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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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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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貨品及服務 9,901 10,863 31,787 51,156
租金 10,821 11,192 34,568 34,477

總收益 20,722 22,055 66,355 85,633

銷售及服務成本 (9,397) (13,663) (37,094) (56,166)

毛利 11,325 8,392 29,261 29,467
其他收入 4 4,375 13,845 14,373 23,494
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 (278) (997) (1,481) (3,387)
行政開支 (8,493) (10,131) (25,940) (28,843)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16 – (1,050) –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19 (614) 203 496
減值虧損，淨額 (213) – (443) –
其他開支 (3,498) – (12,483) –
融資成本 (243) – (517) –

除稅前溢利 3,010 10,495 1,923 21,227
所得稅開支 6 (2,408) (150) (4,785) (7,01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虧損） 602 10,345 (2,862) 14,214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7 – 3,831 – 10,985

期內溢利（虧損） 602 14,176 (2,862) 25,199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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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1) (27,692) (9,824) (39,138)

期內總全面開支 (8,899) (13,516) (12,686) (13,939)



3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730 10,128 1,226 14,14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2,518 – 7,187

1,730 12,646 1,226 21,329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128) 217 (4,088) 7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1,313 – 3,798

(1,128) 1,530 (4,088) 3,870

602 14,176 (2,862) 25,199

應佔期內總全面（開支）收入：
本公司持有人 (11,889) (13,965) (12,894) (16,307)
非控股權益 2,990 449 208 2,368

(8,899) (13,516) (12,686) (13,939)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0.11 0.83 0.08 1.4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0.11 0.67 0.08 0.93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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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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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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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一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所依循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

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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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在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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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

表。

3. 收益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貨品及服務

來自電腦圖像製作之收益 6,199 6,433 11,582 15,620

來自電視連續劇及電影之收益 129 1,113 10,495 26,021

管理服務費 3,573 3,317 9,710 9,515

9,901 10,863 31,787 51,156

租金收入 10,821 11,192 34,568 34,477

總收益 20,722 22,055 66,355 8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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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政府補助 2,251 11,320 8,414 17,192

利息收入 1,906 2,453 5,422 5,857

其他 218 72 537 445

4,375 13,845 14,373 23,494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結構性存款公允值變動 – (614) – 49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9 – 203 –

19 (614) 203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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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即期稅項 2,443 – 6,085 –

於過往期內之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5 – (932) –

2,458 – 5,153 –

來自中國附屬公司之分配溢利之 

中國預提稅項（附註） – – – 6,825

遞延稅項 (50) 150 (368) 188

2,408 150 4,785 7,013

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一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於本公告而言，不包

括香港、澳門及台灣）之附屬公司宣派一筆一次性及非經常性的特別股息予本公司及繳付6,825,000

港元的預提稅項予中國的稅務局。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之法律（「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

實施細則，外國投資者於中國成立的公司自二零零八年起賺取的溢利，其相關股息將會被徵收10%

的預提所得稅。該等股息稅率可能會就適用的稅務協定或安排進一步調低。根據內地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倘若香港居民企業持有中國居民企業至少25%

權益，由該中國居民企業向香港居民企業所支付股息的預提稅稅率將進一步調低至5%，否則有關稅

率將維持在10%。

本公司及中國附屬公司的董事認為，中國附屬公司無意並不太可能於可見未來宣派股息。由於本集

團能夠控制撥回暫時差額之時間，亦有可能不會在可見未來撥回暫時差額，因此並無就中國附屬公

司保留盈利之暫時差額作出計提遞延稅項撥備。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該兩個期內之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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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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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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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實施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9]203號），其中一間中國

附屬公司因其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而可於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零年間享有15%優惠稅率。截至二零一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之相關稅率介乎15%至25%（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15%至25%）。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其他司法權區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該兩個期內之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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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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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環球數碼創意產業有限公司（「廣東文化產

業園」）參與文化、娛樂及相關商業物業投資（「文化產業園」）之營運，及本集團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

南山區環球數碼培訓學校提供電腦圖像及動畫培訓（「電腦圖像培訓」）。鑑於取消確認珠影文化產業園第

一期為投資物業，故文化產業園營運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終止。此外，鑑於業務萎縮及產生虧損，故

