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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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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itian Pictures Holdings Limited
力天影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58）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由2021年同期的人民幣155.3百萬元
減少89.0%至人民幣17.0百萬元。

• 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由2021年同期的人民幣37.7百萬元
減少75.7%至人民幣9.2百萬元。

•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13.3

百萬元，而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人
民幣12.5百萬元。

•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約為人民幣0.04元，
而2021年同期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約人民幣0.04元。

• 董事會決議不就截至2022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

力天影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
中期業績，連同2021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該等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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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17,046 155,258
銷售成本 (7,868) (117,549)  

毛利 4 9,178 37,709

其他（虧損）╱收入 5 (927) 1,456
銷售及營銷開支 (498) (1,979)
行政開支 (11,822) (11,65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1,288) (11,648)  

經營（虧損）╱盈利 (5,357) 13,880

融資成本 6(a) (7,916) (1,992)  

除稅前（虧損）╱盈利 6 (13,273) 11,888

所得稅 7 22 620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13,251) 12,50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稅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以外幣計值的財務報表為本集團
呈列貨幣的匯兌差異 2,394 (1,031)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0,857) 11,477
  

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0.0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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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9 10,531 11,325
其他金融資產 1,168 2,720
遞延稅項資產 18 42,549 42,527  

54,248 56,572  

流動資產
電視劇版權 10 552,758 522,694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1 213,100 282,10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163,734 67,802
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 13 57,652 85,606  

987,244 958,20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4 253,899 265,9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5 94,365 101,471
合約負債 16 32,377 31,022
銀行及其他貸款 17 173,764 128,151
租賃負責 2,130 1,602
即期稅項 4,713 4,713  

561,248 532,859  

流動資產淨值 425,996 425,34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80,244 481,918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貸款 17 10,000 –
租賃負債 3,350 4,167  

13,350 4,167  

資產淨值 466,894 47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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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19

股本 2,742 2,742
儲備 464,152 475,009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466,894 47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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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全文以人民幣列示）

1 公司資料

力天影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 22章公司法（1961年第3號法例，
經綜合及修訂）於 2019年6月17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
2020年6月22日（「上市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電視劇製作、發行及播映權許可。

2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包括遵守國際會計準則理
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
報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於2022年8月15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2021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於2022

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會計政策的任何變動詳情載於附註3。

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其影
響政策應用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於年初至今的呈報金額。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此
等估計。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節選解釋附註。該等附註包括對了解自2021年
年度財務報表以來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而言屬重要的事件及交易闡述。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及相關附註並不包括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
整套財務報表規定的全部資料。

有關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作為比較資料載入中期財務報告）並不
構成本公司就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3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發佈以下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7號（修訂本），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有償合約－履行合
約的成本

該等發展概無對本集團如何於本中期財務業績內編製或呈列本期間或先前期間的業績
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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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報告

(a)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電視劇的製作、發行及播映權許可。本集團的所有收益於某一時間
點確認。

收益分類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項目劃分的客戶合約收益分類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自製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的收益 5,734 178

來自買斷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的收益 10,839 147,155

其他 473 7,925  

17,046 155,258
  

(b) 分部呈報

本集團按產品及服務管理其業務。按與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最高級行
政管理人員內部呈報資料方式一致的方式，本集團已呈列以下三個可呈報分部。

• 自製電視劇：該分部主要包括自製電視劇的製作、發行及播映權許可。

• 買斷電視劇：該分部主要包括買斷電視劇的收購、發行及播映權許可。

• 其他：該分部包括雜項收益來源，如聯合融資安排項下電視劇的發行及播映
權許可、收購及出售劇本版權、提供電視劇製作服務及其他。

(i) 分部業績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資源而言，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根據以下基準
監控各可呈報分部的應佔業績：

收益及開支乃參考該等分部產生的收益及該等分部產生的開支分配至可呈報
分部。呈報分部業績所使用的計量為毛利。截至 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並無分部間銷售。一個分部向另一分部提供的協助（包括共享資產及技
術知識）不予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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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其他經營收入及開支（如其他收入、銷售及營銷開支、行政開支、融
資成本以及資產及負債）不在單獨分部下計量。因此，既無呈列有關分部資產
及負債的資料，亦無呈列有關資本開支、利息收入及利息開支的資料。

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提供予本
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有關本集團可呈報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自製電視劇 買斷電視劇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5,734 10,839 473 17,046
    

可呈報分部毛利 5,498 3,207 473 9,178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自製電視劇 買斷電視劇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178 147,155 7,925 155,258
    

