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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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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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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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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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報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27,581 21,214 45,017 40,405
銷售成本  (11,040) (9,269) (18,865) (22,477)
     

毛利  16,541 11,945 26,152 17,928

其他收入  2,315 3,152 5,454 5,249
分銷及銷售開支  (9,893) (125) (10,225) (2,532)
行政開支  (9,893) (8,894) (19,786) (17,517)
其他虧損，淨額 4 (34) (46) (75) (101)
     

經營（虧損）╱溢利  (964) 6,032 1,520 3,027

融資成本 6 (1) (19) (5) (42)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5 (965) 6,013 1,515 2,985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43 (1,246) (697) (653)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

 業務之（虧損）╱溢利  (922) 4,767 818 2,332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虧損）╱溢利 10 (4,886) 10,525 (12,405) 5,945
     

期內（虧損）╱溢利  (5,808) 15,292 (11,587) 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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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報表(續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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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8 (126) 3,670 (4,07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4,418 (126) 3,670 (4,074)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1,390) 15,166 (7,917) 4,203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

 （虧損）╱溢利：
 – 本公司持有人：
  – 持續經營業務  (922) 4,767 818 2,332
  – 已終止經營業務  (3,322) 7,157 (8,435) 4,043
     

  (4,244) 11,924 (7,617) 6,375
     

 – 非控股權益：
  – 持續經營業務  – – – –
  – 已終止經營業務  (1,564) 3,368 (3,970) 1,902
     

  (1,564) 3,368 (3,970) 1,902
     

     

  (5,808) 15,292 (11,587) 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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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報表(續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

 收入╱（虧損）總額：
 – 本公司持有人：
  – 持續經營業務  9,537 4,735 9,473 (8,531)
  – 已終止經營業務  (7,430) 7,094 (11,825) 8,659
     

  2,107 11,829 (2,352) 128

– 非控股權益  (3,497) 3,337 (5,565) 4,075
     

  (1,390) 15,166 (7,917) 4,203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

 （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
  （虧損）╱盈利
 – 持續經營業務 8 (0.06) 0.31 0.05 0.15
 – 已終止經營業務 8 (0.22) 0.47 (0.56) 0.27
     

  (0.28) 0.78 (0.51)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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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4,821 15,599
使用權資產  9,643 10,110
投資物業 12 249,880 246,912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電影及電視節目版權 13 7,048 11,606
在製節目 13 10,971 5,345
   

  292,363 289,572
   

流動資產

合約資產  1,046 537
應收貿易賬款 14 11,339 10,178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097 6,703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240 –
有限制銀行存款 16 45,763 36,46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00,919 306,850
   

  368,404 360,730
   

資產總額  660,767 650,302
   

權益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100 15,100
保留盈利  74,563 82,180
其他儲備  394,966 369,888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484,629 467,168
非控股權益  (139,274) (134,068)
   

權益總額  345,355 33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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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2 50
 遞延政府補助  – 190
 合約負債  2,182 1,982
 遞延稅項負債  21,482 20,974
   

  23,706 23,19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5 – 10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67,173 85,702
 應付租金及結算款撥備 16 214,206 196,570
 合約負債  3,076 3,501
 遞延政府補助  434 548
 租賃負債  15 447
 應付即期所得稅項  6,802 7,130
   

  291,706 294,006
   

   

負債總額  315,412 317,202
   

   

權益和負債總額  660,767 65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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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環球數碼創意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是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九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受豁免有限公司。本公

司之註冊地址是Clarendon House,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Bermuda。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四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作第一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提供電腦圖像（「電腦圖像」）創作及製

作服務、以知識產權（「IP」）為基礎的高附加值數字視覺業務、發展以文化和科技驅動的文化新空間業務及提
供物業租賃及管理服務。

除另有說明外，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二一年

八月十二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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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GEM上市規則適用披露規定編製。此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綜合財務報告中通常包括的所有附註類型，因此，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

