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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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DIGITAL CREATIONS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
第三季度業績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主板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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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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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證券上市規則》（「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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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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業績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18,416 20,722 58,821 66,355

銷售成本 (8,943) (9,397) (31,420) (37,094)

毛利 9,473 11,325 27,401 29,261

其他收入 4 1,948 4,368 7,197 14,353

分銷及銷售開支 (568) (278) (3,100) (1,481)

行政開支 (9,015) (8,493) (26,532) (25,940)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之減值撥備 – (213) – (443)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5 (17) 35 (118) (847)

經營溢利 1,821 6,744 4,848 14,903

融資成本 (14) (243) (56) (51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807 6,501 4,792 14,386

所得稅開支 6 (492) (2,374) (1,145) (4,73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1,315 4,127 3,647 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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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期內（虧損）╱溢利 7 (3,215) (3,525) 2,730 (12,509)

期內（虧損）╱溢利 (1,900) 602 6,377 (2,86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將不會重新分類予損益之項目：
換算為呈報貨幣所產生 

之匯兌差額 10,073 (9,501) 5,999 (9,82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10,073 (9,501) 5,999 (9,824)

期內總全面收入╱（虧損） 8,173 (8,899) 12,376 (12,686)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 

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1,315 4,127 3,647 9,733

－已終止經營業務 (2,186) (2,397) 1,857 (8,507)

(871) 1,730 5,504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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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內 

（虧損）╱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 – – (86)

－已終止經營業務 (1,029) (1,128) 873 (4,002)

(1,029) (1,128) 873 (4,088)

(1,900) 602 6,377 (2,862)

應佔期內總全面收入╱ 

（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26,080 (18,474) 17,549 (13,544)

－已終止經營業務 (12,177) 6,585 (3,518) 650

13,903 (11,889) 14,031 (12,894)

非控股權益 (5,730) 2,990 (1,655) 208

8,173 (8,899) 12,376 (12,686)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8 0.09 0.27 0.24 0.64

－已終止經營業務 8 (0.14) (0.16) 0.12 (0.56)

(0.05) 0.11 0.36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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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乃遵照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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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

編製。

除因應用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所依循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告所採用者一致。

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若干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在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強制生效之新增及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3. 收益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電腦圖像製作之收益 2,759 6,199 12,617 11,582

來自電視連續劇及電影之收益 465 129 3,492 10,495

管理服務費 3,986 3,573 9,638 9,710

租金收入 11,206 10,821 33,074 34,568

18,416 20,722 58,821 6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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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政府補助 632 2,251 2,890 8,414

利息收入 1,273 1,905 4,141 5,420

其他 43 212 166 519

1,948 4,368 7,197 14,353

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49 19 10 203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 16 – (1,050)

其他 (66) – (128) –

(17) 35 (118)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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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 

企業所得稅：
即期稅項 101 2,409 1,207 6,039

於過往期內之撥備不足╱ 

（超額撥備） – 15 (18) (932)

101 2,424 1,189 5,107

遞延稅項 391 (50) (44) (368)

492 2,374 1,145 4,739

7.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主要透過本集團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參與文化、娛樂及相關商業物業投資之營運。鑑

於對珠影文化產業園（「文化產業園」）第一期之投資物業作全額減值，故文化產業園經營已由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一日起終止。由於披露於「管理層論述與分析－訴訟」一節中的事宜還未解決，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仍繼續產生若干成本。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61 7 61 20

其他虧損，淨額 – – (3) –

行政開支 (1,800) (1,859) (6,611) (7,753)

回撥╱（撥備）租金及 

結算開支，淨額 (1,440) (1,639) 9,337 (4,730)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3,179) (3,491) 2,784 (12,463)

所得稅開支 (36) (34) (54) (4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期內（虧損）╱溢利 (3,215) (3,525) 2,730 (1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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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1,315 4,127 3,647 9,733

－已終止經營業務 (2,186) (2,397) 1,857 (8,507)

(871) 1,730 5,504 1,226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513,880 1,518,256 1,515,905 1,518,256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與攤薄盈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0.09 0.27 0.24 0.64

－已終止經營業務 (0.14) (0.16) 0.12 (0.56)

每股基本與攤薄之盈利╱ 

（虧損）總額 (0.05) 0.11 0.36 0.08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的計算方法是將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除以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

均數（不包括公司回購普通股）。

鑑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沒有已發行的潛在攤薄普通股（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相同），故每股攤薄之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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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無）。

