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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77,796  102,068

銷售成本  (45,784 ) (52,444 )    

毛利  32,012  49,624

其他收入 6 990  1,948

銷售及分銷成本  (21,327 ) (23,673 )

行政支出  (15,781 ) (20,819 )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4,106 ) 7,080

所得稅支出 7 (901 ) (3,069 )    

期內（虧損）╱溢利  (5,007 ) 4,011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007 ) 4,011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以每股港仙呈列）
 －基本及攤薄 8 (1.25 ) 1    

股息 9 2,000  2,400    

於第六至十四頁之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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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溢利 (5,007 ) 4,011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144  657

授出購股權之股份酬金成本 238  453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4,625 ) 5,121    

全面（開支）╱收益總額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625 ) 5,121    

於第六至十四頁之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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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六至十四頁之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組成部分。

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492  7,008

 無形資產  2,180  2,165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10 －  －    

  7,672  9,173    

流動資產
 存貨  13,533  11,9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47,752  44,14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2,620  125,951    

  173,905  182,008        

總資產  181,577  191,181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400  400

 股份溢價 13 456,073  456,073

 其他儲備  (334,427 ) (334,809 )

 保留溢利
 －擬派股息 9 2,000  4,600

 －其他  33,091  40,098    

權益總額  157,137  166,36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1  303

 長期服務金負債  649  649    

  810  95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19,583  21,108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751  1,508

 所得稅負債  2,296  1,251    

  23,630  23,867        

總負債  24,440  24,819        

總權益及負債  181,577  191,181    

流動資產淨值  150,275  158,14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7,947  16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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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權益總額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 一日  400  456,073  (335,562 ) 39,701  160,612

期內溢利  －  －  －  4,011  4,011

其他全面收益：
授出購股權之股份酬金成本  －  －  453  －  453

貨幣匯兌差額  －  －  657  －  65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1,110  4,011  5,121

關於二零零八年已派股息 9  －  －  －  (4,000 ) (4,000 )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400  456,073  (334,452 ) 39,712  161,733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 一日  400  456,073  (334,809 ) 44,698  166,362

期內虧損   －  －  －  (5,007 ) (5,007 )

其他全面收益：
授出購股權之股份酬金成本  －  －  238  －  238

貨幣匯兌差額  －  －  144  －  144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382  (5,007 ) (4,625 )

關於二零零九年已派股息 9  －  －  －  (4,600 ) (4,600 )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400  456,073  (334,427 ) 35,091  157,137
          

於第六至十四頁之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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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8,720 ) 9,146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60  391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4,600 ) (4,0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淨額（減少）╱增加 (13,260 ) 5,537 

於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 125,951  106,23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兌虧損 (71 ) (8 )   

於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2,620  111,7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2,620  111,768   

 112,620  111,768   

於第六至十四頁之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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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一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經綜合修訂的一九六一年第
三號法例）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中文消閒生活雜誌出版、推廣及發行業務。

除非另有說明，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料」）以千港元單位呈列。本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零九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並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34「中期財務報
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編製。

此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年度財務報表及本中期財務資料隨附之說明
附註一併細閱。

3 會計政策

此中期財務資料乃貫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規定，採用若干重大會計估計而編製。其亦規定管理層
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須作出判斷。

所採納之會計準則與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並已採納以下與本集團
業務相關並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強制採用之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8「經營分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8替代國際會計準則14「分部報告」。該新準則規定採用管理方法將分部
資料按內部報告所使用之相同基準呈列，呈列方式將與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之內部報告一致。該等變動導致重新設計本
集團之可報告分部，惟對本集團已報告之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任何影響。分部資料之比較數字已重列。

國際會計準則1（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報」─該經修訂準則禁止於權益變動表內呈列收入及開支項目（即「非所有者之權益變
動」），並規定「非所有者之權益變動」須與所有者之權益變動分開呈列。所有「非所有者之權益變動」須於業績報表中呈列。
實體可選擇呈列一份表現報表（全面收益表）或兩份報表（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本集團已選擇呈列兩份報表：綜合收益表
及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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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3 會計政策（續）

