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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DIGITAL CREATIONS HOLDINGS LIMITED
環球數碼創意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71）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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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
載，旨在提供有關環球數碼創意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
（「董事」）願就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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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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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
生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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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四
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4 59,618 65,794 102,352 102,443
銷售成本 (33,925) (39,674) (59,195) (63,071)    

毛利 25,693 26,120 43,157 39,372
其他收入 2,649 19,838 5,220 26,887
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 (9,806) (12,227) (11,652) (15,092)
行政開支 (12,885) (14,486) (31,046) (30,126)
融資成本 (1,100) (1,754) (2,355) (3,661)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5,519 (5,772) 25,018 11,009    

除稅前溢利 10,070 11,719 28,342 28,389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2,632) 475 (3,363) (303)    

期內溢利 7 7,438 12,194 24,979 28,086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將不會重新分類予損益之
項目：

財務報表由功能貨幣換算為
呈報貨幣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36 29 36 (20,637)

可能之後重新分類予損益之
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公允值減少 (445) – (445)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累積收益
重新分類予損益 – – (20,789) –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409) 29 (21,198) (20,637)    

期內總全面收入 7,029 12,223 3,781 7,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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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 6,064 14,249 21,461 32,645

非控股權益 1,374 (2,055) 3,518 (4,559)    

7,438 12,194 24,979 28,086    

應佔期內總全面收入（開支）：
本公司持有人 5,647 14,306 255 13,380

非控股權益 1,382 (2,083) 3,526 (5,931)    

7,029 12,223 3,781 7,449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9
基本 0.40 0.94 1.41 2.15    



– 4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5,727 263,729
投資物業 548,011 542,350
預付租賃款項 5,623 5,692
可供出售投資 22,256 22,701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25,000 25,000  

856,617 859,472  

流動資產
在製項目 967 3,548
就合約工作應向客戶收取之款項 10,405 5,489
應收貿易賬款 10 36,163 40,016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5,648 13,392
應收貸款 – 25,000
預付租賃款項 138 138
可供出售投資 – 88,303
持作買賣投資 – 15,717
結構性存款 155,329 130,78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74,854 98,043  

393,504 420,434  

流動負債
預收客戶款 6,518 7,301
就合約工作應向客戶支付之款項 3,459 4,498
應付貿易賬款 11 5,195 4,13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1,010 84,548
稅項負債 13,246 10,331
遞延收入 5,419 5,535
有抵押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47,500 45,000  

152,347 161,347  

流動資產淨額 241,157 259,08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97,774 1,11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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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1,244 2,927

遞延稅項負債 40,892 40,892

有抵押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10,000 35,000

衍生金融工具 2,117 –  

54,253 78,819  

資產淨額 1,043,521 1,039,74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15,183 15,183

儲備 978,181 977,926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993,364 993,109

非控股權益 50,157 46,631  

權益總額 1,043,521 1,03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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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儲備

資本
實繳
儲備

繳入
盈餘
儲備

法定
儲備

投資
重估
儲備

匯兌
儲備

特別
儲備

保留
盈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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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5,183 75,856 445 245,881 1,107 25,986 53,644 (1,209) 576,216 993,109 46,631 1,039,740            

期內溢利 – – – – – – – – 21,461 21,461 3,518 24,979

財務報表由功能貨幣
換算為呈報貨幣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28 – – 28 8 36

可供出售投資公允值
減少 – – – – – (445) – – – (445) – (445)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
累積收益重新分類予
損益 – – – – – (20,789) – – – (20,789) – (20,789)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 – – – – (21,234) 28 – – (21,206) 8 (21,198)            

期內總全面（開支）收入 – – – – – (21,234) 28 – 21,461 255 3,526 3,781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5,183 75,856 445 245,881 1,107 4,752 53,672 (1,209) 597,677 993,364 50,157 1,043,52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5,183 75,856 445 245,881 870 – 73,264 39 544,591 956,129 46,112 1,002,241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 – 32,645 32,645 (4,559) 28,086

財務報表由功能貨幣
換算為呈報貨幣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19,265) – – (19,265) (1,372) (20,637)            