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

務報告一併閱讀。

董事合理預期本集團擁有足夠資源於可預見將來繼續營運。因此，本集團繼續採用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此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用者一致，惟所得稅的估計

（乃採用將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累計）除外。

若干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適用於本報告期，採納該等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沒有

對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呈報的金額及╱或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若干新訂會計準則及詮釋已頒佈但無需於本報告期間強制執行而本集團亦未提早採納。預期該等準則於當前

或未來報告期間不會對本集團及可見未來交易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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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已被確定為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審閱集團的內部報告，以評估績效並分

配資源。管理層已根據這些報告確定了經營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者從服務角度考慮業務，並根據經調整除所得稅前溢利（扣除未分配收入╱開支前）的方法評估

經營分部的業績，以分配資源和評估業績。這些報告與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編制基礎相同。

鑑於本集團不斷發展，管理層已對其內部組織架構作出調整，以更貼近本集團的戰略決策及市場動態，從而

更好地為客戶服務。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服務已更名為文化新空間。本集團已採用新的組織架構作為截至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生效的報告格式。

管理層根據服務類別識別了兩個須呈報分部，即 (i)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及 (ii)文化新空間（前稱「物業租賃
及物業管理服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須呈報分部之間並無進行重大收入交易（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相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文化新空間   文化新空間
 電腦 （前稱「物業  電腦 （前稱「物業
 圖像創作 租賃及物業  圖像創作 租賃及物業
 及製作 管理服務」） 合計 及製作 管理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來自電腦圖像製作之收入 1,041 – 1,041 2,466 – 2,466
– 票房收入 10,423 – 10,423 10,423 – 10,423
– 來自線上平台之電視節目
  及電影的版權收入 101 – 101 321 – 321
– 來自授出商標權的專利費收入 553 – 553 879 – 879
– 管理服務費 – 3,770 3,770 – 6,966 6,966
– 租金收入 – 11,693 11,693 – 23,962 23,962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總額 12,118 15,463 27,581 14,089 30,928 45,017
      

分部業績 (4,950) 8,515 3,565 (7,257) 17,920 10,663
未分配收入   20   46
未分配開支   (4,550)   (9,19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
  除所得稅前
  （虧損）╱溢利   (965)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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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文化新空間   文化新空間
 電腦 （前稱「物業  電腦 （前稱「物業
 圖像創作 租賃及物業  圖像創作 租賃及物業
 及製作 管理服務」） 合計 及製作 管理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來自電腦圖像製作之收入 6,269 – 6,269 9,858 – 9,858
– 票房收入 – – – 712 – 712
– 來自線上平台之電視節目
  及電影的版權收入 339 – 339 1,544 – 1,544
– 來自授出商標權的專利費收入 671 – 671 771 – 771
– 管理服務費 – 2,891 2,891 – 5,652 5,652
– 租金收入 – 11,044 11,044 – 21,868 21,868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總額 7,279 13,935 21,214 12,885 27,520 40,405
      

分部業績 (770) 11,278 10,508 (9,178) 21,535 12,357
未分配收入   402   407
未分配開支   (4,897)   (9,77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
  除所得稅前溢利   6,013   2,985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文化新空間   文化新空間
 電腦 （前稱「物業  電腦 （前稱「物業
 圖像創作 租賃及物業  圖像創作 租賃及物業
 及製作 管理服務」） 合計 及製作 管理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時確認之來自客戶
 合約的收益
– 於某一時點 10,524 – 10,524 10,744 – 10,744
– 隨時間經過 1,594 3,770 5,364 3,345 6,966 10,311
      

 12,118 3,770 15,888 14,089 6,966 21,055
租金收入 – 11,693 11,693 – 23,962 23,962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總額 12,118 15,463 27,581 14,089 30,928 4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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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文化新空間   文化新空間

