港元。於三個月期間，錄得虧損約1,600,000港元，
而去年同期錄得虧損4,700,000港元。虧損主要由於影片製作及行政成本高企所致。

於三個月期間，藝人管理貢獻收入約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300,000港元）及錄得溢利約為1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虧損300,000港元）。自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經銷與特許之業務分部取得之收入
約為2,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8,600,000港元），此業務分部之收入主要來自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份
開始放映之電影「一路向西」之部份票房及海外經銷權之貢獻。截至報告日期，該電影仍在放映中，所
以，總票房仍未釐定。此業務分部錄得溢利約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溢利700,000港元）。

前景
由於本集團之專長之一為製作熱門話題電影，故本集團收購網絡超熱作者向西村上春樹著作的一部
暢銷小說（即「一路向西」）的電影版權。該電影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上映，截至報告日期，該電影仍在放
映中，而票房已超過18,000,000港元。

「3D肉蒲團之極樂寶鑑」及「一路向西」電影製作之成功反映市場對超優質3D電影有所期望。因此，於
二零一二年九月，本集團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冠歷有限公司與中盟世紀（北京）傳媒有限公司訂立價
值約人民幣85,000,000元之合營協議，以單部合作形式製作及經銷電影（即「冰封俠3D情深四百年」）到
中國及國際中。該電影預期於二零一三年底上映。除此以外，本集團計劃於二零一三年製作《紫荊俠
3D》。該電影之劇本及相關的演員已經確定。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本集團收購有主演陣容的中文電影「在一起」（暫定名）之永久全球發行權，該電
影乃一部喜劇愛情電影，由柯震東先生及陳妍希小姐主演，柯震東先生及陳妍希小姐曾主演「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此次為上述一鳴驚人之電影後再次合作。本電影亦由超級明星甄子丹先生及人
氣女藝人楊穎小姐主演，彼等之演技全新及參演的影片賣座。本公司預計在亞洲地區該電影能夠吸
引更多元化之觀眾走進電影院。該影片預計將於二零一三年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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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得本集團成為領先3D數碼娛樂之企業以提供最佳娛樂體驗予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觀
眾之目標，於二零一二年三月，本集團與重慶鵬潤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訂立意向書，內容有關一項物
業二十年之長期租賃，作發展及用作電影院。該物業位於中國重慶國泰廣場。根據國家廣播電影電視
總局，於二零一一年重慶的票房增長率為43%，於中國其他城市中排名第一。董事相信，租賃該物業
將為本公司提供在中國從事電影院營運的機會。

根據中國大陸之「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國務院已議決支持中國演播室製作及旅遊及文化發展。此符
合本集團之發展方向。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中國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
會科學成果開發中心訂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科學成果開發中心」）諒解備忘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諒解
備忘錄」）；及與中國人文科學發展公司訂立（「中國人文科學發展公司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彼等之
可能投資及合作。

可能投資涵蓋之領域包括(i)設立投資基金；(ii)開發燕郊「中國學者之家」基地建成之後的相關項目；(iii)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學成果開發中心協助本公司於中國北京籌建文化俱樂部；及(iv)根據中國社會科學
院諒解備忘錄，與社會科學院人文公司影視中心合作進行市場化營運及根據中國人文科學發展公司
諒解備忘錄進行影片製作。

中國人文科學發展公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全資擁有。根據中國人文科學發展公司之官方網站(www.
ccph.com.cn)，中國人文科學發展公司於一九八零年成立於中國北京，主要從事國際商業貿易、國際
交流與合作、信息技術服務、廣告及諮詢服務。

另一方面，本集團將會繼續致力於藝人管理之業務分部，發掘具天份之藝人，從而實現滿意溢利，並
與本集團其他業務產生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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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建議資本重組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日，董事會建議實施資本重組，當中涉及股份合併、股本削減及股份分拆。董
事會亦建議將股份買賣單位規模由30,000股現有股份更改為15,000股經調整股份。

股份合併涉及將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股本中每二十(20)股每股面值0.005港元之股份合併為一(1)股每
股面值0.10港元之合併股份（「合併股份」）。

股本削減涉及按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0.095港元之基準註銷本公司之繳足股本，以致每股已發行合併
股份之面值由0.10港元減少至0.005港元，並將已發行合併股份之總數向下湊整至整數，方法為撇銷股
份合併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任何零碎合併股份。本公司賬冊因繳足股本之股本削減而產生之進
賬額約26,326,762.24港元將計入本公司之繳入盈餘賬。

股份分拆涉及將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法定但未發行合併股份分拆為二十(20)股每股面值0.005港元之經
調整股份。

為批准資本重組及更改買賣單位規模而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舉行。

持續關連交易及提供財務援助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九日，Wit Way（作為業主）、同銳有限公司（本公司主要股東無限創意控股有限公
司（「無限創意」）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振榮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兩者
均作為租戶）就租賃位於香港之物業共同訂立租賃協議。無限創意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於本公司約
16.44%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因此，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無限創意被視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租賃協議之租期為期三年，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每月租金（包
括管理費及政府地租）為220,000港元（相當於每年2,640,000港元），惟不包括政府差餉及所有其他開支。
該物業之租金、政府差餉及所有開支將由二位租戶平均分擔。

倘若其中一方未能根據該協議履行其租賃責任，則另一方將有責任承擔該方尚未支付之或然租金每
年1,320,000港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承擔或然租金責任將構成提供財務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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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於三個月期間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
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2,944 8,864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109 (1,313)
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與經銷成本  (2,192) (7,528)
銷售及經銷費用  (179) (593)
行政費用  (2,081) (3,565)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由權益
 重新分配至損益－虧損  (8) –
財務費用  (178) (548)