期內總全面（開支）收入 – – – – – – (19,265) – 32,645 13,380 (5,931) 7,449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5,183 75,856 445 245,881 870 – 53,999 39 577,236 969,509 40,181 1,009,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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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申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18章之
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按公允值計量之物業及金融工具（倘適用）外，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按歷史成本基準
編製。

除下列提及外，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依循之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告所採用
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的金融負債採用以下會計政策按公允值確認損益（「按公允值確認損
益」）。

當金融負債於初始確認時被指定按公允值確認損益時，則該金融負債會被分類為按公允值
確認損益。

如要於初始確認時指定按公允值確認損益之金融負債：

• 該指定可消除或明顯減少計量或確認將出現不一致；或

• 該金融負債組成一組以公允值為管理及評估表現基礎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或兩者
兼而有之一部分，這是按照本集團之風險管理或投資策略，以及供內部提供資料之分
組基礎；或

• 其構成包含一個或多個嵌入式衍生工具之合約之一部分，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允許以整份合併合約指定按公允值確認損益。

按公允值確認損益之金融負債會按公允值計量，其因重新計量而產生之任何收益或虧損會
確認損益。確認在損益內之收益或虧損淨額包含任何金融負債的利息支付並包括在「其他收
益及虧損」的項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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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向本公司行政總裁（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報
告之資料，著重於所銷售之產品或提供之服務種類。本集團現時分為三個經營分部。該等經
營分部乃按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資料之編製基準並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分析
如下：

• 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展示電視連續劇及電影以及物業租金及
物業管理費收入

• 電腦圖像培訓－提供電腦圖像及動畫培訓

• 文化產業園－文化、娛樂及相關商業物業投資

以上營運分部構成本集團之經營分部。

下列為本集團收益及業績按經營分部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電腦圖像創作
及製作

電腦圖像
培訓 文化產業園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70,878 8,969 22,505 102,352    

分部業績 1,394 (973) 12,908 13,329   

未分配收入 25,411
未分配開支 (10,398) 

除稅前溢利 28,342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電腦圖像創作
及製作

電腦圖像
培訓 文化產業園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77,682 7,376 17,385 102,443    

分部業績 5,106 (1,195) 3,507 7,418   

未分配收入 29,353
未分配開支 (8,382) 

除稅前溢利 28,389 

以上呈報之所有分部收益均來自外界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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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本集團資產按經營分部之分析：

分部資產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 484,545 503,482

電腦圖像培訓 9,956 10,346

文化產業園 595,182 588,455  

分部總資產 1,089,683 1,102,283  

4. 收益

本集團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合約收益
（附註） 30,148 41,959 44,722 55,564

租金及物業管理費收入 23,898 20,288 48,661 39,503

電腦圖像培訓費 5,572 3,547 8,969 7,376    

59,618 65,794 102,352 102,443    

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5,26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21,052,000港元）是來自放映一部動畫電影收入（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兩部動畫電影），而有關收入乃按約定之票房收入分成比例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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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收益 – – 20,789 –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附註） 7,870 (5,938) 6,265 10,528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值變動虧損 (2,117) – (2,117) –

結構性存款公允值變動 (111) 166 204 18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23) – (123) –

撤回呆帳撥備 – – – 300    

5,519 (5,772) 25,018 11,009    

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26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11,052,000港元）為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之已變現收益。

6.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即期稅項 3,306 (196) 4,037 582

於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674) (279) (674) (279)    

所得稅開支（抵免） 2,632 (475) 3,363 303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該兩個期間之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
收入報表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課稅溢利被結轉
之稅務虧損完全沖銷）。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關於企業所得稅之
法律（「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之中
國附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率為25%，惟下文所述之附屬公司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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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扶持動漫產業發展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 [2009]第65號），中
國附屬公司如符合動漫企業資格可有權享有稅務優惠，故其適用稅率將逐步提升至25%。其
稅務優惠將會在二零一六年屆滿。其中一間中國附屬公司因其符合動漫企業資格而可由二
零一四至二零一六年享有12.5%優惠稅率。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
中國之附屬公司之相關稅率介乎 12.5%至25%（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5%

至25%）。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其他司法權區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該兩個期間之簡明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入報表就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作出撥備。

