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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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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5 5,108
無形資產 5 73,064 74,291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益 6 30,591 31,636
遞延所得稅資產 3,141 3,114

  

總非流動資產 111,181 114,149
  

流動資產
存貨 9,013 10,01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7 60,731 50,539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7 435 365
可收回所得稅 – 1,36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3,630 123,476

  

總流動資產 183,809 185,761
  

總資產 294,990 299,910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8 400 400
股份溢價 8 456,073 456,073
其他儲備 (324,202) (324,492)
保留盈利
 — 擬派股息 16 2,400 12,000
 — 其他 50,447 48,675

  

總權益 185,118 192,656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0 – 74,024
遞延所得稅負債 273 335
長期服務金承擔 16 16

  

總非流動負債 289 74,37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 31,376 31,416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7 2,411 1,178
可換股債券 10 74,387 –
所得稅負債 1,409 285

  

總流動負債 109,583 32,879
  

總負債 109,872 107,254
  

總權益及負債 294,990 299,910
  

流動資產淨值 74,226 152,88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5,407 267,031
  

第6至18頁之附註為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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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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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87,711 96,184

已售貨品成本 (43,586) (47,227)
  

毛利 44,125 48,957

其他收入 12 4,427 5,749

銷售及分銷支出 (19,567) (19,270)

行政支出 (20,639) (18,984)
  

經營溢利 8,346 16,452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變動 13 (742) (1,322)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虧損 6 (1,007) (1,524)
  

除所得稅前溢利 6,597 13,606

所得稅支出 14 (2,425) (3,434)
  

期內溢利 4,172 10,172
  

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172 10,172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仙呈列）
 — 基本及攤薄 15 1.04 2.54

  

股息 16 2,400 6,000
  

第6至18頁之附註為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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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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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4,172 10,172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290 45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462 10,631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462 10,631

  

第6至18頁之附註為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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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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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400 456,073 (324,441) 52,029 184,061

全面收益
期內溢利 – – – 10,172 10,172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 – 459 – 45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459 10,172 10,631

與股東之交易
已付關於截至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息 16 – – – (14,000) (14,000)
     

與股東之交易 – – – (14,000) (14,000)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400 456,073 (323,982) 48,201 180,692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400 456,073 (324,492) 60,675 192,656

全面收益
期內溢利 – – – 4,172 4,172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 – 290 – 29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290 4,172 4,462

與股東之交易
已付關於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息 16 – – – (12,000) (12,000)
     

與股東之交易 – – – (12,000) (12,000)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400 456,073 (324,202) 52,847 185,118
     

第6至18頁之附註為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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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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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流量
經營產生現金 2,688 7,185

已付利息 (377) (377)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311 6,808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84) (1,168)

購買無形資產 (116) (217)

已收利息 12 910 648

自一家聯營公司收取之股息 17 40 20

於一家聯營公司權益之額外代價 (757)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07) (717)
  

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已付本公司股東股息 16 (12,000) (14,000)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2,000) (14,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9,896) (7,90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3,476 102,79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兌收益 50 145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3,630 95,034
  

第6至18頁之附註為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組成部分。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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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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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大中華地區從事媒體業務，包括（但不限於）雜誌出版及數

碼媒體業務。

除另有指明者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財務資料」）以港元呈列，並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獲董事

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資料未經審核，惟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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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本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年度財務報表及本財務資料隨附之解釋附註一併

閱讀。

3 會計政策

編製貫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資料，必須採用若干重大會計估計而編製。編製本財務資料亦要求

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

就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載本公司截至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並無於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之經修訂準則或詮釋預期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

中期所得收入之稅項乃以適用於預期全年盈利總額之稅率撥備。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布但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準則修訂。本集團正

評估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準則修訂於首次應用期間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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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4 分部資料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規定經營分部須按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之內部報告識別。本集團視執行委員會為

主要經營決策者，負責分配資源至分部及評估其表現。

執行委員會從地區角度考核業務。就地理位置而言，管理層考核媒體業務於香港及中國內地之表現。

執行委員會按除稅前經營溢利╱虧損（惟不包括企業支出）評估經營分部表現。其他資料則按與內部財務報告貫徹一致之方

式計量。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經營業務。來自該兩個地區之外來客戶收益總額分析以及向執行委員會提供作為截至二零

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呈報分部之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媒體業務
 