可呈報分部毛利 165 34,474 3,070 37,709
    

(ii) 地域資料

本集團的所有收益均產生自中國，而其非流動資產基本上位於中國，因此，並
無呈列地域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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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虧損）╱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助 585 1,283

利息收入 9 53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1,552) –

其他 31 120  

(927) 1,456
  

6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a)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以下各項的利息開支：
－銀行及其他貸款 11,087 1,903

－租賃負債 124 89  

11,211 1,992

減：資本化為電視劇版權的利息開支 (3,295) –  

7,916 1,992
  

(b) 其他項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開支
－自有物業及設備 770 383

－使用權資產 854 451  

1,624 83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1,288 11,648

與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有關的經營租賃開支 48 59

電視劇版權成本（附註10） 5,675 6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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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期內撥備 – 2,286

遞延稅項（附註18）
暫時性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22) (2,906)  

(22) (620)
  

附註：

(i) 根據各自註冊成立所在國家的規則及規例，本公司及本集團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
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毋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ii) 本公司及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須
根據16.5%（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零）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的應課稅溢利。

(iii)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中國（香港除外）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25%（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iv) 根據中國所得稅稅法及規例，於2021年12月31日前在新疆喀什╱霍爾果斯特殊經濟
開發區設立的實體可於自賺取收益的第一年開始五年內享有全額免徵中國企業所
得稅。本集團已於2017年、2018年及2020年在新疆喀什╱霍爾果斯特殊經濟開發區成
立附屬公司，據此，該等附屬公司有權於其各自成立的曆年至2021年、2022年及2024

年曆年分別享受全額免徵中國企業所得稅。

8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計算乃基於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人民幣13,251,000

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12,508,000元）
及中期已發行 300,000,000股普通股（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00,000,000股普通
股）的加權平均數，如下：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發行在外的攤薄潛在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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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及設備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成本為人民幣831,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29,000元）的設備。

10 電視劇版權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完成製作的自製電視劇（附註 (i)） 372,764 344,143

買斷電視劇 24,505 24,505

已完成製作的聯合融資電視劇（附註 (ii)） 70,064 70,064

劇本版權（附註 (iii)） 177,622 177,238  

644,955 615,950

減：減值虧損 (92,197) (93,256)  

552,758 522,694
  

附註：

(i) 本集團擔任唯一投資人或聯合融資安排項下的執行製片人。

(ii) 本集團擔任該等聯合融資安排項下的非執行製片人。

(iii) 劇本版權的賬面值指獲得文獻專利的費用以及改編該等知識產權產生的成本。

電視劇版權變動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月1日 522,694 385,448

添置 35,739 86,385

於銷售成本中確認（附註6(b)） (5,675) (69,395)  

於6月30日 552,758 40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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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268,087 344,254

減：虧損撥備 (77,487) (76,199)  

190,600 268,055

應收票據 22,500 14,048  

213,100 282,103
  

預期全部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將於一年內收回。

(a) 賬齡分析

本集團於收益確認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
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內 16,684 58,831

六至十二個月 46,215 57,225

一至兩年 103,519 111,234

兩至三年 46,179 48,837

超過三年 503 5,976  

213,100 282,103
  

(b) 於2022年6月30日，就本集團銀行及其他貸款而將貿易應收款項人民幣61,440,000元
作出抵押（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72,080,000元）。

(c) 本集團已將其自客戶收到的若干票據於銀行貼現，並已將其自客戶收到的若干票
據背書其供應商及其他債權人，以按全部追索基準結清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付
款項。於上述貼現或背書後，本集團並未終止確認應收票據，因為本集團仍面臨該
等應收票據的重大信貸風險。於2022年6月30日，相關銀行貸款以及貿易及其他應
付款項的賬面值為人民幣22,006,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3,17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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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退回增值稅 86,505 67,252

電視劇製作以及宣傳及營銷開支預付款項 76,588 –

其他 759 668  

163,852 67,920

減：虧損撥備 (118) (118)  

163,734 67,802
  

13 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 57,587 85,471

手頭現金 65 135  

計入綜合財務狀況表的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 57,652 85,606

減：受限制存款（附註 (i)） (49,601) (47,421)  

計入綜合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051 38,185
  

本集團之中國（不包括香港）業務以人民幣營運。人民幣並非可自由兌換的貨幣，而資金
在匯出中國（不包括香港）境內時，須受中國政府實施的外匯管制監管。

附註：

(i) 受限制存款指存入銀行作為本集團銀行及其他貸款（見附註17）的抵押資產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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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付款項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製作及收購電視劇應付款項 253,899 265,900
  