電腦圖像培訓業務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終止營運，及該相關大樓面積轉為出租用途。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內呈列之比較數字已重列，以將該等業務之業績分類為已終止

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業績如下：

電腦圖像培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服務之收益 – 1,030 – 3,495

服務成本 – (966) – (2,598)

其他收入 – 6 – 13

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 – (40) – (441)

行政開支 – (244) – (1,229)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 (214) –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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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園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服務 – 1,711 – 5,564

租金 – 7,993 – 29,026

總收益 – 9,704 – 34,590

服務成本 – (1,917) – (7,528)

其他收入 – (1) – 184

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 – (8) – (55)

行政開支 – (1,259) – (3,633)

租金開支 – (2,526) – (7,950)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 59 – (2,521)

其他收益及虧損 – 30 – (1,296)

除稅前溢利 – 4,082 – 11,791

所得稅開支 – (37) – (4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 4,045 – 1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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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 1,730 12,646 1,226 21,329

減：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 2,518 – 7,187

用以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1,730 10,128 1,226 14,142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 1,518,256 1,518,256 1,518,256 1,518,256

因在該兩個期內並沒有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沒有呈列該兩個期內之每股攤薄後之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730 12,646 1,226 21,329

使用之分母與上文所述之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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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每股0.16港仙及截至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每股0.47港仙。此乃根據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溢利分別為2,518,000港元及7,187,000港元，及上文所述之每股基

本盈利之分母。

9.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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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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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5,183 75,856 445 245,881 6,635 45,787 (22,385) (1,209) 68,228 434,421 (123,586) 310,835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 – 1,226 1,226 (4,088) (2,862)
換算為呈報貨幣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14,120) – – (14,120) 4,296 (9,82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 – – – – – (14,120) – – (14,120) 4,296 (9,824)

期內總全面（開支）收入 – – – – – – (14,120) – 1,226 (12,894) 208 (12,686)
購入一間中國附屬公司額外權益 – – – – – – – (744) – (744) 630 (114)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5,183 75,856 445 245,881 6,635 45,787 (36,505) (1,953) 69,454 420,783 (122,748) 298,035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5,183 75,856 445 245,881 4,462 – 17,653 (1,209) 492,402 850,673 25,082 875,755

期內溢利 – – – – – – – – 21,329 21,329 3,870 25,199
換算為呈報貨幣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37,636) – – (37,636) (1,502) (39,138)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 (37,636) – – (37,636) (1,502) (39,138)

期內總全面（開支）收入 – – – – – – (37,636) – 21,329 (16,307) 2,368 (13,939)
二零一八年特別股息 – – – – – – – – (121,460) (121,460) – (121,460)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5,183 75,856 445 245,881 4,462 – (19,983) (1,209) 392,271 712,906 27,450 74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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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無）。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董事會已宣派特別股息每股本公司股份0.08港元（「特別股息」），總
額約為121,460,000港元。特別股息已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日派付予二零一八年八月七日名列
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

除上文所述外，董事會並無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任何中期或特別股
息。

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期間」）本集團整體錄得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為
1,226,000港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21,329,000港元比較，下跌了20,103,000

港元。下跌主要由於(1)一部於今年六月上映的動畫電影票房收益未如理想，導致電腦圖像創作
及製作分部之收益大幅下降；及(2)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起取消確認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
期為投資物業，而終止確認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產生的
所有收益。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為66,355,000港元，比二零一八年同期85,633,000港元減少
19,278,000港元，主要是由於動畫電影及電視連續劇收入及電腦圖像製作收入分別減少15,526,000

港元及4,038,000港元所致。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銷售及服務成本為37,094,000港元，與二零一八年同期56,166,000

港元比較，減少19,072,000港元，主要由於(1)本期間原創項目的節目成本攤銷及減值撥備減少
6,974,000港元；以及(2)位於深圳的環球數碼大廈（「深圳大廈」）因在二零一八年年底轉移至以
公允值列值的投資物業而自此無需再作相關折舊計提及預付租賃款項攤銷所致，與去年同期比
較，有關成本減少8,31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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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其他收入為14,373,000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23,494,000港元比
較，減少9,121,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政府補助減少8,778,000港元所致。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為1,481,000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3,387,000