香港 中國內地 總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4,909 80,228 12,802 15,956 87,711 96,184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18,931 25,254 (6,134) (4,212) 12,797 21,042
    

未分配支出 (4,451) (4,590)
  

經營溢利 8,346 16,452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變動 (742) (1,322)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合營企業」）虧損 (1,007) (1,524)
  

除所得稅前溢利 6,597 13,606

所得稅支出 (2,424) (3,434) (1) – (2,425) (3,434)
  

期內溢利 4,172 10,172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756 495 154 153 910 64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12 685 196 359 1,008 1,044
      

無形資產攤銷 1,362 1,350 5 10 1,367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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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4 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未經審核）

香港 中國內地 抵銷 未分配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 412,911 46,303 (167,365) 3,141 294,990

總資產包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益 5,994 24,597 – – 30,591

 添置非流動資產（遞延所得稅 

  資產以及於聯營公司及 

  合營企業之權益除外） 397 3 – – 400

總負債 (108,183) (167,372) 167,365 (1,682) (109,872)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經審核）

香港 中國內地 抵銷 未分配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 400,327 61,412 (166,308) 4,479 299,910

總資產包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益 6,744 24,892 – – 31,636

 添置非流動資產（遞延所得稅 

  資產以及於聯營公司及 

  合營企業之權益除外） 2,035 241 – – 2,276

總負債 (97,186) (175,756) 166,308 (620) (107,254)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益、存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以及經營現

金，惟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及可收回所得稅。

分部負債包括經營負債，惟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負債及即期所得稅負債。

呈報分部間之抵銷為經營分部內公司間之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

位於香港之非流動資產總值為82,72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85,238,000港元），而位於中國內地之非流動資

產總值則為25,31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5,796,000港元）。

概無來自單一客戶之收益佔所有經營分部之合併收益10%或以上（二零一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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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5 無形資產

本集團
 

電腦軟件 商譽 商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初賬面淨值 582 2,703 73,500 76,785

添置 243 – – 243

攤銷支出 (209) – (2,520) (2,729)

貨幣匯兌差額 – (8) – (8)
    

年終賬面淨值 616 2,695 70,980 74,291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 1,158 2,695 75,600 79,453

累計攤銷 (542) – (4,620) (5,162)
    

賬面淨值 616 2,695 70,980 74,291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期初賬面淨值 616 2,695 70,980 74,291

添置 116 – – 116

攤銷支出 (107) – (1,260) (1,367)

貨幣匯兌差額 – 24 – 24
    

期終賬面淨值 625 2,719 69,720 73,064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成本 1,274 2,719 75,600 79,593

累計攤銷 (649) – (5,880) (6,529)
    

賬面淨值 625 2,719 69,720 73,064
    

6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益

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之款項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7,247 27,313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3,344 4,323
  

30,591 3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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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6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益（續）

期內於簡明綜合收益表確認之應佔虧損金額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聯營公司 (28) 335

合營企業 (979) (1,859)
  

(1,007) (1,524)
  

(a)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聯營公司載列如下。

聯營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實際股本權益 主要業務 計量方法

ByRead Inc.（「ByRead」） 開曼群島 24.97% 附註 (i) 股權

黑紙有限公司（「黑紙」） 香港 10% 附註 (ii) 股權

廣州唐德廣告有限公司

 （「唐德」）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10% 附註 (iii) 股權

(i) ByRead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於中國內地向個人及企業提供娛樂及網上閱讀等流動電

話增值服務。

(ii) 黑紙從事提供創意多媒體服務及廣告活動之業務。

(iii) 唐德從事向中國內地企業提供公關及活動籌辦服務之業務。

ByRead、黑紙及唐德均為私人公司，該等公司之股份並無市場報價。

概無任何涉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所持權益之承擔及或有負債。

(b)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合營企業載列如下。

合營企業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實際股本權益 主要業務 計量方法

Chu Kong Culture Media

 Company Limited（「Chu Kong」）

英屬維爾京群島 40% 附註 (i) 股權

匯聚傳媒有限公司

 （「匯聚傳媒」）

香港 40% 附註 (i) 股權

(i) Chu Kong為投資控股公司，其全資附屬公司匯聚傳媒之主要業務包括但不限於交通工具及碼頭之視像節目、

海報、座椅套、雜誌架、雜誌、船身廣告、燈箱廣告及電子商貿。

Chu Kong及匯聚傳媒為私人公司，該等公司之股份並無市場報價。

概無任何涉及本集團於合營企業所持權益之承擔及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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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50,984 43,469