基於交易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內 9,200 59,482

六至十二個月內 47,102 31,801

一至兩年 63,536 75,816

超過兩年 134,061 98,801  

253,899 265,900
  

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根據聯合融資安排應付電視劇聯合投資人的款項 78,865 89,685

應付利息 10,020 5,667

應付僱員相關成本 3,130 2,848

其他應付稅項 234 646

其他 2,116 2,625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94,365 101,471
  

16 合約負債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收客戶款項 32,377 31,022
  

預期所有合約負債將於一年內確認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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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銀行及其他貸款

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貸款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由應收票據抵押 22,006 899

－由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抵押及由關聯方擔保 

（附註 (i)） 20,000 16,384

－由本集團的受限制存款抵押（附註 (ii)） 44,890 –  

86,896 17,283

來自第三方的其他貸款：
－無抵押及無擔保（附註 (iii)） 96,868 110,868  

183,764 128,151
  

截至本報告期末，須償還的銀行及其他貸款的應付款項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以內或按要求 173,764 128,151

一年以上但兩年以內 10,000 –  

183,764 128,151
  

附註：

(i) 於2022年6月30日，已質押的貿易應收款項總金額為人民幣61,440,000元（2021年12月
31日：人民幣72,080,000元）（見附註11(b)）。

(ii) 於2022年6月30日，已抵押存款總金額為人民幣49,601,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
47,420,800元）（見附註13）。

(iii) 有關結餘指來自第三方非執行製片人的貸款，有關貸款具有固定還款期，年利率為
15%（2021年12月31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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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遞延稅項資產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及變動如下：

遞延稅項資產來自：

信貸

虧損撥備

電視劇版權

減值虧損 應計款項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21年1月1日 14,574 2,872 322 17,768

計入╱（扣除）綜合損益表 4,505 20,442 (188) 24,759    

於2021年12月31日及2022年1月1日 19,079 23,314 134 42,527

計入╱（扣除）綜合損益表（附註7） 322 (265) (35) 22    

於2022年6月30日 19,401 23,049 99 42,549
    

19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本

於2022年6月30日 於2021年12月31日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每股面值0.01港元 500,000 5,000 500,000 5,000
    

於2022年6月30日 於2021年12月31日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300,000,000 2,742 300,000,000 2,742
    

(b)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 2021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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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

並非按公允價值列賬的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公允價值。

截至2022年6月30日及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按成本或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工具的賬面
值與其公允價值並無重大差異。

21 COVID-19疫情的影響

自2020年年初以來的COVID-19疫情繼續為本集團的經營環境帶來不確定因素，並可能影
響本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況。

雖然COVID-19疫情在中國內地已經紓緩，本集團繼續密切監控COVID-19疫情對本集團業
務的可能影響，並維持應急措施以備不時之需，以及進行檢視，以防COVID-19疫情反彈。
本公司董事確認此等應急措施包括但不限於重新評估客戶對待播映電視劇類型的喜好
的變化、評估製作單位的準備情況以及重新審視自製電視劇的進度、重新評估本集團現
有電視劇供應商的電視劇存貨的充足性及合適性、擴大本集團的供應商基礎以採購合適
的電視劇進行播映、與客戶就交付時間表的可能延誤進行磋商、加強對本集團客戶的業
務環境的監督，並通過加快債務人結算以及與供應商就延展付款期進行磋商來改善本集
團的現金管理。

COVID-19疫情的確切完結時間仍未明朗。儘管如此，本公司董事對COVID-19疫情將最終
得到全面控制持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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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

我們是中國的電視劇發行公司。本集團於2013年成立，主要業務為自製及買斷
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截至2021年及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分別發
行合共13及13部電視劇，包括自製電視劇及我們向第三方版權擁有人╱許可方
買斷的電視劇。

於2022年上半年，我們成功授出「藍焰突擊」的首輪播映權許可，該劇集為我們
的買斷電視劇。此外，我們成功將「老虎隊」的多輪播映權許可予衛星頻道，其
為我們的自製電視劇。

於2022年下半年，我們將與第三方版權擁有人╱許可方密切合作，以獲得更多
不同題材的買斷電視劇版權，迎合客戶不同的喜好。此外，我們將盡力開拍我
們預期的自製電視劇。