港元比較，減少1,906,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本期間宣發費及差旅費減少所致。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行政開支為25,940,000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28,843,000港元比
較，減少2,903,000港元。行政開支減少主要是由於本期間的員工成本、保險費用、折舊及攤銷和
辦公室營運成本下降所致，惟部分減幅因專業服務費用增加所沖銷。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投資物業公允值減少為1,050,000港元。深圳大廈為本集團的投資物
業，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起轉為投資物業並以公允值列值。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其他收益20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496,000港元）是出售固定資產的收益。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減值虧損44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零港
元）是就應收貿易賬款確認的減值虧損。

本期間之其他開支為12,48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零港元），該等開
支是由珠影文化產業園所產生的成本。自二零一八年三月中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高
級人民法院」）駁回廣東文化產業園的上訴請求後，由於判決沒有對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的
後續處理安排作出認定，因此廣東文化產業園與珠江電影製片有限公司（「珠影製片」）進行了
一系列商討，希望尋求繼續經營珠影文化產業園的雙贏方案。可是在未有達成協議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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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集團決定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取消確認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為投資物業，並把文化產業園業務列作
已終止經營業務。儘管有上述會計處理安排，本集團及廣東文化產業園仍會致力尋求一切可行
的方案以保護其於珠影文化產業園之權利及法定權益。於二零一九年四月珠影製片發出訴訟
書要求收回珠影文化產業園，在未有判決結果前，本集團仍需繼續維持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
正常運作，因而產生開支包括維持園區運作的員工成本及辦公室營運成本等費用。其他開支亦
包括與珠影製片的訴訟而產生的訴訟費1,512,000港元（有關訴訟詳情請參閱本公告「管理層論
述與分析－訴訟」一節內）及計提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應付珠影文化產業園租金之利息
4,73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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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融資成本為517,000港元。本集團並沒有任何借貸，而該等融資成本
是由於二零一九年初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而產生的租賃負債及已收取的租賃按
金之利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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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一至九月，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分部承接的動畫影視製作項目主要來自國內，包
括兩部全流程製作的動畫電視系列片，並開始一部新動畫電視系列片的中期製作。在原創影視
項目方面，《潛艇總動員》系列的第七部電影《潛艇總動員：外星寶貝計劃》已在二零一九年
「六一」國際兒童節檔期於中國上映，票房約人民幣24,000,000元，分部亦啟動創作該系列的新
一部電影。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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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完成後期製作，並提交中國國家電影局審批，有望明年在合適檔期上映。

佛山數碼動漫產業基地建設加快推進，製作團隊跟深圳分部形成協同製作效應，開始分擔動畫
電影和電視片製作，並按規劃分階段實現目標產能。未來將配合創作和製作業務發展需求，建
立適當規模的製作團隊，增強在行業中的競爭優勢。與此同時，分部亦有意建立創業孵化中心，
引入動漫行業內合作團隊促進集群式產業鏈協作。分部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與獨立第三方簽
訂合作協議後，已收到出資現金合共人民幣20,000,000元，而根據合作協議之規定，訂約方同意
分別出資物業及出資現金以換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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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及5%的股權，現階段正等待有關物業的房產證發出，繼而進行股權及物業轉讓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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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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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繼續投放資源在技術研發方面，對場景效果實現、動畫角色表演、奇幻視覺特效等技術大
幅提升，並正在擴大應用圖形處理器(GPU)硬件渲染技術流程，減低影視項目製作成本。此外，
透過自主研發的全流程電腦圖像創作動畫管理數據庫系統，實現跨區域多團隊協作平台。

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分部於二零一九年一至九月完成三項計算機軟件著作申請，並已向中國
國家版權局取得證書。分部創作的故事及形象均會進行有效的商標註冊以確保版權受到保護，
而完成登記並取得證書共有九十一項。