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期間」）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為58,821,000港
元，比二零一九年同期66,355,000港元減少7,53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疫情肆虐，影視行業受到
極大衝擊，導致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分部的一部電影年初中途停播，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分部
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5,968,000港元，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服務分部收益影響較為輕微，同比減
少1,566,000港元。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銷售成本為31,420,000港元，與二零一九年同期37,094,000港元比
較，減少5,674,000港元，主要由於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之直接生產成本減少所致。本期間的銷
售成本亦包括因本集團進行精簡人員而產生的員工離職賠償723,000港元。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其他收入為7,197,000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14,353,000港元比較，
減少7,156,000港元，主要由於政府補助及利息收入分別減少5,524,000港元及1,279,000港元所致。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分銷及銷售開支為3,100,000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1,481,000港元
比較，增加1,619,000港元。本期間的分銷及銷售開支主要是於年初上映之動畫電影所產生的市
場推廣開支。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行政開支為26,53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25,940,000港元，增加
592,000港元，主要是專業服務及顧問費增加，以及員工離職賠償所致。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其他虧損為11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847,000港元）。本期間之其他虧損主要是匯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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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融資成本為5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517,000港元）。本集團並沒有任何借貸，而本期間之融資成本是租賃負債之利息部分。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錄得溢利3,647,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溢利9,647,000港元比較，下跌
6,000,000港元。

本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錄得溢利2,730,000港元，主要由於文化產業園於本期間仍產生若干行政
開支6,611,000港元和結算開支4,393,000港元之成本及就期內文化產業園之訴訟而對應付租金
及結算款撥備調整13,73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12,385,000元）所致。

基於上述原因，本集團之本期間溢利為6,377,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2,862,000港元。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本期間每股盈利0.36港仙，比去年同期每股盈利0.08仙，每股盈利增加0.28港
仙。

業務回顧及展望

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

本集團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分部收益，主要來自動畫電影和電視片製作服務、原創動畫電影票
房及版權、動畫電視片版權及動畫品牌衍生產品營運等項目。

於二零二零年一至九月，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分部承接的動畫影視製作項目來自國內，包括一
部全流程製作的動畫電視系列片及一部合作動畫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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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亦積極洽談新的動畫影視製作項目。於二零一九年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
期間，分部策劃的一部以長江江豚為角色的動畫電影項目獲得江西省文演集團的關注及支持，
促使於二零二零年四月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環球數碼媒體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與
江西省文演集團及江西湖口文旅集團簽訂了三方合拍協議，構建聯合打造地方特色文化IP新模
式，並佈局以動畫影視呈現精彩中國故事帶動文化旅遊，打造跟著動畫去旅行新生態。該項目
已經進入前期創作階段及開始市場推廣。在原創影視項目方面，由電視動畫片系列改編創作的
軍事題材動畫電影《士兵順溜：兵王爭鋒》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中旬上映，期後由於2019冠狀病
毒病的疫情（「COVID-19疫情」）關係，國內電影院全線暫停而中途暫停上映，導致票房收益受
到嚴重影響，故繼而轉至網上發行。另一方面，《潛艇總動員》系列的第八部電影已完成製作並
計劃上映，雖然國內電影院在落實防疫措施後已有序恢復營業，然而有不少新電影等待上映，
分部會努力爭取在適合的檔期上映。此外，分部在品牌開發和授權方面積極推進，部分動畫電
影作品於世界多國的網絡平台及電視台進行第二輪發行和授權，以持續品牌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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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數碼動漫產業基地建立的製作團隊繼續跟深圳基地製作團隊形成協同製作效應，分擔動
畫電影和電視片製作，並按規劃分階段實現目標產能，實行人員融合、資源共享的營運模式。
與此同時，分部正與數字視覺相關專業的學校、地方知名景點和文創企業增強合作，打造具有
佛山特色文化的動漫IP，與優勢產業相結合產生社會影響力和商業價值。以動漫文化為主題，
以「城市客廳」功能理念，於第四季度將繼續重點加強動漫實訓、影視製作、虛擬直播網紅、創
業孵化空間建設，形成以IP和產業為核心的數字創意產業基地。分部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與獨
立第三方簽訂合作協議後，有關物業的產權證已經發出及所有權已轉移至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佛山環球數碼媒體科技有限公司，該等物業之公允值約人民幣19,000,000元，並已確認
為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現階段正進行股權轉讓手續。有關該合作協議之詳情，請參
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之公告。