儘管如此，我們的管理層對業務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即使面對行業及整體競爭激烈的營商環境帶來的不確定因素，本集團將繼續
致力落實其業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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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下表列載我們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收益
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自製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所得收益 5,734 178

買斷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所得收益 10,839 147,155

其他 473 7,925  

總計 17,046 155,258
  

收益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55.3百萬元減少約89.0%至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7.0百萬元。減少主要由於買斷電視劇的發
行及播映權許可所得收益減少約人民幣136.3百萬元，部分由自製電視劇發行
及播映權許可所得收益所增長人民幣 5.6百萬元所抵銷。

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收益

(i) 自製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

自製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所得收益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約人民幣0.2百萬元增加約3,121.3%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
幣5.7百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錄得授出自製電視劇於衛星電視台的發行
及多輪播映權許可的收益及自第三方客戶獲得收益。

在該業務分部下，截至2021年及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電視頻道客戶
的收益分別約佔自製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所得收益的40.4%及12.0%，
而餘下分部收益則來自其他第三方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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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或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自製電視劇播映權許可所得收益中
並無收益來自衛星電視台首輪播映，且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於衛
星電視台的收益來自多輪播映及地面電視台播映。

(ii) 買斷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

除自製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外，我們亦從事向第三方版權擁有人╱許
可方購買的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

在該業務分部下，我們購買電視劇的整個版權（在此情況下，我們將能酌
情於任何時期內將播映權許可予中國任何地區的客戶）或我們僅購買電視
劇於特定時期內在中國若干指定地區的使用權或轉讓播映權的權利。我
們通常與版權擁有人╱許可方訂立內容發行協議以取得特定電視劇的版
權或使用權或許可播映權的權利（視情況而定）。其後，我們向客戶發行相
關電視劇。

在該業務分部下，截至 2021年及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電視頻道
客戶的收益分別約佔買斷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所得收益的100.0%及
79.0%，而餘下分部收益則來自其他第三方客戶。

此外，截至2021年及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買斷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
可所得收益約 82.2%及71.8%分別來自衛星電視台的首輪播映。同期，分別
為約17.6%及7.2%來自衛星電視台多輪播映，以及餘下部分來自地面電視
台及其他第三方客戶。

買斷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所得收益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約人民幣147.2百萬元減少約92.6%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
幣10.8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僅於衛星電視台授出一項買斷電視劇的首輪
播映權許可，產生收益約人民幣7.8百萬元，其乃由於市場情況與宏觀經濟
環境充滿挑戰，導致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買斷電視劇
數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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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下表載列我們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分部劃分的銷售
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自製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的成本 236 13

買斷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的成本 7,632 112,681

其他 – 4,855  

總計 7,868 117,549
  

銷售成本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17.5百萬元減少約93.3%至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9百萬元，主要由於買斷電視劇發行
及播映權許可的成本減少。

買斷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的成本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
幣112.7百萬元減少約 93.2%至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7.6百萬
元。該減少主要由於購買電視劇播映權的成本減少。

就自製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可的業務分部而言，銷售成本由截至 2021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3,000元增加約 1,715.4%至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約人民幣236,000元，主要由於自製電視劇播映權的所得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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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毛利及毛利率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自製電視劇發行及 

播映權許可 5,498 95.9 165 92.7

買斷電視劇發行及 

播映權許可 3,207 29.6 34,474 23.4

其他 473 100.0 3,070 38.7    

總計 9,178 53.8 37,709 24.3
    

(i) 毛利

毛利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37.7百萬元減少約75.7%至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9.2百萬元，主要由於買斷電視劇
發行及播映權許可的毛利下降。

(ii) 毛利率

毛利率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24.3%增長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約 53.8%，主要由於自買斷電視劇的發行及播映權許可的毛利
率增加。

此外，截至2021年及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自製電視劇發行及播
映權許可的毛利率分別約為 92.7%及95.9%。

截至2021年及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買斷電視劇發行及播映權許
可的毛利率分別約為 23.4%及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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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虧損）╱收入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的其他收入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助 585 1,283

利息收入 9 53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1,552) –

其他 31 120  

總計 (927) 1,456
  

其他收入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5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22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虧損約人民幣0.9百萬元，主要由於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銷售及營銷開支

銷售及營銷開支主要包括 (i)營銷及推廣開支；(ii)與銷售及營銷僱員相關的員
工成本；(iii)差旅及交通開支；及 (iv)會議開支。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的銷
售及營銷開支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銷及推廣開支 93 1,189