 電腦 （前稱「物業  電腦 （前稱「物業

 圖像創作 租賃及物業  圖像創作 租賃及物業

 及製作 管理服務」） 合計 及製作 管理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時確認之來自客戶

 合約的收益
– 於某一時點 339 – 339 2,256 – 2,256

– 隨時間經過 6,940 2,891 9,831 10,629 5,652 16,281
      

 7,279 2,891 10,170 12,885 5,652 18,537

租金收入 – 11,044 11,044 – 21,868 21,868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總額 7,279 13,935 21,214 12,885 27,520 40,40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文化新空間

 電腦 （前稱「物業

 圖像創作 租賃及物業

 及製作 管理服務」） 未分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84,511 294,383 81,873 660,767
    

分部負債 51,201 34,964 229,247 315,412
    

添置非流動資產 4,849 1,294 24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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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文化新空間

 電腦 （前稱「物業

 圖像創作 租賃及物業

 及製作 管理服務」） 未分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79,997 285,657 84,648 650,302
    

分部負債 50,427 54,586 212,189 317,202
    

添置非流動資產 9,750 21,080 88 30,918
    

地區資料

下表顯示根據客戶位置按地區劃分的由須呈報分部所產生的收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內地（就本公告而言，

 「中國內地」指中國內地，
 並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27,581 21,214 45,017 40,310

香港 – – – 95
    

 27,581 21,214 45,017 4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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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 – (39)

其他 (34) (46) (75) (62)
    

 (34) (46) (75) (101)
    

5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期內（虧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僱員福利開支 8,985 9,422 20,458 18,495

電影及電視節目版權之攤銷（附註13） 4,699 – 4,699 6,44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附註11） 273 706 812 1,106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78 430 581 862
    

6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負債之融資成本 1 19 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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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 – –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56 1,106 442 1,106

– 以前期間之超額撥備 (1) (18) (1) (18)
    

 155 1,088 441 1,088
    

遞延所得稅 (198) 158 256 (435)
    

    

所得稅（抵免）╱開支 (43) 1,246 697 653
    

8 每股（虧損）╱盈利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之

 （虧損）╱溢利
– 持續經營業務 (922) 4,767 818 2,332

– 已終止經營業務 (3,322) 7,157 (8,435) 4,043
    

 (4,244) 11,924 (7,617) 6,375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10,036 1,516,509 1,510,036 1,516,928
    

 1,510,036 1,516,509 1,510,036 1,51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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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與攤薄（虧損）╱盈利
– 持續經營業務 (0.06) 0.31 0.05 0.15
– 已終止經營業務 (0.22) 0.47 (0.56) 0.27
    

每股基本與攤薄之（虧損）╱盈利
 總額 (0.28) 0.78 (0.51) 0.42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計算方法是將本公司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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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沒有已發行的潛在攤薄普通股（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相同），故每股攤薄之（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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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附註16披露），故文化產業園營運已由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起獲歸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由於披露於附註16的事宜還未解決，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仍繼續產生若干成本。

文化產業園

已終止經營業務於期內的財務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208 – 340 –
其他虧損，淨額 – (3) – (3)
行政開支 (3,051) (2,086) (8,865) (4,811)
租金及結算開支（撥備）╱撥回 (1,991) 12,624 (3,828) 10,777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4,834) 10,535 (12,353) 5,963
所得稅開支 (52) (10) (52) (18)
    

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 (4,886) 10,525 (12,405) 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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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經審核） 15,599 4,771

添置（附註a） 605 21,519

折舊（附註b） (1,564) (1,814)

處置 – (45)

匯兌調整 181 (174)
  

於六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未經審核） 14,821 24,257
  

附註：

a. 根據附註15所載合作協議的安排，人民幣19,000,000元（相當於約20,638,000港元）的添置代表於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轉移至本集團之物業之公允值。

b. 折舊開支63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98,000港元）已計入「銷售成本」內，
18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08,000港元）已計入「行政開支」內，而15,000港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7,000港元）則計入「已終止經營業務」。餘額737,000港元（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71,000港元）則資本化在電影及電視節目版權及在製節目內。當
進行銷售時，該金額將隨後確認為「銷售成本」。