分部繼續投放資源在技術研發方面，在遊戲引擎及實時渲染的圖形處理器(GPU)實踐應用完成
研發。進一步完善生產製作中的文件自動化管理及優化流程系統以發展為產品。同時，開展全
流程協作平台的移動端研發，在COVID-19疫情初期實現遠程辦公，保障項目製作和管理的正
常進行。由於動畫影視行業已進入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帶來的革新變化階段，
動畫內容在互聯網和移動終端，形成短視頻和長視頻競爭局面的情況下，分部將以技術創新為
核心競爭力，更精準地面向觀眾人群，以前沿新技術創造動漫IP內容產品及拓展線上和線下的
新互動體驗。同時，借助動畫IP和主題互動體驗產品，將在教育綜合體的投資和運營業務進行
佈局。期內，原創動漫IP 《玩偶奇兵》的主角化身虛擬網紅主播，亮相京東直播室。

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分部於二零二零年一至九月已完成十五項版權著作作品登記、十二項計
算機軟件著作登記、四十七項商標註冊及五項發明專利申請，並已取得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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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分部獲得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政府授予為兒童教育科普聯盟。原創動畫
電影《士兵順溜：兵王爭鋒》分別獲選為第16屆中國國際動漫節金猴獎大賽「綜合動畫電影」及
第17屆中國動漫金龍獎「最佳動畫長片獎」的提名作品。

鑒於COVID-19疫情在全球仍然持續，預計動畫代工業務及原創項目將會受到經濟下滑嚴重負
面影響，分部針對疫情影響和行業發展新趨勢，以數位視覺技術為驅動，主動進行升級和轉型
發展。在動畫業務創新拓展方面，與騰訊以及其他數位領域行業的合作，完成騰訊AI Lab人工
智慧虛擬人角色的數位視覺效果創作，在動畫表演、光學動態捕捉和數位場景搭建的前沿技術
方面達到國內領先水平。依靠在行業中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技術和創意，分部將增加互聯網端的
動畫網絡電影、網絡劇、電影級短視頻等動畫視覺內容作品。展望未來，分部將聚焦業務轉型
和開拓，將動畫製作升級為數字娛樂核心技術的文創建設，在原有的IP基礎上，結合各地知名
主題元素開發優質文創IP，融合自主研發的雲端數據信息處理數字技術雲平台，打造具有自身
文化特色的文創園區，並將重點面向中國其他省份，期望聯合地方政府和企業打造文創園區，
提供專業化的園區運營及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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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服務

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本集團位於中國深圳南山區的環球數碼大廈的物業管理公司全體
員工放棄假日休息，各層面做好大廈疫情防控工作，嚴防死守。物業管理公司積極貫徹落實深
圳市政府及社區職能部門對疫情防控的相關政策，並向大廈公司客戶企業宣講及督促落實；協
助大廈公司客戶企業做好復工復產及人員管控工作。根據目前疫情情況，後續防控工作將依舊
嚴格進行，不會鬆懈，工作重點繼續放在大廈公共區域設施消毒、人員進入體溫檢測管控等。
分部亦會嘗試引入智能停車平台，通過手機預約平台可以實現提前預約專享車位並透過停車
場室內實時導航精準到達車位，高效提高車位利用率。從管理角度而言，借助雲計算及5G新技
術，將分部多年自主研發的管理系統平台拓展到數字視覺多產業協作，有效提升物業管理公司
運營在技術和產業鏈方面的核心競爭力。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受COVID-19疫情對業務影響，部份租戶要求進行討論租賃條款或租金調整
的事宜，經分部持續地作出大量回覆及解釋的工作後，分部的收入及盈利並未有重大影響。受
上半年經濟環境影響，企業需要逐步開源降本，因此針對租賃市場可能出現的客戶高流轉期，
分部將積極優化物管服務及物業設施以迎合客戶需要，並對即將到期租戶進行維穩工作，減少
租約流失。分部擬引進辦公樓宇招商管理系統，為營銷推廣、團隊管理提效；同時，開拓線上投
放，抓住紅利流量推廣。另外嘗試聯合周邊樓宇，建立招商合作聯盟機制，互相推薦客戶，實現
資源共享。分部將繼續積極研究增加收入來源及嚴控費用開支，以確保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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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

本集團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廣東環球數碼創意產業有限公司（「廣東環球數碼」）與珠江電影製
片有限公司（「珠影製片」）就珠影文化產業園之商業糾紛和訴訟詳情如下：

1.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日，廣東環球數碼接獲中國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法院（「海珠區人民法
院」）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三日的《傳票》，珠影製片向廣東環球數碼提出訴訟及請
求法院命令要求廣東環球數碼歸還全部珠影文化產業園及其配套設施以及相關資料。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份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四日由海珠區人民法院作
出的《民事判決書》送達廣東環球數碼。根據該《民事判決書》所示，廣東環球數碼需向
珠影製片歸還全部珠影文化產業園及其配套設施以及相關資料。珠影製片的所有其他訴
求申請則被駁回。