本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經修訂之披露要求編製。

以下之新訂準則、準則之修訂本及詮釋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採納，惟現時與本集團無關。

國際會計準則23（經修訂） 「借貸成本」
國際會計準則32（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修訂本） 「股份付款」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7（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1 「投資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
 及國際會計準則27（修訂本）  及聯營公司之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9（修訂本） 「重新評估內含衍生工具」
 及國際會計準則39（修訂本）  及「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3 「顧客長期支持計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5 「房地產建造協議」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6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除上述者外，尚有多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及次要修訂亦已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會計期間頒布及生效，惟
並無對此中期財務資料造成重大影響。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8「經營分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8規定經營分部須按主要經營決策
者經常審閱之內部報告識別。本集團視本集團的執行委員會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以分配資源至分部及評估其表現。

本集團以單一主要業務分部－出版、推廣及發行消閒生活雜誌於全球經營。業務分部進一步按地區評估。此乃就資源分配
及評估分部表現以向本集團的執行委員會報告之主要方式。

本集團的執行委員會按除稅前經營溢利╱虧損方式評估經營分部表現。其他獲提供之資料按與財務報表貫徹一致之方式計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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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4 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期內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出版、推廣及發行消閒生活雜誌 

 香港 中國內地 總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63,634  88,109  14,162  13,959  77,796  102,068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10,241  20,068  (9,228 ) (7,394 ) 1,013  12,674
           

未能作出分配的費用         (5,119 ) (5,594 )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4,106 ) 7,080

所得稅支出         (901 ) (3,069 )
           

期內（虧損）╱溢利         (5,007 ) 4,011
           

其他資料︰

折舊         1,610  1,697
           

無形資產攤銷         18  2
           

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之資產如下：

 （未經審核）
 出版、推廣及發行消閒生活雜誌 

 香港  中國內地  撇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239,696  26,239  (84,358 ) 181,577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239,828  25,171  (73,818 ) 191,181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約11,45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551,000港元）
來自單一外界客戶。該等收益源自發行消閒生活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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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5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用原材料 22,232  26,779

折舊 1,610  1,697 

無形資產攤銷 18  2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28,974  30,18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  45 
   

6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68  1,039

特許權收入 822  909    

 990  1,948
   

7 所得稅支出

所得稅支出按管理層就整個財政年度預期之全年所得稅率加權平均數作出之最佳估計確認。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零八年：16.5%）計提撥備。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企
業所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八年：無）。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即期所得稅支出 1,044  3,148

遞延所得稅
 －即期遞延所得稅撥回 (143 ) (79 )   

 901  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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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8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未經審核（虧損）╱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
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5,007 ) 4,011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計）  400,000  400,00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每股港仙） (1.25 ) 1
   

由於本公司所授出的購股權並無產生攤薄影響，故所呈列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9 股息

本公司董事（「董事」）已宣布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五日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5港仙（二零零八年：0.6港仙），合共
2,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400,000港元）予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1.15港仙（二零零八年：1港仙），合共4,6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4,000,000港元）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派付。

10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證券：
 －股本掛鈎票據 －  －
   

非上市證券之市值 －  －
   

該等工具於初步確認時獲管理層指定為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由於此等工具並非公開買賣，而在並無可供參考資料以釐定該等工具公平值之情況下，本集團已採納發行人提供之報價，
作為按其對該等工具公平值之最佳估計。

股本掛鈎票據之本金額為750,000美元（相當於5,85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到期。

股本掛鈎票據之公平值虧損4,409,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表中之行政支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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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計入貿易應收賬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23,519  25,101

六十一至一百二十日 10,639  10,122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4,030  2,089 

一百八十日以上 1,573  1,341    

 39,761  38,653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介乎六十日至一百二十日之信貸期。

由於貿易應收賬款之信貸風險可透過本集團龐大之客戶基礎而減輕，因而並不集中。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計入貿易應付賬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4,146  4,391

六十一至一百二十日 9  1,870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745  337 

一百八十日以上 865  196   

 5,765  6,794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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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3 股本

 已發行  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  股份溢價  總計
 （以千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 400,000  400  456,073  456,473
       