12 投資物業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 公允值

於一月一日期初結餘（經審核） 246,912 229,922

匯兌調整 2,968 (4,029)
  

於六月三十日期末結餘（未經審核） 249,880 225,893
  

投資物業位於中國內地的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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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電影及電視節目版權及在製節目

 電影及電視

 節目版權 在製節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經審核） 11,606 5,345 16,951

添置 – 5,562 5,562

期內攤銷 (4,699) – (4,699)

匯兌調整 141 64 20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未經審核） 7,048 10,971 18,019
   

 電影及電視

 節目版權 在製節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經審核） 6,522 8,763 15,285

添置 – 4,912 4,912

期內攤銷 (6,443) – (6,443)

匯兌調整 (79) (181) (26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未經審核） – 13,494 1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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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貿易賬款

 於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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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與客戶合約的應收貿易賬款 6,800 4,999

應收租金 5,189 5,821
  

 11,989 10,820

減：減值撥備 (650) (642)
  

 11,339 10,178
  

除應向租戶收取之租金收入於開具發票後到期結算外，本集團一般授出介乎30日至120日的信貸期。應收貿
易賬款總額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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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至九十日 11,157 10,166

九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6 12

一百八十一日至三百六十五日 221 642

三百六十五日以上 605 –
  

 11,989 10,820
  

本集團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允許之簡化方法，要求從資產的初始確認中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該
撥備矩陣是根據信貸風險特性相若之應收貿易賬款於預計年期之過往觀察所得違約率而釐定，並就前瞻性估

計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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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的變動情況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的期初虧損撥備 642 456

期內撤銷無法收回之應收賬款 – (427)

匯兌調整 8 (6)
  

於六月三十日的期末虧損撥備 650 23
  

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面值接近其公允值。

結餘以人民幣列值，由於本集團擁有大量客戶，因此應收貿易賬款的信貸風險並不集中。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的創建和釋放已計入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報表內。當預期不會收回額外現金時，相關金

額便會從撥備中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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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貿易賬款、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i)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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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至九十日 – 108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面值接近其公允值，並以人民幣列值。

(ii)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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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收款（附註） 24,038 43,923

應計費用 4,442 4,355

應付薪金 8,201 9,770

按金 17,338 18,025

應付工程成本款 2,116 2,298

其他應付稅額 1,206 243

預收租賃款項 401 135

其他 9,431 6,953
  

合計 67,173 85,702
  

列值：

– 人民幣 65,177 83,206

– 港元 1,996 2,496
  

 67,173 85,70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接近其公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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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環球數碼媒體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深圳環球數碼」）及佛山環球數

碼媒體科技有限公司（「佛山環球數碼媒體」）（兩間均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佛山信財置業開

發有限公司（「佛山信財」）及信業國際有限公司（「信業」）（兩者均為獨立第三方）訂立了合作協議（「合作

協議」）。

根據此合作協議，佛山信財同意向佛山環球數碼媒體出資位於佛山的物業（「物業」），以換取佛山環

球數碼媒體10%股權；及信業同意向佛山環球數碼媒體出資現金人民幣26,000,000元（當中人民幣
15,000,000元（相當於約18,029,000港元）在合作協議日已支付），以換取佛山環球數碼媒體5%股權。
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信業額外向佛山環球數碼媒體支付人民幣5,000,000元（相當於約6,009,000港
元）。預付款的全額將構成信業根據合作協議應付的現金代價的一部分。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的法定業權已按其於物業法定業權轉讓日期之公允值人民

幣19,000,000元（相當於約20,638,000港元）轉讓予佛山環球數碼媒體。相關金額構成佛山信財收購佛山
環球數碼媒體10%股權的部分代價，而有關交易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完成。