於本公告日期，廣東環球數碼已向中國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廣州中級人民法院」）
提出上訴及有待法院之開庭審理日期通知。

2.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四日，廣東環球數碼接獲廣州中級人民法院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
月三日的《傳票》，珠影製片向廣東環球數碼提出訴訟及要求廣東環球數碼支付珠影文化
產業園之場地和物業使用費及利息損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珠影製片估計分
別為人民幣148,745,800元及人民幣9,593,000元）（「訴訟二」）。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由廣州中級人民法院
作出的《民事判決書》送達廣東環球數碼。根據該《民事判決書》所示，廣東環球數碼需
支付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一日期間的珠影文化產業園之場地和
物業使用費及利息損失（分別約為人民幣41,656,989元及人民幣3,813,331元）。場地和物業
使用費乃按照廣東環球數碼與珠影製片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簽訂的框架協議所規
定的每月租金人民幣1,000,000元計算。利息損失人民幣3,813,331元乃分別按照中國人民銀
行發佈的金融機構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或之前）及同期全國
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佈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日或之後）計算。
珠影製片的所有其他訴求申請則被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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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廣東環球數碼及珠影製片已分別向中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及
有待法院之開庭審理日期通知。

3.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八日，廣東環球數碼及廣州高尚商業經營管理有限公司（「高尚物業管
理」）各自接獲海珠區人民法院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四日的《傳票》，珠影製片向廣
東環球數碼及高尚物業管理提出訴訟及要求支付珠影文化產業園停車場之場地和物業使
用費人民幣26,457,900元及利息損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珠影製片估計為人民
幣2,520,062元）（「訴訟三」）。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三日，一份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由海珠區人民法院作出的
《民事判決書》送達廣東環球數碼及高尚物業管理。根據該《民事判決書》所示，廣東環
球數碼及高尚物業管理需支付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期間的珠
影文化產業園停車場之場地和物業使用費（約為人民幣3,854,363元）及利息損失。利息損
失乃自當月四日起計至付清之日止，分別以每月使用費人民幣70,000元（二零一五年八月
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及人民幣150,529元（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期間）為基數以及分別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金融機構同期同類
貸款基準利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或之前）及同期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佈的
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日或之後）計算。珠影製片需向廣東環球數碼
及高尚物業管理退還保證金人民幣70,000元。珠影製片的所有其他訴求申請則被駁回。其
後，原告及被告均提出上訴至廣州中級人民法院。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一份由廣州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決書》，為終審判
決，分別駁回廣東環球數碼及高尚物業管理以及珠影製片的上訴請求，維持海珠區人民法
院原審判決。於本公告日期，廣東環球數碼及高尚物業管理正按照終審判決的裁定處理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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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廣東環球數碼作為原告對珠影製片提出訴訟，要求就有關珠影製片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底在未經本集團同意下試圖強佔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的事件所引
致之損失賠償人民幣10,000,000元。海珠區人民法院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五日發出了受理案
件通知書，並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頒令凍結珠影製片之銀行存款人民幣10,000,000

元。

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中，一份由海珠區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決書》，駁回廣東環球數碼
的全部訴訟請求。其後，廣東環球數碼提出上訴至廣州中級人民法院。於二零二零年七月，
廣州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審判決。

如有任何重大更新，本公司會及時在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作出披露。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廣東環球數碼及高尚物業管理獲通知就有關上述訴訟事宜，法院按珠影製
片的申請頒令保全廣東環球數碼及高尚物業管理的銀行賬戶。該等銀行賬戶用於所屬公司與珠
影文化產業園有關的現金收支及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該兩個銀行賬戶的總存款金額為
58,977,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至九月，文化產業園（已終止經營業務）收到租金收入及管理服務費17,914,000

港元，全數已計提為應付租金。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訴訟二及訴訟三作出之應
付租金及結算款撥備合共182,49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0,20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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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曾於聯交所購回之普通股詳情如下：

購回月份
購回

普通股總數
每股

最高價
每股

最低價
已付

總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二零年七月 954,000 0.116 0.105 107,338

二零二零年八月 4,588,000 0.084 0.079 367,428

二零二零年九月 166,000 0.110 0.090 16,214

於本期間內，當中購回之5,662,000股股份已註銷，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亦因而按該等股份之面
值減少。

除上文披露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概無在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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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的企業
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之嚴謹程度不遜於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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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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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度業績未經審核。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
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第三季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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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程晓宇女士（主席）、王宏鵬先生（董事總經理）、徐量先
生及肖勇先生；非執行董事陳征先生（副主席）；獨立非執行董事羅文鈺教授、林耀堅先生及鄭
晓東先生。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之日起，最少一連七日在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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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