普通股之法定總數為4,000,000,000股股份（二零零八年：4,000,000,000股股份），每股面值為0.001港元（二零零八年：0.001

港元）。所有已發行股份均繳足股款。

14 關聯人士交易

本公司之最終母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

以下為與關聯人士進行的交易：

(i)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集團曾與同系附屬公司訂立下列重要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特許權費 a 4,251  6,132

發行支援服務 b 734  845

資料庫支援費 c 126  211

電腦程式支援服務 d 318  350

行政支援服務 e 914  1,048

人力資源、企業傳訊及法律服務 f 718  434

租賃電腦及其他寫字樓設備 g 106  86

租賃辦公室、倉庫及泊車位 h 871  901

機票及住宿開支 i 293  725

廣告交換開支 j 888  758

廣告交換收入 k (937 ) (511 )

印刷成本 l 479  －
退休金成本－界定供款計劃 m 805  783
   

附註：

(a)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印刷 《明報周刊》、《Hi-Tech Weekly》的商標及其過往內容使用權的特許權費。費
用按預定比率（參考第三方特許授權人收取本集團的特許權費計算）釐定。

(b)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有關分銷、銷售及宣傳本集團出版刊物有關的發行支援服務所收取的費用。費用
按成本補償基準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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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4 關聯人士交易（續）

(i)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集團曾與同系附屬公司訂立下列重要交易：（續）

(c)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有關提供資料庫支援服務（包括資料分類、編製資料索引及存檔、資料儲存管理及
檢索、資料供應及報章剪輯）所收取的費用。費用按成本補償基準釐定。

(d)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提供互聯網相關服務、組建網絡服務、資料管理服務、一般電腦及程式設計支援
服務及系統分析所收取的費用。費用按成本補償基準釐定。

(e)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提供保安服務、清潔服務、郵件處理及信差服務、訂購及分發辦公室物料服務、
接待及一般文書服務所收取的費用。費用按成本補償基準釐定。

(f)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提供人力資源、企業傳訊及法律服務所收取的費用。費用按成本補償基準釐定。

(g)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提供設備的折舊費用總額。費用按成本補償基準釐定。

(h) 此乃就租賃辦公室、倉庫及泊車位的租金。租金按預定比率（參考當時的市價計算）釐定。

(i) 此乃支付予一家同系附屬公司的機票及住宿支出。費用按預定比率（按收取第三方客戶的比率計算）釐定。

(j) 此乃根據與一家同系附屬公司訂立的廣告交換協議，按交換基準釐定的廣告支出。費用按預定比率（按收取
第三方客戶的比率計算）釐定。

(k) 此乃根據與一家同系附屬公司訂立的廣告交換協議，按交換基準釐定的廣告收入。費用按預定比率（按收取
第三方客戶的比率計算）釐定。

(l)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收取的印刷費用。費用按預定比率（按收取第三方的比率計算）釐定。

(m) 此乃向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本集團之退休金責任作出之界定供款成本，本集團與世界華文媒體及其附屬公
司（「世界華文媒體集團」）之間並無既定政策或合約協議。費用按預定之僱員薪金率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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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4 關聯人士交易（續）

(ii) 上文附註14(i)所披露之關聯人士交易所產生之期╱年終結餘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751  1,508
   

同系附屬公司之未償還餘額賬齡在三十日內，為無抵押、免息及正常賒賬期為三十日。

(iii) 主要管理層之酬金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2,771  3,175

退休金計劃供款  99  65

授出購股權的股份酬金成本  97  222   

  2,967  3,462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09 15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摘要

環球金融危機對香港零售業影響深遠，令雜誌廣告需求縮減。H1N1流感之爆發對零售業傳統旺季構成干擾，令困難

之經營環境雪上加霜。

本集團的大多數收益主要來自品牌產品於雜誌投放廣告，因而受到不利影響。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綜合營業額由去年同期102,068,000港元減少24%至77,796,000港元。本集團於期內錄得虧損5,007,000港元，去年之