於二零一九年一至九月，分部積極參與市場推廣活動，包括「第十七屆香港國際授權展」、「第
四十五屆香港玩具展」、「第二十三屆香港國際影視展」、「成都糖酒會」、「深圳國際IP授權產業
博覽會」、於東莞舉行的「中國國際影視動漫版權保護和貿易博覽會」等，藉此增強原創IP品牌
影響力，並促進資源合作。

於二零一九年一至九月，原創動畫電影《潛艇總動員：海底兩萬里》獲得廣東省第十一屆精神
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及獲中國教育部辦公廳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評選為「推薦小學生
觀看的優秀影片」。動畫短片《桃花源記》和動畫電影《玩偶奇兵》作為中國風優秀動畫作品
入選「中國動漫日本行」展映活動。原創動畫電影《潛艇總動員：外星寶貝計劃》和電視動畫片
《士兵順溜》分別榮膺第十一屆「動感金羊」優秀作品扶持計劃的「優秀動畫影片」和「最佳動
漫品牌授權」，而《士兵順溜》還獲得由中國版權協會、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集團設立的「金竹獎」
之「最佳原創作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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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分部與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及深圳市第二職業技術學校增加「產學研」合作，實行
校企共建，共同探索專業數字創意人才培養新模式。

展望未來，分部除積極投入原創電影開發外，同時爭取國際及國內項目製作服務，有效運用產
能及人力資源，期望能達致最佳的整體效益及持續發展。

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服務

本集團位於深圳的環球數碼大廈，於二零一九年一至九月為本集團帶來44,270,000港元綜合收
入，較去年同期輕微增加1%。分部不但注重物業及其配套設施、設備和相關場地的管理及維
護，故定期檢測設備，並向租戶進行服務滿意度調查，調查的滿意度平均達94%。分部亦建立
ISO9001、ISO14001及OHSAS18001三個標準管理體系，經通過獨立第三方專業認證機構評審
並於二零一九年九月獲得證書。二零一九年一至九月主要受整體經濟環境影響，少數租戶出現
縮減辦公室面積或選擇遷移至較低價物業辦公，市場預計未來寫字樓項目供應增加，總建築面
積超過100萬平方米，寫字樓租賃市場的競爭將更加激烈。面對出租及租金下行等壓力，大廈管
理團隊將積極提昇大廈服務和品質，並提供多元化方案以增強議價能力，確保租金收入穩定增
長。

訴訟

廣東文化產業園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接獲廣東高級人民法院發出的《民事判決書》（「《高
院民事判決書》」），駁回二零一六年十一月提出之上訴，維持原審判決。有關訴訟的詳情載列
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二日、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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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高院民事判決書》所示，廣東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廣東文化產業園的上訴請求，維持中國廣
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廣州中級人民法院」）原審判決（「《首份民事判決書》」），其中包
括裁定廣東文化產業園與珠影製片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簽訂的框架協議（「框架協議」）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解除；廣東文化產業園需支付逾期支付由二零一五年十月一日至二
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期間租金的滯納金約人民幣2,722,000元（相當於約3,172,000港元）及珠
影製片有權保留廣東文化產業園已交納的建設保證金人民幣20,000,000元（相當於約23,310,000

港元），而珠影製片所有其他訴求申請以及廣東文化產業園提出的反申索則被駁回。廣州中級
人民法院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底立案執行判決，並隨後解除所凍結之銀行帳戶。本集團已就《首
份民事判決書》有關裁定，在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在建物業權益減值虧
損、撇銷建設保證金及租金滯納金分別約84,467,000港元、23,310,000港元及3,172,000港元。