7.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已扣減：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34 34 69 6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788 5,678 11,479 11,420

減：計入合約工作之款項 (652) (1,197) (1,479) (1,741)

計入在製項目之款項 (31) (127) (63) (162)    

5,105 4,354 9,937 9,517    

廣告開支（包括在分銷成本及
銷售開支內） 9,005 11,018 9,619 12,922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86) 37 2,541 75

總員工成本 24,401 29,525 50,952 56,772

減：計入合約工作之款項 (4,062) (7,737) (9,864) (12,080)

計入在製項目之款項 (327) (990) (553) (1,401)    

20,012 20,798 40,535 43,291    

確認為開支之合約成本
員工成本 9,398 9,732 18,549 19,544

其他 12,249 17,797 17,230 19,837    

21,647 27,529 35,779 3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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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064 14,249 21,461 32,645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1,518,256 1,518,256 1,518,256 1,518,256    

因並沒有可攤薄之普通股，故兩個期間內並沒有呈列每股攤薄後之盈利。

10.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36,163 40,016  

除應向租戶收取之租金收入於簽發發票後到期結算外，本集團乃根據向各客戶所銷售之產
品或提供之服務種類而給予彼等不同之信貸期，介乎30日至1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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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35,781 39,065

三至六個月 30 517

六個月以上 352 434  

36,163 40,016  

11.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4,185 3,056

三至十二個月 83 195

十二個月以上 927 883  

5,195 4,134  

本集團已實施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保所有應付賬款在信貸限期內繳付。

12. 股本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股本約為 15,183,000港元。本公司之股本於本期或去年中期期間
均無任何變動。



– 14 –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
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為102,35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2,443,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集團來自電腦圖像創作
與製作分部的收入下降了約9%，抵銷了文化產業園分部所增加了約29%的收入。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成本為59,195,000港元，與二零一四
年同期63,071,000港元相比，下跌約 6%。該跌幅主要由於回顧期內完成及上映了
一部動畫電影，而去年同期相比則有兩部動畫電影，從而致使原創項目的生產成
本減少。

由於收益增加及銷售成本相對穩定，電腦圖像培訓及文化產業園分部的毛利率均
有所改善。與去年同期比較，電腦圖像創作與製作分部的毛利率維持穩定均為約
32%。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收入為 5,22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887,000港元），該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補助1,919,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553,000港元）及利息收入 3,143,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5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來自可供出售投資的股息為零（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7,683,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為11,652,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092,000港元），下跌約23%。該跌幅主要由
於在回顧期內用於原創項目之市場推廣開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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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行政開支為31,04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0,126,000港元），輕微上升了約3%。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融資成本為 2,35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661,000港元），該融資成本為興建深圳總部大樓的銀行
貸款利息。該成本減少是由於銀行借貸的利率下跌及於本期內償還部分銀行借貸
後貸款本金減少所致。所有銀行借貸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提前償還。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收益及虧損為收益凈額 25,018,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凈額11,009,000港元）。該收益淨額
主要包括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增加6,26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0,528,000港元）及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完成首次出售GDC Technology 

Limited（「GDC Tech」）23,823,822股份後確認之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收益 20,789,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惟部分收益被衍生金融工具公允
值變動之虧損2,117,000港元所抵銷（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整體而言，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
利為21,46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同期則為32,645,000港元，下跌約34%。

業務回顧及展望

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分部之收益為
70,878,000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77,682,000港元減少6,804,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度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分部完成國際動畫電視片項目三個。
現時正在製作兩部國際動畫電視片和一個電影項目，其中一部為擁有版權的中法
合拍電視片。分部所承接的國際項目的客戶來自歐洲和北美。分部於下半年即將
啟動製作一部新的電視片，另有其他新電視片和電影項目正在洽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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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創項目方面，最新的《潛艇總動員V：時光寶盒》動畫電影已於二零一五年五
月二十九日中國兒童節檔期在全國影院上映。今年兒童節檔期共有三部國產動畫
電影及五部進口電影同時上映，進口電影包括一部日本知名動畫電影，但《潛艇
總動員V：時光寶盒》仍錄得超過人民幣三千萬元的票房，縱使票房遜於去年，在
同檔期國產電影仍佔冠軍位置，為本集團帶來約一千五百二十六萬四千港元之收
入。《潛艇總動員》的手機遊戲授權產品將於電影上映後推出，而相關的衍生玩具
亦陸續研發中。此外，本集團與中國濟南軍區政治部電視藝術中心聯合創作動畫
電視片《聰明的順溜》已完成多集中期製作， 本集團亦與玩具商簽訂衍生產品授權
協議，推出《聰明的順溜》相關的玩具及音像產品，預期這些電影衍生產品為本集
團增加業務收入。