與銷售及營銷僱員相關的員工成本 372 355

差旅及交通開支 3 29

會議開支 6 73

其他 24 333  

總計 498 1,979
  

銷售及營銷開支由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2.0百萬元減少約
74.8%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0.5百萬元，主要由於營銷及推
廣開支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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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i)與行政職能有關的員工成本；(ii)租金，包括有關我們租
賃物業的租金開支及物業管理費；(iii)折舊及攤銷；(iv)辦公開支；(v)顧問費，
主要為有關業務營運的專業服務費（例如法律諮詢費）; (vi)運輸費；(vii)差旅開
支；(viii)酬酢開支；(ix)稅項及附加費，主要包括建設稅、印花稅及其他教育附
加費；(x)銀行手續費，主要為銀行交易費；及 (xi)其他。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
間的行政開支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與行政職能有關的員工成本 7,610 5,923

租金 86 158

折舊及攤銷 1,624 1,730

辦公開支 217 162

顧問費 610 1,179

運輸費 179 138

差旅開支 240 114

酬酢開支 731 1,257

稅項及附加費 34 345

銀行手續費 57 49

其他 434 603  

總計 11,822 11,658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行政開支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仍保持
穩定，為約人民幣11.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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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主要包括 (i)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主要包括被動投資者對電視劇的
投資利息，使投資者（可能參與或不參與該電視劇的製作及╱或發行）獲得固定
的合約現金流，而不管該電視劇的銷售業績如何，該利息部分資本化，以及其
他貸款的利息；及 (ii)租賃負債的利息。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的融資成本明
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各項的利息開支：
－銀行及其他貸款 11,087 1,903

－租賃負債 124 89  

11,211 1,992

減：於電視劇版權撥充資本的利息開支 (3,295) –  

總計 7,916 1,992
  

我們的融資成本由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2.0百萬元增加約
297.4%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9百萬元，主要由於銀行及
其他貸款以及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增加，被電視劇版權撥充資本的利息開支
增加所抵銷。

所得稅

所得稅開支指本集團在中國產生的應課稅溢利所產生的稅項開支。本公司及
附屬公司於不同司法權區註冊成立，有不同的稅務規定。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因此獲
豁免開曼群島所得稅。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公司法成立的本集團實體
獲豁免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根據中國所得稅法及相關規定，本集團的經營須
按應課稅收入的25%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由於本集團於截至 2021

年及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應課稅溢利須繳納香港利得稅，故並無就香
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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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中國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於2011年11月29日頒布的《關於新疆喀什
霍爾果斯兩個特殊經濟開發區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 2010年 1月 1日
至2021年12月31日期間在霍爾果斯設立的企業，且屬於《新疆困難地區重點鼓勵
發展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範圍內的，自取得經營收入的第一年起，5年內
全部免徵企業所得稅。根據我們綜合聯屬實體的企業所得稅優惠事項備案表：
(i)霍爾果斯甜甜美美影業有限公司、霍爾果斯好好學習影業有限公司及霍爾果
斯天天向上影業有限公司取得中國相關稅務局的批准，於2017年1月至2021年
12月享有企業所得稅豁免；(ii)新疆青春力天影業有限公司於 2018年1月至2021

年12月享有企業所得稅豁免；及 (iii)霍爾果斯跃馬影業有限公司、霍爾果斯白
馬影業有限公司及霍爾果斯至臻影視有限公司於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享有
企業所得稅豁免。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的所得稅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期內撥備 – 2,286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22) (2,906)  

(22) (620)
  

我們的所得稅收益由截至 2021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620,000元減少約
96.5%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2,000元，所得稅收益減少主
要由於就暫時性差額的產生及撥回所作撥備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約人民幣2.9百萬元下降至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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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由於前述原因，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為人
民幣13.3百萬元，而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人
民幣12.5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日常營運及投資主要由其營運產生的現金、銀行貸款及全
球發售所得款項提供資金。

於2022年6月30日，我們的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約為人民幣57.7百萬元，而於2021

年12月31日的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則約人民幣85.6百萬元，主要以人民幣計值。

於2022年6月30日，我們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426.0百萬元，而於2021年12

月31日的流動資產淨值則約人民幣 425.3百萬元。

本集團主要向銀行及其他第三方取得借款為業務營運提供資金及滿足營運資
金需要。此外，我們於2022年6月30日的銀行及其他貸款總額為約人民幣183.8百
萬元，於2021年12月31日的銀行及其他貸款總額則為約人民幣128.2百萬元。