於本公告日期，由於佛山環球數碼媒體仍未完成分別向信業轉移其5%股權，與信業的交易仍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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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租金及結算款撥備

 於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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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應計租金及結算款以及滯納金（附註） 214,206 196,570
  

附註：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曾參與文化、娛樂及相關商業物業投資業務。文化產業園是一個物業項目，乃根據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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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國內地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及國有企業）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簽訂的框架協議（於二零零八

年四月三日增設補充協議）改造文化產業園而產生。根據框架協議，珠影製片（作為文化產業園的業主）同意

授出物業租賃權予廣東環球數碼，以從廣東環球數碼收取預先釐定的每月租金款項（「預定租金」）作為回報，

期限直至二零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廣東環球數碼負責文化產業園的設計、融資、建設及營運，以及整個

建設項目的資金。待框架協議到期後，廣東環球數碼必須將所有物業歸還至珠影製片。於改造後，整個文化

產業園項目將設有一個商業區、一個文化娛樂區及一個電影製作及發展區，其擬持作投資目的。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一日，珠影製片作為原告向廣東環球數碼就涉嫌違反規管文化產業園租賃及改造建設的

框架協議啟動法律訴訟。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一日，中國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廣州中級人民法院」）

裁定框架協議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終止。因此，本集團根據本集團與租戶訂立的租賃協議而向租戶收

取的實際租金款額計提應付租金及結算款，該等款項高於與珠影製片訂立的框架協議所規定的預定租金。

自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一日起，廣東環球數碼向廣州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並與珠影製片的代表進行多輪商談

及會議。其後，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珠影製片發出正式要求函件，要求廣東環球數碼歸還全部文化產業

園，且珠影製片亦試圖在未經本集團同意情況下佔有文化產業園（「十一月事件」）。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

日，待上訴期失效及十一月事件後，本集團決定悉數減值投資物業並終止確認與文化產業園營運有關的所有

收益。文化產業園經營亦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起獲歸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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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於二零一九年四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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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廣州中級人

民法院的合共三份傳票，根據該等傳票，珠影製片向廣東環球數碼提出訴訟，要求歸還全部文化產業園並要

求支付直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文化產業園、若干停車場之場地和物業使用費及相關利息分別約人民幣

175,200,000元及人民幣12,100,000元，該等款項超出框架協議的預定租金以及本集團從其租戶收取的實際租
金款額。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廣東環球數碼作為原告，向珠影製片提出訴訟並要求賠償與十一月事件有關的

損失。

就場地和物業使用費而言，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民事判決書（「民事判決書一」）由廣州中級

人民法院送達本集團，據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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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產業園之場地和物業使用費及相關利息分別約人民幣41,700,000元及人民幣3,800,000元；場地和物業使
用費乃按照框架協議所規定的預定租金計算。珠影製片的所有其他訴求申請則被駁回。其後，廣東環球數碼

及珠影製片均分別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及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四日就民事判決書一的不同事項向廣州中級人

民法院提出上訴。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一份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由中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高級人民法

院」）作出的《民事判決書》（「民事判決書二」）送達廣東環球數碼。根據《民事判決書二》所示，廣州中級人民法

院的判決被撤銷及此案件被發回廣州中級人民法院重審。

就文化產業園歸還而言，本集團收到廣州中級人民法院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就民事案件作出的最終判決，

據此廣東環球數碼須於限期內將文化產業園歸還予珠影製片。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廣東環球數碼已

將文化產業園歸還予珠影製片。廣東環球數碼自此已不再向租戶收取租金及計提場地和物業使用費。隨後於

二零二一年五月六日，廣東環球數碼就案件針對珠影製片歸還文化產業區提起再審，並收到廣東高級人民法

院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民事申請再審案件受理通知書》。

就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之獨立協議所監管的停車位而言（簡稱為「停車位協議」），本公司收到海珠