除所得稅後溢利為4,011,000港元。

業務回顧

香港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在香港出版三份雜誌，分別為《明報周刊》、《Hi-Tech Weekly》及《Top Gear極速誌》。截至二零

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述雜誌共帶來合併收益63,63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88,10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減少28%，經營溢利減少49%至10,24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0,068,000港元）。

由於在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首兩個季度，大多數名牌產品廣告商凍結廣告預算以待零售業復蘇，甚至減

少或取消預算，故本集團集名人動向及消閒生活於一身之《明報周刊》廣告收益顯著減少。此情況與去年同期廣告收益

錄得破記錄新高形成強烈對比。由於需求疲弱，刊登雜誌廣告次數及廣告收費均驟減，以致收益減少。

然而，由於持續實施之成本控制措施收效，此雜誌於期內之經營溢利減幅較收益減幅為小。此等措施包括大幅減省紙

張及印刷成本、精簡雜誌人事架構以節省成本及削減市場推廣成本。

《Hi-Tech Weekly》在此困難時期不斷加強內容，以維持穩定銷量。於回顧期內，《Hi-Tech Weekly》在多個主要大型商

場舉辦三場「電玩展」。有關「電玩展」讓廣告客戶與目標讀者群接觸，獲得廣告客戶正面迴響之餘，亦有助鞏固該雜誌

成為消費電子產品廣告客戶刊登廣告的其中一個首選的定位。

《Top Gear極速誌》（「Top Gear香港」）自於二零零八年十月環球金融危機湧現時推出其創刊號已整整一年。憑藉其編

輯及廣告銷售團隊努力不懈，此雜誌的廣告及銷量收入開始穩步增長。在香港汽車業飽受金融危機打擊令營商環境極

為嚴峻之情況下，此項成績實在令人鼓舞。然而，團隊對此雜誌可於不久將來躋身為香港最佳汽車雜誌仍然信心十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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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中國內地

本集團在中國內地業務之營業額為14,16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3,95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輕微增加1%，經營

虧損則增至9,228,000港元（二零零八年：7,394,000港元），原因為《MING明日風尚》革新內容以致生產成本增加。

《MING明日風尚》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進行革新，讀者及廣告商反應良好。該雜誌之優質內容以及其作為中國富裕階層

接收外國頂尖消閒生活資訊渠道之市場定位備受推崇。本集團已委託進行市場研究，以向廣告商提供文件支持，展示

此雜誌對其目標讀者之影響力甚高。

《Top Gear汽車測試報告》（「Top Gear中國」）受惠於中國內地汽車業之蓬勃發展，廣告收益錄得增長。Top Gear中國

將繼續專注於高級進口汽車分部。憑藉後者於製作及發展汽車行業內容之專業知識，本集團計劃將此雜誌之編採職能

與Top Gear香港合併，以便更有效管理資源。

《Popular Science科技新時代》仍穩佔科學娛樂資訊雜誌之領導地位，繼續深受忠實讀者及廣告客戶支持。本集團打

算為此雜誌採納《Hi-Tech Weekly》活動與報導並重之業務模式。

前景

本集團相信，香港股市及房地產市場自本年度第二季度起之復蘇影響，將於本年度第四季或明年第一季逐步惠及高級

商品零售業，此有助本集團廣告收益回升。

在中國內地，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方法，憑藉近年發展之分銷網絡及於國內出版雜誌之定位，締造更多商機。

在經濟不明朗的環境下，本集團對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之經營仍然抱持審慎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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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總額為197,000港元。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收益及成本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由於港元仍與美元掛鈎，故本集團預期不會因美元而承受重大

風險。就於中國之附屬公司而言，大部分買賣以人民幣計值，預期外匯風險極微。

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擔保（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購股權

本公司共有兩項購股權計劃。上市前購股權計劃（「上市前購股權計劃」）已由股東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批准及採

納。另一項購股權計劃為上市後購股權計劃（「上市後購股權計劃」）亦於同日，即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獲本公司股

東批准。上市前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與上市後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倘適用）大致相同，惟以下主要條款除外：(a)每