其他應收賬款 9,747 7,070
  

60,731 50,539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介乎三十日至一百二十日之信貸期。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貿易應收賬款（扣除減值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26,192 23,592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3,979 13,620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8,395 2,996

一百八十日以上 2,418 3,261
  

50,984 43,469
  

由於本集團擁有龐大客戶基礎，故貿易應收賬款之信貸風險並不集中。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其他應收賬款包括以下各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第三方款項 9,517 6,710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150 –

應收一家合營企業款項 80 360
  

9,747 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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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8 股本及股份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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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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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4,000,000,000股股份），每股面值為0.001港元（二零一三年：0.001

港元）。所有已發行股份均已繳足股款。

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6,498 5,700

其他應付賬款 24,878 25,716
  

31,376 31,416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按發票日期計算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4,033 4,510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2,358 1,080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4 6

一百八十日以上 103 104
  

6,498 5,700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其他應付賬款包括以下各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第三方款項 21,875 24,308

應付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3,003 1,408
  

24,878 2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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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0 可換股債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債券 74,387 74,02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本公司發行本金額為75,6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按年利率1厘計息，每半年分期支付。可換

股債券之到期日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即發行日期起計三週年。持有人有權於獲發行可換股債券後隨時按兌換價每

股兌換股份0.9港元將債券本金額全部或部分兌換為股份，直至到期日營業時間結束止。負債部分及權益轉換部分之價值乃

於發行可換股債券時釐定。

負債部分之公平值乃按貼現現金流量法計算，屬公平值層級第3級範圍內。估值之主要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基於等值非可

換股債券之市場利率計算之貼現率約4%。權益部分初步按債券所得款項淨額與負債部分公平值兩者間之差額確認，並列入

權益中之其他儲備。

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分變動如下：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之負債部分 72,474

票息 (756)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2,306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部分 74,024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之負債部分 74,024

票息 (379)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742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負債部分 74,387
 

於有關期間於損益確認之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公平值變動中，於報告期間末，所有款項均由於所持負債之未變現虧損變

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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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1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包括在已售貨品成本、銷售及分銷支出以及行政支出之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消耗紙張 7,157 8,54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008 1,044

無形資產攤銷 1,367 1,36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34,639 35,558

租賃成本 2,807 3,34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6 –
  

12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910 648

特許權費收入 393 293

其他媒體業務收入 3,124 4,808
  

4,427 5,749
  

13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變動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負債

 —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變動 742 1,322
  

14 所得稅支出

所得稅支出乃由管理層對預期整個財政年度之加權平均全年所得稅率作出最佳估計而決定。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三年：16.5%）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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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4 所得稅支出（續）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未動用稅項虧損可供抵銷在中國產生之任何應課稅溢利，

故並無就中國即期企業所得稅計提撥備。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 即期所得稅 2,487 3,376

遞延所得稅

 — 即期遞延所得稅（抵免）╱支出 (62) 58
  

2,425 3,434
  

15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除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4,172 10,172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千計） 400,000 400,00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仙） 1.04 2.54
  

假定兌換可換股債券及本公司所授出購股權並無產生攤薄影響。

16 股息

期內應佔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港仙（二零一三年：1.5港仙） 2,400 6,000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董事會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港仙（二零一三

年：1.5港仙），合共2,4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000,000港元）。有關股息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派付予於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此等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無反映是項應付股息，惟以擬派股息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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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6 股息（續）

期內已付之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港仙（二零一三年：3.5港仙） 12,000 14,000
  

17 關連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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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關連方進行之交易如下：

(i)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曾與同系附屬公司、一間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業訂立下列交易：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發行支援服務費用 a 624 657

資料庫服務費用 b 85 105

行政及資訊系統支援服務費用 c 4,208 2,672

辦公室、倉庫及車位租賃及特許權費用 d 1,295 1,264

機票及住宿開支 e 345 317

廣告交換開支 f 772 644

廣告交換收入 g (501) (546)

排板、分色及底片製作開支 h 23 1

宣傳支出 i 10 10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j 977 998

代理收入 k (1,030) (1,016)

雜項收入 l (103) (362)

股息收入 m (40) (20)

可換股債券利息 n 379 379

內容提供及視像製作收入 o (480) (1,707)
  