區人民法院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的民事判決書（「停車位民事判決書」），據此廣東環球數碼須支付由

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止期間的該等停車位場地和物業使用費及相關利息分別約為

人民幣3,900,000元及人民幣700,000元；乃以場地和物業使用費僅應與受停車位協議所限的停車位有關為基
礎，且排除海珠區人民法院認為屬於框架協議範圍內及已於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之民事判決書所

處理之位處文化產業園內的該等停車位。其後，廣東環球數碼及珠影製片就場地和物業使用費所限的停車位

數目分別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六日及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向廣州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二十七日，廣州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海珠區人民法院的裁定，作為此民事案件的最終判決。於二零二零

年十一月十一日，已向珠影製片支付相應的使用費人民幣4,600,000元。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九日接
獲海珠區人民法院的法令，當中通知廣東環球數碼此民事案件結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八日，本集團收到廣

東高級人民法院的《民事申請再審案件應訴通知書》，據此，珠影製片就停車位民事判決書提起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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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委聘一名獨立的外部律師，根據在訴訟相關階段可獲得的有關資料（包括法院的決定及相關法律後

果），協助評估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訴訟可能產生後果的程度及可能性。

管理層亦委聘獨立的外部估值師協助評估於爭議期間可能從文化產業園獲得的經濟利益的公允值。

根據法律顧問所告知的當前訴訟狀態可能結果發生的程度及可能性，並參考外部估值師的評估結果，管理層

釐定，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訴訟有關的應付租金及結算款所需的撥備

分別為214,200,000港元及196,600,000港元，乃根據其最佳估計得出。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法院就文化產業園訴訟索償頒佈保全一個銀行賬戶的法令，存放在一間銀行

的有限制銀行存款約為45,76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462,000港元）。

17 或然負債

誠如附註16所述，本集團在訴訟索賠的最終結果方面存在不明朗因素。經考慮訴訟的各種可能結果後，管理
層認為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應付租金及結算款撥備214,200,000港元乃屬足夠且不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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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為45,017,000港元，
較二零二零年同期40,405,000港元增加4,612,000港元。文化新空間分部收益同比增加3,408,000
港元，而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分部收益則較去年同期增加1,204,000港元。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銷售成本為18,865,000港元，與二零二零年同期22,477,000港元比較，
減少3,612,000港元，主要由於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之製作外包成本減少所致。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其他收入5,45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249,000港元），主要是來自利息收入及政府補助。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分銷及銷售開支為10,225,000港元，與二零二零年同期2,532,000港元
比較，增加7,693,000港元，主要是於發行動畫電影所產生的市場推廣開支增加所致。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行政開支為19,786,000港元，與去年同期17,517,000港元比較，增加
2,269,000港元，主要是員工成本及辦公室營運成本增加所致。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其他虧損淨額75,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1,000港元）是為匯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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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融資成本為5,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2,000
港元），本集團並沒有任何借貸，而本期間之融資成本是根據香港財務準則第16號確認之租賃負
債之利息支出。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錄得溢利818,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溢利2,332,000港元比較，下跌
1,514,000港元。

本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錄得虧損12,405,000港元，與去年同期錄得溢利5,945,000港元比較，減少
18,350,000港元，主要由於1)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文化產業園之訴訟而對應付
租金及結算款撥備調整13,640,000港元，而本期間沒有類似調整，以及2)本期間訴訟開支增加及
支付員工離職補償。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值物300,91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06,850,000港元），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列值，以及有限制銀行存款為
45,76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462,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沒有任何借貸或透支。本集團
之流動比率為1.26（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3），乃根據流動資產368,404,000港元及流動
負債291,706,000港元計算。

本集團貫徹審慎理財及投資之原則，致力維持穩健財務狀況。

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484,62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67,168,000港元）。該增加是由於本期間因出售佛山環球數碼媒體10%股權予佛山信財而
增加特別儲備19,813,000港元及由於財務報表由功能貨幣換算為呈報貨幣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5,265,000港元，扣除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之虧損7,617,000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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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出售及重要投資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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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並沒有就貸款及銀行融資抵押本集團任何資產。