股認購價為每股最後港元價格，該價格為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上市日期」，即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之日期）在香港提呈發售之價格；及(b)於聯交所開始買賣股份後不會提呈或授出購股

權。

根據上市後購股權計劃，每股認購價乃由董事會釐定之價格，此價格為股份於相關提呈授出日期在聯交所所報收市

價、股份於緊接相關提呈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或股份面值三者中之最高者。董事會可向本

集團或世界華文媒體集團任何全職僱員、執行及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根據上市後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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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尚未行使購股權及其變動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 
            佔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四月一日        九月三十日  已發行普通股  每股  有條件  
承授人  結餘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結餘  百分比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附註4）  （附註4）  （附註3）      港元
董事：

張鉅卿先生 （附註1） 1,250,000  －  －  －  1,250,000  0.31%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張裘昌先生 （附註1） 1,250,000  －  －  －  1,250,000  0.31%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董小可先生 （附註1） 1,000,000  －  －  －  1,000,000  0.25%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白展鵬先生 （附註1） 1,250,000  －  －  －  1,250,000  0.31%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俞漢度先生 （附註1） 150,000  －  －  －  150,000  0.04%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薛建平先生 （附註1） 150,000  －  －  －  150,000  0.04%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陳福成先生 （附註1） 150,000  －  －  －  150,000  0.04%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5,200,000  －  －  －  5,200,000  1.30%
            

世界華文媒體董事﹕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 （附註1） 1,250,000  －  －  －  1,250,000  0.31%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 （附註1） 1,000,000  －  －  －  1,000,000  0.25%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楊岳明先生* （附註1） 150,000  －  －  －  150,000  0.04%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2,400,000  －  －  －  2,400,000  0.60%
            

全職僱員 （附註1） 4,050,000  －  －  (200,000 ) 3,850,000  0.96%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全職僱員 （附註2） 888,000  －  －  (24,000 ) 864,000  0.22%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總額   12,538,000  －  －  (224,000 ) 12,314,000  3.08%
            

* 楊岳明先生已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辭任世界華文媒體獨立非執行董事。

附註：

就承授人獲授之每份購股權而言，歸屬比例為下列兩者其中之一：

1. 自上市日期後首周年當日起至上市日期後第五周年止期間，每一周年歸屬購股權所涉及本公司股份之20%；或

2. 於上市日期後首周年歸屬每份購股權所涉及本公司全部股份，

採用何者視乎情況而定，並已於致承授人之要約函中註明。在符合相關歸屬期之前提下，每份購股權之行使期均為自購股權提呈當
日起計為期十年。根據上市前購股權計劃項下所授出購股權之歸屬期，概無上市前購股權計劃項下授出之購股權可於上市日期起計
六個月內行使。

3. 於本期內，因若干承授人不再為本集團之全職僱員，故相關之224,000股購股權已告失效。

4. 於本期內並無授出、行使或註銷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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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本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

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 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已另行

知會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所持股份╱相關股份數目 

             佔二零零九年

         於購股權    九月三十日

       股份  項下相關    已發行普通股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法團權益  權益總額  股份權益  權益總額  權益百分比

         （附註）    

張鉅卿先生 －  －  －  －  1,250,000  1,250,000  0.31%

張裘昌先生 4,000,000  －  －  4,000,000  1,250,000  5,250,000  1.31%

董小可先生 －  －  －  －  1,000,000  1,000,000  0.25%

白展鵬先生 110,000  －  －  110,000  1,250,000  1,360,000  0.34%

俞漢度先生 －  －  －  －  150,000  150,000  0.04%

薛建平先生 －  －  －  －  150,000  150,000  0.04%

陳福成先生 200,000  －  －  200,000  150,000  350,000  0.09%

附註︰  有關購股權之其他詳情，請參閱「購股權」一段。

(b) 於世界華文媒體之股份權益

 所持股份╱相關股份數目 

             於二零零九年

         根據購股權  董事擁有或  九月三十日

         被視為擁有  被視為擁有  世界華文

         世界華文  世界華文  媒體已發行

       股份  媒體股份  媒體股份  普通股概約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法團權益  權益總額  權益  權益總數  百分比