至於在數字動畫科技展覽展示及大型活動製作項目方面，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度繼續為內地主流電視台的轉播節目及大型主題公園提供電腦圖像高端製
作服務，結合自主研發軟件系統、整合先進的設備，並申請專利權， 配合創意及科
技繼續積極拓寬業務渠道。

為進一步增加本集團品牌的曝光率及開拓品牌宣傳渠道， 本集團繼續積極參加國
內外動畫影視活動。本集團除了選送《潛艇總動員 III－彩虹寶藏》參與於第一季度
舉行的北美兒童電視娛樂論壇二零一五KIDSCREEN活動獲得「學齡前最佳電視電
影」競賽提名外，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度《潛艇總動員 IV－章魚奇遇記》榮獲「廣東
省廣播影視獎－優秀動畫故事片二等獎」以及榮獲二零一五中國動畫年會頒發「美
猴獎導演銀獎」。此外，本集團亦十分榮幸再次成為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
交易會最新一屆的分會場，於會場上展示了最新動畫影片及相關產品內容，增加
外界對本集團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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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本集團仍繼續著重依靠高品質和高水準的服務，並致力與國際客戶及國內大
型知名企業合作並保持良好的關係，持續通過技術和流程創新減低成本以提升在
行業內的競爭力。

電腦圖像培訓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腦圖像培訓分部之收益為8,969,000港元，
較二零一四年同期7,376,000港元增加約22%，其中深圳校區收入有明顯改善。

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度，分部於新增合作的十間院校舉辦課程講座，讓院校學生
對課程有所認識，藉此讓講座成為長期提供學生來源之一及收集大眾對電腦圖像
培訓課程的意見，為本集團於規劃課程時提供更清晰的方向。第三季度是各大院
校收生的旺季，預期行業競爭更為激烈，增添團隊不少壓力。電腦圖像培訓分部
的市場推廣團隊現正加強對外宣傳的各種渠道，當中包括以媒體、平台、線上、
線下以及院校等全方位的推廣覆蓋，冀望本年第三季招生人數可達標。培訓團隊
不斷改善教學模式，開拓新的專業課程，加強與企業及院校的互動。為增加課程
價值， 電腦圖像培訓分部除不斷改善教學模式外，亦不時豐富我們的課程內容，
以配合行業發展，繼續力求完善。

文化產業園

文化產業園坐落在廣州海珠中心區的鐵路沿線，位處交通交匯，文化產業園的土
地由珠江電影製片有限公司擁有，給予本集團租賃經營權經營文化產業園至二
零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二零一三年文化產業園開幕至今，集團已成功先後
引入多家著名品牌進駐產業園，成功增加文化產業園的知名度。在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集團曾分別與多家品牌合作舉辦不同商場活動，此不但為集團帶來額外收
入，同時亦進一步增加文化產業園的人流及知名度。本年度上半年比去年同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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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收益錄得約29%增長，主要透過商戶組合檢討、增加廣場戶外租賃面積等，
有效地提高租賃收益。另一方面，文化產業園二期的開發仍在研究及商議當中。
本集團將繼續定期為文化產業園提昇物業質素及商戶組合優化，確保投資物業創
造更好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共174,854,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8,043,000港元）及結構性存款 155,32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30,788,000港元），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銀行結餘及
現金和結構性存款總額之增加主要由於回顧期內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所得現金約
88,303,000港元所致。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共為57,500,000港元，其中47,500,000