收到《高院民事判決書》後，管理層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與珠影製片的代表見面並作出
初步討論。會議上，珠影製片代表表示期望就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即已竣工物業）的未來
安排再作進一步商討前，廣東文化產業園首先儘快歸還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二期（即未開發之土
地）。會議後，管理層及廣東文化產業園的全體股東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與中國法律顧問開
會聽取法律意見，全體股東同意並接納中國法律顧問建議一籃子商討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
及第二期）的整體安排。管理層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再次與珠影製片代表會面，會議上管
理層向珠影製片代表提出一籃子商討的建議，並表示期望儘快就繼續經營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
期達成共識。然而，珠影製片仍然堅持要求廣東文化產業園首先歸還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二期土
地，交還後再討論任何相關條款。經過數次討論後，為表示本公司對繼續經營珠影文化產業園
第一期的誠意，廣東文化產業園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向珠影製片歸還珠影文化產業園內一直用作
停車位之部份及與珠影製片就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及第二期整體安排繼續進行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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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七日，廣東文化產業園接獲一封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六日由珠影製片律師
代表發出的信函要求移交珠影文化產業園之相關物業及要求賠償相關的場地佔用費和經濟損
失，總額約為人民幣143,076,000元（相當於約169,521,000港元）。此後，廣東文化產業園與珠影
製片進行了一系列的商討，當中包括向珠影製片提供書面建議。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在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收到的《高院民事判決書》的相應上訴期已失
效。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底，珠影製片在未經本集團同意下試圖強佔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二
零一八年十一月事件」），考慮到珠影製片的態度以及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繼續經營條款的
不確定性，本集團決定取消將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確認為投資物業，並確認就取消確認珠影
文化產業園第一期之虧損411,412,000港元，亦已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起不再確認珠影文化
產業園產生的所有收益。鑒於取消確認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期的投資物業，文化產業園業務自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起終止經營。因此，文化產業園業務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業績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內單獨呈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儘管有上述任何決定，董事會強調該決定並非意味本集團有意放棄其於珠影文化產業園之任
何權利及法定權益。廣東文化產業園仍然致力與珠影製片繼續磋商並落實珠影文化產業園第
一期的經營條款或合理投資補償，以保護其於珠影文化產業園之權利及法定權益。於二零一九
年一至九月，廣東文化產業園收到與已終止經營業務有關的租金收入及管理服務費29,204,000

港元，全數已計提為應付租金。此外，於二零一九年一至九月已計提應付珠影文化產業園第一
期租金之相關利息4,73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付租金及結算款為
156,974,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8,8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廣東文化產業園接獲一封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由珠影製片發出的要
求函件，要求廣東文化產業園歸還全部珠影文化產業園及索償相關的場地佔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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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日及四月四日，廣東文化產業園分別接獲中國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法院（「海
珠區人民法院」）及廣州中級人民法院兩份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三日的《傳票》（「《傳票一》
及《傳票二》」）。根據《傳票一》，珠影製片向廣東文化產業園提出訴訟及請求法院命令要求
廣東文化產業園歸還全部珠影文化產業園及其配套設施以及相關資料。根據《傳票二》，珠影
製片向廣東文化產業園提出訴訟及要求廣東文化產業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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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八日，廣東文化產業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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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票三》」）。根據《傳票三》，珠影製片向廣東文化產業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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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廣東文化產業園及高尚物業管理獲海珠區人民法院通知，就有關《傳票三》
的訴訟，法院按珠影製片的申請頒令保全廣東文化產業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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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該兩個銀
行賬戶的總存款金額為21,768,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廣東文化產業園作為原告對珠影製片提出訴訟，要求就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事件的損失賠償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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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中，廣東文化產業園及高尚物業管理接獲海珠區人民法院通知將於二零一九
年十一月二十日開庭審理有關《傳票三》的訴訟。於本公告日期，廣東文化產業園仍有待法院
就有關《傳票一》及《傳票二》的訴訟之開庭審理日期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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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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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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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企業管治
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本公司偏離了此守則條文，原因是程晓宇女士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亦履
行本公司行政總裁的職能。董事會相信，此舉不會損害有關安排下權力與權限之平衡，且現時
之董事會（由經驗豐富及具才幹之人士組成，且有充足數目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亦能夠及將繼
續足以確保權力與權限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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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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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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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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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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各股東、業務夥伴及客戶繼續鼎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同時，本人藉此機
會，對本集團之管理層及全體員工於本期間之努力及齊心協力深表感謝及讚賞。

承董事會命
程曉宇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程晓宇女士（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徐量先生及肖勇先生；
非執行董事陳征先生（副主席）；獨立非執行董事鄺志強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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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