於2022年6月30日，我們的銀行貸款為人民幣86.9百萬元，其中人民幣20.0百萬
元以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作抵押且由關連方作擔保。此外，截至 2022年6月
30日，我們來自第三方的無抵押及無擔保貸款為約人民幣96.9百萬元。

主要財務比率

權益回報率

權益回報率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2.2%減少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約 -2.8%。權益回報率等於純利╱（虧損）除以相關期間總權益期初與
期末結餘的平均數。

總資產回報率

總資產回報率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1.1%減少至截至2022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約 -1.3%。總資產回報率等於純利╱（虧損）除以相關期間總資產期
初與期末結餘的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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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比率

本集團截至 2022 年6 月30日的流動比率與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維持相同，約為
1.8倍。流動比率等於相關期末的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約26.8%增長至截至2022年6月
30日的約 39.4%。資產負債比率等於總債務除以相關期末的總權益。總債務包
括所有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資本開支

資本開支主要包括購買辦公室傢俬及其他設備的開支。我們截至2021年及2022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資本開支並不重大，主要透過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撥付。

外匯風險

本集團於中國經營業務，其功能貨幣為人民幣。本集團的大部分收支均以人民
幣計值。截至2022年6月30日，只有若干銀行結餘以港元計值。

本集團現時並無任何外幣對沖政策。管理層將繼續監控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
考慮適時採取審慎措施。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及2022年6月30日，按金及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總額
分別約人民幣 120.4百萬元及人民幣 111.0百萬元已作為於同期獲取銀行貸款分
別約人民幣 17.3百萬元及人民幣 86.9百萬元的抵押。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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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與薪酬政策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有55名員工（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有 70名）。根據中
國法律及法規的要求，本集團為僱員參與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種員工社會保
障計劃，包括住房、養老金、醫療保險、生育保險及失業保險。本集團的薪酬政
策按現行市場水平以及本集團及個別僱員的表現釐定。該等政策會定期進行
檢討。除薪金外，本集團亦向其僱員提供其他附帶福利，包括年終花紅、酌情
花紅、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公積金、社會保障基金及醫療福
利。我們亦根據不同職位的需要，提供合適的技術培訓，以提高員工的能力。
本集團相信，我們與員工的工作關係良好，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
未發生任何重大勞資糾紛。

主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任何主要投資以及重大收購或出售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報告期後事項

董事概不知悉於2022年6月30日之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發生的任何需要披露的
重大事件。

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2020年6月22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從2020年的全球發售獲得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52.0百萬港元（經扣除包
銷佣金及全球發售的相關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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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截至 2022年6月30日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況及擬定用途明細：

單位：百萬港元

編號 用途

佔總額
百分比

所得

款項

淨額

已使用

金額

未使用

金額

預計使用所得

款項的時間

(%)

1. 製作自製電視劇 50.0 76.0 42.5 33.5 2023年12月
2. 自第三方版權擁有人╱許可方買

斷有關電視劇的版權（或播映
權）

37.5 57.0 34.5 22.5 2023年12月

3. 僱用更多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
及提供員工培訓

7.5 11.4 5.6 5.8 2023年12月

4. 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5.0 7.6 4.3 3.3 2023年12月    

總計 100 152.0 86.9 65.1
    

自2020年6月22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日期」）起至2022年6月30

日，本公司已使用所得款項淨額約86.9百萬港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57.2%。本
公司將根據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6月10日的招股章程所載分配動用該等款項。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務求成為一家具透明度及負
責任的企業，以開放態度接受本公司股東（「股東」）問責。本公司已仔細研究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訂明的有關規例，並引入適合其經營管理的企
業管治常規。董事會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是引領本集團成功及可持續發展的
重要因素之一。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並採納了其中所
載絕大多數建議最佳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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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亦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
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2022 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內所
載的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現時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翰林先生及甘為民
先生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余楊先生組成。劉翰林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
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但不限於監督我們的內部監控、風險管理、披露財務資
料及財務匯報事宜。審核委員會的組成及書面職權範圍與企業管治守則相符。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亦已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

審核委員會認為相關財務報表的編製已遵守適用的會計準則及要求，並已作
出充足的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建議派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2021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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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litian.tv)。
本公司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
分別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力天影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袁力

香港，2022年8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袁力先生、田甜女士及傅潔雲女
士；非執行董事余楊先生、唐志偉先生及羅建幸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滕
斌聖先生、劉翰林先生及甘為民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