港元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償還及 10,000,000港元須於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起計十二個月後償還。銀行借貸主要以人民幣定值及按中國人
民銀行人民幣貸款年利率計息。所有銀行借貸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提前償還。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率（以借貸除以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權益計算）約為6%（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2.6（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乃根據流動
資產393,50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0,434,000港元）及流動負債
152,34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1,347,000港元）計算。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993,36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993,109,000港元）。該升幅主要由於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21,461,000港元，惟增加部分因於二零一五年二
月二十六日完成首次出售GDC Tech之23,823,822股份後引致的投資重估儲備減少
約20,789,000港元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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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出售及重要投資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GDC Holdings Limited （「GDC 

Holdings」），與獨立第三方Huayi Brother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買方」）訂立
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買方有條件地同意收購而GDC Holdings有條件地同
意出售GDC Holdings持有之全數GDC Tech之股份（即29,779,777股，相當於簽訂協議
當日GDC Tech已發行股份約11.38%）（「GDC Tech股份」），初步代價為每股GDC Tech

股份0.4778美元（可予調整）（「出售事項」）。

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的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出售事項之首次完成已於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進行。緊接首次完成後，本集團持有GDC Tech股份將
由29,779,777股減至 5,955,955股及本集團於GDC Tech之股權權益由約 11.38%減至
2.28%。根據買賣協議，GDC Tech餘下股份將會於第二次完成時出售及轉讓予買
方，惟受限於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

有關出售事項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日、二零
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之通函。

除以上披露事宜外，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
收購、出售及重要投資事項。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將賬面值共229,558,000港元之樓宇，廠房及
機器及預付租賃款項抵押予銀行作為未償還銀行借款57,500,000港元。於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動用之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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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目前，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歐羅及美元賺取收益，及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產生
成本。董事相信，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所以現時並無實施任何外匯對沖政
策。然而，本集團將考慮於必要時採用遠期外匯合約對沖外幣風險。於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491名（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24名）
全職僱員。本集團主要參照市場慣例、個人表現及工作經驗釐定其僱員之薪酬。
本集團向僱員提供之其他福利包括醫療保險、保險計劃、強制性公積金、酌情花
紅及僱員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支付或承諾支付
任何款項予任何人士，作為加入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或於加入後之獎勵。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在聯交所或
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本公司董事（並不包括董事獲委任為
有關公司之董事以代表本公司及╱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權益之業務）持有與本
集團業務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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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5(1)、5.05A、5.28及5.34條以及載列於附錄15之企業管治
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5.1條，(i)董事會須至少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ii)董事會
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 (iii)審核委員會須由至少三名成員組成，而
所有成員必須為非執行董事；及 (iv)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的成
員必須以獨立非執行董事佔大多數。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
提名委員會成員陳重振先生不幸辭世。自陳重振先生辭世後，本公司只有兩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此乃偏離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5(1)、5.05A、5.28及5.34條以及載列
於附錄15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5.1條之規定。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林耀堅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
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之成員。於林耀堅先生獲委任後，本公司之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的人數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 5.05(1)、5.05A及
5.28條規定之最少人數，以及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內大部份成員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亦為已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34條及載列於附錄15之企業管治守
則之守則條文A.5.1條之規定。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之公告。

除上文披露外，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
市規則附錄15的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之嚴謹程度不遜於創業板上
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規定之交易必守標準。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所有董事確認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規定之交易必守標
準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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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之變更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7.50A(1)條，董事資料變動如下 :

林耀堅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獲委任為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及民信
金控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未經審核。然而，本公司
已委託本公司之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核數師」）協助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核委員會」）審閱本集團之二零一五年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已與
核數師及本公司管理層舉行會議，以審閱（其中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各股東、業務伙伴及客戶一直以來給予本集團支持致以衷心
謝意；同時，本人對各董事、管理層及員工於本期間之努力不懈及齊心協力深表
感謝及讚賞。

承董事會命
李少峰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李少峰先生（主席兼執行董事）、陳征先生（行政總裁兼執
行董事）、金國平先生（副總裁兼執行董事）、程曉宇女士（副總裁兼執行董事）梁順
生先生（非執行董事）、鄺志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羅文鈺教授（獨立非執行董
事）及林耀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之日起，最少一連七日在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最新公司
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www.gdc-world.com內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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