附註：

(a)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有關發行、銷售及推廣本集團出版刊物有關之發行支援服務所收取費用，按成本補償

基準釐定。

(b)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有關提供資料庫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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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取費用，按成本補償基準釐定。

(c) 此乃同系附屬公司就提供行政、人力資源、企業傳訊、法律服務以及資訊系統支援服務所收取費用及向同系附

屬公司租賃若干電腦及辦公室設備之折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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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17 關連方交易（續）

(i)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曾與同系附屬公司、一間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業訂立下列交易（續）：

(d)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租賃及使用辦公室、倉庫及車位之租賃及特許權費用，按預定比率（參考當時市價計

算）釐定。

(e) 此乃支付予一家同系附屬公司之機票及住宿支出，按預定比率（按收取第三方客戶之比率計算）釐定。

(f) 此乃根據與世界華文媒體訂立之廣告交換協議，按交換基準釐定之廣告支出。費用按預定比率（按收取第三方

客戶之比率計算）釐定。

(g) 此乃根據與世界華文媒體訂立之廣告交換協議，按交換基準釐定之廣告收入。費用按預定比率（按收取第三方

客戶之比率計算）釐定。

(h)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收取之排板、分色及底片製作費用，按預定比率（按所產生成本計算）釐定。

(i) 此乃支付予一家同系附屬公司之宣傳支出，按預定比率（按收取第三方客戶之比率計算）釐定。

(j)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本集團退休金責任作出之定額供款成本。本集團與世界華文媒體集團之間並無既定

政策或合約協議，其乃按預定比率（按僱員薪金計算）支銷。

(k) 此乃收取一家聯營公司之代理佣金及利潤分成，按預定比率（按收取第三方客戶之比率計算）釐定。

(l) 此乃世界華文媒體之控制方之關連公司訂立之分租協議之租金收入及會計服務收入，按預定比率（參考當時市

價計算）及成本補償基準釐定。

(m) 此乃自一家聯營公司收取之股息收入，乃根據本集團於聯營公司所持股權計算。

(n) 此乃按年利率1厘計算之可換股債券利息，以一年365日為基準，每半年分期支付予一家同系附屬公司。

(o) 此乃根據與合營企業匯聚傳媒有限公司公平磋商訂立之協議所收取內容提供收入及視像製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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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7 關連方交易（續）

(ii) 上文附註17(i)所披露關連方交易所產生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35 365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2,411) (1,178)

應收一家合營企業款項（附註7） 80 360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附註7） 150 –

應付一家聯營公司款項（附註9） (3,003) (1,408)
  

按發票日期計算，同系附屬公司之未償還餘額賬齡在一百八十日內。有關款項為無抵押及免息，一般信貸期介乎

三十日至一百八十日。

(iii) 主要管理層酬金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2,872 2,798

退休金計劃供款 26 56
  

2,898 2,854
  

18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擔保（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中期報告 2014/15

19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摘要

於回顧財政期間，根據香港政府發布之二零一四年半年經濟報告，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之本地經濟錄得自二零一二

年第三季度以來最緩慢的增長速度。經濟表現不佳主要由於遊客消費銳減及本地需求同時放緩所致。於回顧期間，

廣告客戶收緊宣傳預算，故本集團表現受到不利影響。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營業額主要受上述因素影響而減少9%至87,711,000港元。本集團毛利

亦因此而較上一財政期間下跌10%至44,125,000港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4,172,000港元，較上一財政

期間下跌59%。

業務回顧

香港

佔本集團期內總營業額85%之香港業務營業額下跌7%至74,909,000港元。香港業務之分部溢利較上一財政期間減

少25%至18,931,000港元。

《明報周刊》（「明周」）為本集團旗下香港分部業務之主要營業額來源。於該期間，旅客於華貴及名牌商品之消費力疲

弱，因而拖累該類別之本地廣告市場，廣告商已暫停或取消部分促銷活動及推廣活動，致使明周之廣告收益受到影

響。

然而，本集團繼續尋求機會擴展其業務。於二零一四年九月，本集團成功開創《Ming’s》（「Ming’s」）以開拓更多廣告

收益。Ming’s為每月出版之明周副刊，提供時裝、美容、華貴品、藝術及體育五個主要類別之照片、深入報道及專

題特寫。

《Top Gear極速誌》（「Top Gear香港」）為一份擁有國際編採背景之人氣汽車雜誌。本集團透過持續開發備受讀者歡

迎之網上影片平台，進一步把Top Gear香港之業務及涵蓋範圍由印刷版開拓至多媒體形式。於上半年，Top Gear

香港錄得穩健增長。

《明錶》為一份專業高級手錶雜誌，內容包括專題報道及介紹鐘錶業之最新趨勢。於回顧中期期間，《明錶》維持穩定

表現。由於深受香港市場歡迎，本集團已正式將該雜誌由香港擴展至中國內地。中國內地版本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創

