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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本人謹代表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及股東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中期業績。在蓬勃經濟帶動下，消費者渴求消閒生活資訊，加上本集團努力不懈的

深入中國消閒生活媒體界，令最佳表現出品的收益較去年同期增長超過20%。顯而易見，我們正在循序漸進地實

行承諾並致力增長以達致目標，務求能成為香港及中國內地中文消閒生活媒體界龍頭企業。

收入雖有增長，但我們不斷需要額外的基礎設施及人力投資以爭取市場份額及鞏固根基。雖然本集團在業務發展、

發行量及廣告銷售方面取得重大進步，但財務業績並不理想及未能超越管理層的期望。本集團新近推出的新雜誌調

整需時，亦導致本集團面對發展初階的挑戰。

《Rolling Stone音樂時空》（前稱Rolling Stone音像世界）（「RS」）在本集團與中國新出版夥伴的發展上步入令人振奮

的階段。為能與認同本集團遠見的業務夥伴步伐一致，我們覺得最能符合本集團利益的做法，是與能認同我們對前

景看法及致力發展可承諾業績的新夥伴建立關係。

本集團一直在考慮擴大組合以達致交叉銷售及品牌延展。這方面的進展在《明報周刊》及《MING明日風尚》（前稱

MING青春之星）（「MING」）方面大為顯著。各份雜誌的成員齊心協力帶來額外最佳的增長，而成功實現這目標更是

我們的遠見及透過我們各份出品的交叉銷售擴大收益的證明。

MING於中國創刊至今只有九個月，已成為流行的消閒生活雜誌品牌。這成功模式在日後的品牌發展上仍會再現，

而自然增長在本集團進一步打入中國市場時將繼續成為重要動力。本集團的新出品雜誌已達到一個轉捩點，而由於

投入人力資源而人手充足，預期在發行量及廣告收益增長方面會貢獻更大，日後成為可觀的利潤。

收購仍是我們業務發展工作的主要焦點。本集團一直尋找合適的目標，以便能好好配合本集團的策略和文化，對增

長及盈利貢獻更多。在初步而言，本集團將會考慮一些可補不足的業務加入我們的現有組合。

我們成功的收益增長及擴展是我們的管理層和員工努力專注和策略的成果。當然，我們的讀者支持、廣告商的忠

誠，以及股東大力支持令我們更有能力和推動力成功實現目標。我們對他們深表謝意。

張鉅卿

主席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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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的評論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業績摘要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103,281,000港元（二零零五年：85,774,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20%。這是由於我們的新刊物開始見成果，令廣告收益及發行量增加。進軍中國的新刊物帶來的收

益令我們中國業務營業額顯著增加179%。除稅後虧損為3,401,000港元（二零零五年：除稅後溢利2,492,000港

元）。由盈轉虧主要是由於持續於中國投入人力資本及基礎設施及科技業的劇烈競爭。

業務回顧

香港

《明報周刊》、《Hi-Tech Weekly》及《明報兒童周刊》（「香港雜誌」）現時於香港出版。這些雜誌帶來的合併營業額

82,369,000港元（二零零五年：78,28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5%。營業額增加主要是由於《明報周刊》精裝版

（「精裝版」）的全年貢獻及各雜誌在整體編輯上不斷改進。然而，紙張和生產成本上漲抵銷了營業額的增長。

本集團近期在香港重新推出《Hi-Tech Weekly》印刷版本及推出新的網上版本，即「eMag」。除印刷版本外，《Hi-

Tech Weekly》的讀者可隨時隨地輕易在網上閱覽該雜誌。這版式特別吸引《Hi-Tech Weekly》的讀者及廣告客戶，

因為這種發行方式主要是迎合熟悉科技的雜誌讀者。這創新的發行方法是「常在線」世界的代表作，有助本集團在

這競爭激烈的行業况為雜誌定位。

以小報尺寸排印的《明報周刊》原裝版（「原裝版」）及精裝版兩者收益同告上升。出版精裝版及原裝版的策略是本集

團成功一著。為讀者提供選擇外，這策略性定位亦使廣告客戶可以接觸更廣泛的讀者群而受惠。這提供優質內容之

另一渠道，讓刊物增加讀者人數，同時可令喜好不同版式的讀者獲得滿足。

《明報兒童周刊》仍是一眾出色「教育娛樂兼備」刊物的寵兒。這雜誌在教育界、家長及兒童共同支持下為香港廣大

小學生讀者服務。

本集團致力透過積極創舉例如《明報周刊》精裝版及《Hi-Tech Weekly》的eMag不斷演變其香港雜誌組合。作為富有

出版香港消閒生活雜誌經驗的領導者，本集團將透過繼續改進其產品組合及推廣，抓緊機會，鞏固其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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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的評論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內地

本集團在中國內地擁有銷售雜誌廣告版面及提供內容的權利，這些雜誌包括《Popular Science科技新時代》

（「PS」）、《T3科技新時代》（「T3」）、《Top Gear汽車測試報告》（「TG」）、MING及RS。這些雜誌為本集團帶來營業

額20,91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7,49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79%。然而，由於投入人力資本、新建立的