除稅前虧損  (1,585) (4,683)
稅項 3 – –

期間內虧損  (1,585) (4,683)

下列應佔期間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577) (4,683)
非控股權益  (8) –

  (1,585) (4,683)

期間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所得稅）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產生之匯兌差額  1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而解除投資重估儲備  8 –
期間內重估可供出售投資所產生之溢利╱（虧損）  502 (222)

年內其他全面溢利╱（虧損）（扣除所得稅）  511 (222)

期間內全面虧損總額  (1,074) (4,905)

下列應佔期間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66) (4,905)
非控股權益  (8) –

  (1,074) (4,905)

每股虧損（二零一一年：經重列） 4
 基本  0.03港仙 0.05港仙
 攤薄  0.03港仙 0.0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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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季度財務報表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章內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當中之金額乃基於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全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而計算。

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採納者一致，惟影響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且為編製本期間
綜合財務報表而首次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除外。

本簡明綜合賬目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期間內收入分析如下：

藝人管理服務收入 195 312

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經銷與特許
 －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與相關權利之特許 2,473 8,552
 －影片及電視節目經銷 5 –

放貸
 －貸款利息收入 38 –

公司債券票息 203 –

物業投資 30 –

 2,944 8,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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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三個月期間內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三個月期間之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
一一年：無）。

由於本集團在該等期間內於各司法管轄區均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海外業務作出所得稅撥備。

4.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期間內虧損1,57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683,000港元）及本公
司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數5,542,476,267股（二零一一年：8,687,552,240股）計算。

期間內每股攤薄虧損乃根據股東應佔虧損1,57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683,000港元）及期間內用於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550,198,275股（二零一一年：8,996,643,149股（經重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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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5. 股本、儲備及非控股股東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數額
 

   投資重估  可換股債券  保留盈餘╱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繳入盈餘 權益儲備 換算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股東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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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43,438 307,964 (17) 3,952 6,508 – (238,704) 123,141 – 123,141

期間內重估可供出售投資產生
 之虧損淨額 – – (222) – – – – (222) – (222)
期間內虧損 – – – – – – (4,683) (4,683) – (4,683)

期間內全面虧損總額 – – (222) – – – (4,683) (4,905) – (4,905)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43,438 307,964 (239) 3,952 6,508 – (243,387) 118,236 – 118,236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20,212 91,295 (3,068) 45,652 766 – 30,177 185,034 2,486 187,520

重估可供出售投資產生
 之收益淨額 – – 502 – – – – 502 – 502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而
 解除投資重估儲備 – – 8 – – – – 8 – 8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1 – 1 – 1
期間內虧損 – – – – – – (1,577) (1,577) (8) (1,585)

期間內全面虧損總額 – – 510 – – 1 (1,577) (1,066) (8) (1,074)

因配售而發行之股份 7,500 15,000 – – – – – 22,500 – 22,500
配售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545) – – – – – (545) – (545)
中國受限制股份溢價 – – – 2 – – – 2 – 2
轉撥自可換股債券 – – – – (36) – – (36) – (36)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27,712 105,750 (2,558) 45,654 730 1 28,600 205,889 2,478 20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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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三個月期間之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證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記錄，或根據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5.46條所述董事進行交易之規定標準須另行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以下董事或本公司之主要行
政人員及其聯繫人士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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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或債券中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持有普通股╱
董事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相關股份數目 持股概約百分比

蕭定一 實益擁有人 26,880,000 0.49%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並無董事或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或其聯繫人士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
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及董事與主要行政人員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本公司現有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獲批准採納，並於二零零四年
十一月十一日起生效，為期十年。

自購股權計劃獲採納以來，本公司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授予任何本公司之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滿
十八歲子女認購任何本公司股本或債務證券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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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士於證券之權益及淡倉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記錄或須另
行通知本公司而擁有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之人士或公司（董事或本公司之主
要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持有普通股╱
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相關股份數目 持股概約百分比

Be Cool Limited（附註1） 實益擁有人 637,735,200 11.51%

無限創意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及 911,013,840 16.44%
 （附註2）  於受控法團權益

附註(1)： Be Cool Limited為無限創意控股有限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2)： 911,013,840股股份指(a)無限創意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之273,278,640股股份及(b)無限創意控股
有限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Be Cool Limited持有之637,735,200股股份之總和。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或公司（董事或本公司之
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記錄或須另行通知本公司之
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帶競爭性質之權益
一元製作室有限公司（「一元製作室」）乃一間藝人管理公司，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蕭定一先生（「蕭
先生」）為一元製作室之董事，及連同其聯繫人士持有一元製作室之100%股權。蕭先生亦為一元電影
製作有限公司（「一元電影」）之董事，及連同其聯繫人士間接持有一元電影之59.4%股權，該公司從事
電影製作業務。彼亦為一元電影發行有限公司（「一元發行」）之董事，及連同其聯繫人士間接持有一元
發行之25%股權，該公司從事電影發行業務。因此，一元製作室、一元電影及一元發行之業務可能會
與本集團之業務構成競爭。

除上文披露者外，董事相信，董事或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在任何可引致
或可能會引致與本集團業務構成重大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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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第一季度業績
本集團於三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業績乃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國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核或審閱，惟
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其成員認為該等業績已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並已作出
足夠披露。於本報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金廸倫先生、陳志豪先
生及譚國明先生。

遵守董事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較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
載之交易必守準則寬鬆。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一直遵守交易必守準則及本公司所採納之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三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各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中國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

主席
蕭定一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之成員為：

執行董事： 蕭定一先生（主席）
 孫立基先生
 李永豪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金廸倫先生
 陳志豪先生
 譚國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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