刊。

《Travel Planner港澳台自由行專輯》（「Travel Planner」）為旅遊指南月刊，為有意在香港、澳門及台灣盡情探索及遊玩

之旅客提供資訊。於該期間，Travel Planner亦受到旅客減少消費之影響，故錄得收益減少。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三月開創一種新型手機應用程式SOBA掃吧 !（「SOBA」），採用「擴增實境」技術將印刷內容與

多媒體融合。於該期間，SOBA已逐步開發廣告、技術及多媒體功能從而與本集團刊物產生協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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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中國內地

於該期間，本集團旗下中國內地業務之營業額下跌20%至12,802,000港元。期內分部虧損為6,134,000港元，而

上一財政期間則為4,212,000港元。分部虧損增加之主要原因為中國內地業務優化所產生之若干項一次性開支約

1,500,000港元，包括精簡該分部之組織架構及自二零一四年九月開始終止《Popular Science科技新時代》業務。

《Top Gear汽車測試報告》繼續以資訊娛樂及車壇之最新動向吸引中國內地讀者。於上半年，該雜誌表現維持相對穩

定。

季刊《MING Watch明表》於二零一四年六月正式創刊。該季刊向中國內地讀者介紹高檔手錶市場趨勢及作出專題報

道以滿足彼等需求。該新刊物預期將為本集團帶來更多廣告收益。

其他媒體投資之表現

本集團合營企業匯聚傳媒有限公司繼續透過珠江三角洲地區之旅客平台專注發展廣告業務。儘管該業務仍處於發展

階段，其於中期期間之表現已符合管理層預期。

ByRead集團為中國內地首屈一指之流動閱讀平台提供者之一，於本期間，登記用戶已增至超過71,000,000名，較

上一財政年度同期增加約8,000,000名用戶。

黑紙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出版《黑紙》、《100毛》及其他書籍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穩健增長。

展望

管理層預期，財政年度下半年之經營環境仍將十分艱鉅及充滿挑戰。展望將來，在呆滯及前景不明的市場中，本集

團將檢討其雜誌組合以增強競爭力。此外，本集團將繼續監察其營運成本效益。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總額為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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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集團預期美元風險並不重大。

至於在中國之附屬公司，其大部分買賣均以人民幣計值，故預期匯率風險極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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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本公司共設有兩項購股權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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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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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適用）大致相同，惟以下主要條款除外：

(a)每股認購價為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上市日期」，即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之日）在香港提呈發售之最終每股港元售價；及 (b)股份於聯交所開始買賣後，將不會提呈或授出購股權。

根據上市後購股權計劃，每股行使價由董事會釐定，此價格應為股份於相關提呈日期於聯交所之收市價、股份於緊

接相關提呈日期前五個交易日於聯交所之平均收市價或股份面值三者中之最高價格。董事會可授出購股權予本集團

或世界華文媒體及其附屬公司任何全職僱員、執行及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於截

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根據上市後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期內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
 

承授人

於二零一四年

四月一日

結餘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結餘

佔已發行

普通股

百分比

每股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附註2） （附註2） （附註3） 港元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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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栢昌先生 （附註1a） 1,000,000 – – – 1,000,000 0.25%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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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建平先生 （附註1a及4） 150,000 – – (150,000) – –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陳福成先生 （附註1a及5） 150,000 – – (150,000) – –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3,950,000 – – (300,000) 3,650,000 0.91%

世界華文媒體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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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職僱員 （附註1a） 2,150,000 – – (50,000) 2,100,000 0.53%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全職僱員 （附註1b） 768,000 – – – 768,000 0.19% 1.200 27/9/2005 18/10/2005–25/9/2015
      

總額 7,868,000 – – (350,000) 7,518,000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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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續）