外匯風險

目前，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賺取收益，及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產生成本。董事相信，本集團的營
運現金流及流動資金並無承受重大外匯風險，所以現時並無實施任何外匯對沖政策。然而，本集
團於必要時會採用遠期外匯合約對沖外幣風險。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
風險。於本期間，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結算匯率較二零二零年年末匯率高約1%，而
該等結算匯率之差異導致本集團在本期間換算於中國內地的業務之財務報表時資產淨值產生額外
匯兌收益約367萬港元，並於其他全面收入中確認。

或然負債

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7所述，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
債。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196名（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1名）全職僱員（不
包括本集團聯營公司之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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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及酌情花紅。

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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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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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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主要來自動畫電影及數字虛擬人承製服務、原創動畫電
影票房及版權、動畫電視片版權及動畫 IP衍生產品營運等業務。

於本期間內，電腦圖像創作及製作分部承接的動畫電影項目來自國內，為一部以地方 IP開發的
動畫電影之全流程製作，前期創作已全部完成，進入中期製作。在原創動畫電影方面，新創作的
動畫電影《地心遊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在國內區域院線點映，並於六月十二日端午節檔期正
式上映。全國上映區域中廣東省受新冠疫情防控，影院開放數量受限而影響了票房，但仍在六月
一日點映當日獲得國產動畫電影票房第一名，在六月上映以來累計票房接近人民幣2,500萬元。

動畫 IP授權領域全方位鋪開，本集團打造巡展產品線，推出了美術陳列、遊藝、互動體驗、圖
書和科普教育等產品，在全國推進落地，本集團已洽談的合作方達十多個一線城市，目前重點發
展服裝和食品類別的授權業務。

文化新空間

深圳環球數碼大廈繼續吸引優質的動漫影視、高科技、文創企業入駐，形成以數字視覺為核心並
延展到網路、遊戲、虛擬互動、人工智能等的產業生態群。佛山數碼動漫產業基地致力打造「數
字動漫孵化基地」和「虛擬人直播帶貨基地」。利用自主研發的雲端數據信息處理數字技術雲平
台，提供專業化的園區運營管理服務，分部持續提升數字科技管理體系，完善配套設施和服務。

借助原創 IP和互動體驗的前沿技術，以基地和產業模式在教育綜合體、體育綜合體、虛擬博物
館等業務領域上進行拓展佈局。目前，青島、成都等國內城市的當地政府和其他機構在以文化與
科技相結合、打造文化新空間的業務上表達了合作意向。在北京，環球數碼計畫參與首鋼園項
目，把首鋼園打造成國內首個數字科幻體驗的旅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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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IP業務以「動漫電影啟動數字經濟，打造城市文化新名片」為定位，憑藉環球數碼優秀的項
目製作、管理及運營能力，本集團正分階段發掘地方 IP，重點拓展海洋、長江、神話、科幻等主
題，再以動畫電影為切入點，然後打造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技術研發

本集團針對行業技術發展趨勢迅速進行製作流程升級革新，持續加強在遊戲引擎、實時渲染的應
用研發。完善文件自動化管理及優化流程，對公司自有知識產權的CG Aline雲平台系統進一步產
品化。

本集團進行高仿真實時渲染、半自動控制系統、全人工智能控制系統及實時衣物毛髮動態動力學
系統的開發。借助以上數字視覺前沿技術，開發虛擬人場景應用定制服務。同時，規劃拓展以數
字虛擬人 IP矩陣、人工智慧和大數據為核心元素的商業應用產品，在虛擬直播帶貨、金融服務
領域、地方數字代言人等領域佈局。