         （附註）

張鉅卿先生 2,540,559  147,000  －  2,687,559  600,000  3,287,559  0.20%

張裘昌先生 4,796,483  －  －  4,796,483  600,000  5,396,483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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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本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續）

(b) 於世界華文媒體之股份權益（續）

附註﹕  此為世界華文媒體根據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舉行之世界華文媒體股東特別大會所批准購股權計劃授予相關董
事以認購世界華文媒體股份之購股權。有關此等購股權之進一步詳情如下﹕

 根據購股權之 佔世界華文 每股世界
 相關世界華文 媒體權益 華文媒體  

董事姓名 媒體股份 概約百分比 股份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張鉅卿先生 300,000 0.018% 1.592 31/8/2001 1/9/2001-20/8/2011

張鉅卿先生 300,000 0.018% 1.800 15/9/2003 16/9/2003-20/8/2011

張裘昌先生 300,000 0.018% 1.592 31/8/2001 1/9/2001-20/8/2011

張裘昌先生  300,000 0.018% 1.800 15/9/2003 16/9/2003-20/8/2011

除上文及於「購股權」一段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

8分部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該條文所述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已

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部分須予披露權益或淡倉之主要股東及人士

根據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股份權益及淡倉登記冊所載，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獲悉以下股

東擁有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股份權益︰

    佔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已發行

股東名稱 所持普通股數目  身分 普通股百分比

Comwell Investment Limited （附註1） 251,339,812  實益擁有人 62.83%

RGM Ventures Limited （附註2） 44,260,188  實益擁有人 11.07%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中之好倉。

附註﹕

1. Comwell Investment Limited為世界華文媒體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世界華文媒體董事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透過其個人權
益、家族權益及公司權益而被視為於世界華文媒體擁有合共52.51%權益。世界華文媒體董事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亦透過其
個人權益及公司權益而被視為於世界華文媒體擁有合共15.59%權益。

此外，世界華文媒體分別由(i) Sharifah Rokayah Binti WAN OTHMAN及Salleh Bin DELAMID所共同擁有之公司領袖時代私
人有限公司直接持有9.16%權益；及(ii)僱員公積金局直接持有5.07%權益。

2. RGM Ventures Limited為展鵬傳媒集團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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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部分須予披露權益或淡倉之主要股東及人士（續）

除上文及於「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本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一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

司概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擁有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三）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五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期間概不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事宜。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5港仙之資格，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

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227名僱員（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42名僱員），其中148名及79名分

別駐於香港及中國內地。本集團支付僱員之酬金乃根據經營業績、個別表現及可比較市場統計數字釐定。董事及高級

管理人員之酬金由薪酬委員會定期檢討。本公司已實行購股權計劃，作為對董事及合資格僱員之獎勵。

在香港，本集團參與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設立之綜合退休福利計劃及為僱員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在中國內地，本

集團為僱員提供有關退休、醫療及待業之社會保障計劃，並已遵照中國內地之相關法律及法規，向地方社會保障機關

供款。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內之守則條文，並於期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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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本公司具體諮詢後，各董事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本公司亦已為高級管理人員及可能獲知影響本公司證券價格敏感資料之指定人士制定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訂明之證

券交易書面指引。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定書面權責範圍。審核委員會現時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俞漢度先生、薛建平先生及陳福成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制定書面權責範圍。薪酬委員會現時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俞漢度先生、薛建平先生及陳福成先生，以及一名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成立提名委員會，並制定書面權責範圍。提名委員會現時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俞漢度先生、薛建平先生及陳福成先生，以及一名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

董事履歷詳情更新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下文載列自二零零九年年報發出日期以來董事之更新履歷詳情：

本公司執行董事及副主席張裘昌先生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獲委任為太安科技（新加坡）有限公司（一間於新加坡

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之新加坡公司，股份代號：T13）之執行董事。太安科技（新加坡）有限公司之公司名稱自二零零

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更改為常青石油及天然氣有限公司。張裘昌先生於一九八二年在加拿大多倫多約克大學獲頒工商

管理學士（榮譽）學位。

承董事會命

張鉅卿

董事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