附註：

1. 就承授人獲授之購股權而言，歸屬比例為下列兩者其中之一：

a. 由上市日期後首週年當日起至上市日期後第五週年當日止期間內，每一週年將歸屬購股權涉及本公司股份之20%；

或

b. 上市日期後首週年當日將歸屬購股權涉及之全部本公司股份。

2. 期內並無購股權獲授出、行使或註銷。

3. 期內，因某些承授人不再為董事及本集團全職僱員，故有關350,000份購股權已告失效。

4. 薛建平先生自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起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職位，而其購股權於彼辭任後失效。

5. 陳福成先生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起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職位，而其購股權於彼辭任後失效。

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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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須存置之登記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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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另行知會或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所持股份╱相關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股份

權益總額

於購股權
項下相關

股份之權益 權益總額

佔已發行
普通股
百分比

（附註1）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 – 292,700,000

（附註2）

292,700,000 1,250,000 293,950,000 73.49%

張裘昌先生 4,104,000 – 4,104,000 1,250,000 5,354,000 1.34%

林栢昌先生 – 3,000,000

（附註3）

3,000,000 1,000,000 4,000,000 1.00%

俞漢度先生 – – – 150,000 150,000 0.04%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中之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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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續）

(a)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續）

附註：

1. 有關此等購股權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購股權」一段。

2. 有關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之公司權益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第24頁「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

部須予披露權益及淡倉之主要股東及人士」一段。

3. 林栢昌先生於3,000,000股股份之公司權益由Venture Logic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而林先生於該公司擁有100%

股權。

(b) 於世界華文媒體之股份權益

所持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權益總額

佔世界華文
媒體已發行

普通股
百分比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 87,109,058 234,566 796,734,373

（附註）

884,077,997 52.40%

張裘昌先生 1,908,039 – – 1,908,039 0.11%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世界華文媒體股份中之好倉。

附註：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於796,734,373股股份之公司權益乃透過Progresif Growth Sdn Bhd（「Progresif」）、Conch Company 

Limited（「Conch」）、益思私人有限公司（「益思」）、德信立企業私人有限公司（「TSL」）、Madigreen Sdn Bhd（「Madigreen」）、

常青（砂）私人有限公司（「RHS」）、常青東南亞私人有限公司（「RHSA」）及常茂有限公司（「PAA」）持有。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直接持有TSL 84%權益及PAA 99.99%權益。此外，PAA分別直接持有RHS、RHSA及Madigreen之

47.62%、47.62%及45%權益。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亦直接及間接持有Progresif 45%權益及益思70%權益。就Conch而

言，Conch之40%權益由Seaview Global Company Limited持有，其中由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持有其50%股本權益。此外，

彼直接持有Conch之25%權益。

除上文及「購股權」一段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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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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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據標準守則另行知會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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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予披露權益及淡倉之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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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獲通知有以

下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股份權益：

股東名稱 所持普通股數目 身分 佔已發行普通股百分比

Comwell Investment Limited（附註） 292,700,000 實益擁有人 73.18%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中之好倉。

附註：

Comwell Investment Limited為世界華文媒體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世界華文媒體董事兼主要股東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基於個人

權益、家族權益及公司權益，被視為擁有世界華文媒體合共52.40%權益。世界華文媒體董事兼主要股東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基

於其個人權益及公司權益，被視為擁有世界華文媒體合共15.63%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獲通知有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任何其

他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事宜。為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港仙，所有已填妥

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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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號合和中心22樓。

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204名僱員（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15名僱員），其中154名及50名

僱員分別駐守香港及中國內地。本集團僱員之酬金乃根據經營業績、個人表現及可比較市場統計數字而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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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為其僱員參與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設立之綜合退休福利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在中國內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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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作出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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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並於整段期間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

守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

認彼等於整段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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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影響本公司證券價格之內幕消息之特定人士制定條款不較標準守則寬鬆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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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明先生及劉志華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就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相關事宜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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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明先生及劉志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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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明先生及劉志華先生，以及一名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26

董事資料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自二零一三╱一四年年報日期以來董事資料之變動如下：

自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起，薛建平先生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成員及提名委員

會成員職位。

劉志華先生已自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成員及提名

委員會成員以替代薛先生。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劉先生辭任高誠證券有限公司之企業融資董事總經理職位，

並自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起獲委任為上海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上銀國際有限公司之董事總經理。

承董事會命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張裘昌
董事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非執行董事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及林栢昌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俞漢度先生、楊岳明先生及劉志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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