政府獎項

在政府獎項方面，本集團申請了國家電影局2021電影精品專項資金和廣東省文化繁榮發展專項
資金，並進行了廣東省廣播影視獎、動感金羊優秀作品評選以及深圳市委宣傳部原創動漫影視
項目、技術攻關項目、著作權項目等獎勵的申報工作，本集團於本期間內共獲政府獎勵155萬港
元。在知識財產權方面，本集團於本期間內獲得18項計算機軟件著作權證書。

展望

除積極投入原創電影開發外，本集團同時分析國內和國際動畫影視潮流，爭取與頭部公司合作，
有效運用產能及人力資源，期望能達至最佳的整體效益及持續發展。積極利用自身的製作與 IP
內容優勢，大力推進地方 IP、文化新空間、數字虛擬人等業務，進一步拓展文化與科技結合的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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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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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發的訴訟，已於上一個財政年度以及
本年度第一季詳細闡述，現就最新進展彙報如下：

1. 二零一九年四月，珠影製片入稟中國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法院（「海珠區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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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珠區人民法院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四日一審判決珠影製片勝訴，廣東環球數碼其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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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中級人民法院於二
零二一年一月十四日開庭審理該上訴申請。

廣州中級人民法院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作出終審判決，維持一審判決。本集團就此判決
尋求了法律意見，建議按相關法律的規定去處理。珠影製片及廣東環球數碼在二零二一年
四月進行判決執行後，廣東環球數碼向廣東高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中院民事判決書》，就
案件針對珠影製片提起再審，並收到廣東高級人民法院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
《民事申請再審案件受理通知書》。

本集團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起取消確認珠影文化產業園為本集團之投資物業。董事會
認為該判決的執行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不會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2. 二零一九年四月，珠影製片入稟廣州中級人民法院要求廣東環球數碼支付二零一六年三月
二十三日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期間的珠影文化產業園之場地和物業使用費及相關利
息（珠影製片估計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場地和物業使用費及相關利息分別為人民幣
148,745,800元及人民幣9,593,000元）。

廣州中級人民法院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作出了一審判決，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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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人民幣41,656,989元及相關利息人民幣3,813,3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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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影製片與廣東環球數碼先、後向中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
訴，廣東高級人民法院已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八日開庭審理該上訴申請。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一份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由廣東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
《民事判決書》送達廣東環球數碼。根據該《民事判決書》所示，廣州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被
撤銷及此案件被發回廣州中級人民法院重審。

3. 二零一九年四月，珠影製片入稟海珠區人民法院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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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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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26,457,900元及相關利息（珠影製片估計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利息為人民幣2,520,062元）。

海珠區人民法院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作出一審判決，廣東環球數碼及高尚物業管理需
向珠影製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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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3,854,363元及相關利息。

珠影製片與廣東環球數碼及高尚物業管理先、後上訴至廣州中級人民法院，廣州中級人民
法院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作出終審判決，維持一審判決。雙方已在二零二零年十一
月完成執行並結案，高尚物業管理被凍結的銀行帳戶獲得解封。案件程序已完結。

隨後，廣東環球數碼及高尚物業管理收到廣東高級人民法院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八日的
《民事申請再審案件應訴通知書》，當中珠影製片申請撤銷上述終審判決並提起再審。

4.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廣東環球數碼（作為原告人）向珠影製片（作為被告人）提出訴訟，要求
申索 (i)投資於珠影文化產業園的建設資金及相關利息分別約為人民幣240,000,000元及人
民幣54,900,000元；及 (ii)上述投資因珠影製片違約而導致廣東環球數碼損失之賠償人民幣
20,000,000元。根據接納通知所載述，廣州中級人民法院已接納有關民事訴訟之提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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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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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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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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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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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核數師」）協助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本集團
之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已與核數師及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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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量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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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徐量先生（主席）、王宏鵬先生（董事總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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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晓東先生及李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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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上市公司公告」網頁
及本公司網站www.gdc-world.com內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