基礎設施及投資於新雜誌如MING及RS，所以錄得經營虧損。本集團有信心這些雜誌在發行量及廣告收入方面將獲

得大幅增長，日後成為可觀的利潤及收益貢獻。

本集團重點進行交叉銷售已帶來可見成果，特別是《明報周刊》及MING。各份雜誌的成員齊心協力帶來額外收入，

而成功實踐再次證明本集團的遠見及透過各雜誌交叉銷售而擴大收益的策略。MING於中國創刊至今只有九個月，

已成為流行的消閒生活雜誌品牌。這成功模式日後將再展現。更多的品牌發展及自然增長在本集團進一步打入中國

內地市場時會繼續成為重要的增長動力。

在回顧期間，PS及TG錄得持續增長，主要由於汽車及電子消費類別客戶的忠誠支持。另一方面，T3在對手眾多及

競爭激烈的電子科技雜誌市場中穩守其地位。

RS逐漸在中國內地成為主要以提供音樂為主的潮流文化消閒雜誌。這國際知名的雜誌在本集團與其新的出版夥伴

建立穩固工作關係時步入令人振奮的階段。本集團相信這雜誌日後將會成為重要增長動力。

展望

在蓬勃經濟、穩健基礎及投資於優良人力資源的帶動下，本集團對前景樂觀，並專注於增長工作。收購不同項目將

繼續成為本集團發展中國內地市場的主要方向。本集團將審慎考慮能配合本集團策略及文化的適合對象，對增長及

盈利增加作出貢獻。本集團將主要集中於收購另外的消閒生活刊物。本集團將仔細考查在中國與印刷有關而有盈

利，且可配合現有讀者和廣告客戶的雜誌。另一方面，本集團將繼續透過拓展品牌和嚴緊控制成本達至自然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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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的評論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資本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性開支為6,088,000港元。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以配售及公開發售的方式按每股1.2港元發行1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

股份（詳情載於由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有關發行

支出後約為102,968,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根據招股章程所載的

分配建議已部分動用如下：

截至二零零六年

建議動用 九月三十日

所得款項淨額 實際動用數額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中國收購雜誌業務 50,000 —

新雜誌的營銷活動 24,000 6,818

新雜誌與發行有關的活動 12,000 8,097

償還短期貸款 10,000 10,000

一般營運資金 6,968 5,000

102,968 29,915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貨幣風險主要源自以美元採購原材料。此外，本集團亦擁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附屬公司之投資，

其淨資產帶有貨幣風險。本集團現時並無對此貨幣風險作對沖。

由於港元與美元掛漖，本集團預期就此將不會承受任何重大美元匯兌風險。

本集團現時並無進行對沖人民幣之交易，惟透過定期監察管理其風險，以盡可能降低其人民幣風險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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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103,281 85,774

銷售成本 (63,009) (47,117)

毛利 40,272 38,657

利息收入 1,735 10

銷售及分銷支出 (27,129) (22,547)

行政支出 (18,071) (12,551)

經營（虧損）／溢利 5 (3,193) 3,569

融資成本 6 — (63)

除稅前（虧損）／溢利 (3,193) 3,506

所得稅支出 7 (208) (1,014)

半年度（虧損）／溢利 (3,401) 2,492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401) 2,49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的

每股（虧損）／盈利（以每股港仙呈列） 8

－基本 (0.85港仙) 0.84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股息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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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商譽 2,028 2,028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64 4,461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 919 919
　長期服務金資產 13 13
　遞延所得稅資產 — 304

12,524 7,725
----------------- -----------------

流動資產

　存貨 14,994 11,07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60,742 52,015
　遞延所得稅資產 3,531 3,435
　可收回所得稅 3,448 2,00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3,305 94,120

156,020 162,653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27,305 25,123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2,550 2,402
　所得稅負債 83 83
　信貸收據貸款（無抵押） — 338
　銀行透支 — 30

29,938 27,976
----------------- -----------------

流動資產淨值 126,082 134,677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8,606 142,402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400 400
其他儲備 124,584 123,479
保留溢利 13,622 17,023
擬派末期股息 — 1,500

138,606 14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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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僱員股權 股份 股份

股本 酬金儲備 合併儲備 溢價賬 資本儲備 發行成本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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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 1 — 1,650 — 10,000 (432) 3 11,501 22,723

發行股份 299 — — 8,406 — — — — 8,705

股份發行成本 — — — — — (10,960) — — (10,960)

匯兌調整 — — — — — — (16) — (16 )

半年度溢利 — — — — — — — 2,492 2,492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300 — 1,650 8,406 10,000 (11,392) (13) 13,993 22,944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 400 794 1,650 111,373 10,000 — (338) 18,523 142,402

授出的購股權的

　股份酬金成本 — 866 — — — — — — 866

匯兌調整 — — — — — — 239 — 239

半年度虧損 — — — — — — — (3,401 ) (3,401)

有二零零五年的股息 — — — — — — — (1,500 ) (1,500)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400 1,660 1,650 111,373 10,000 — (99) 13,622 138,606



中期報告 20068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14,725) (4,442)

來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4,353) (24,305)

來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838) 30,2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減少）／增加 (20,916) 1,465

於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4,090 8,1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兌收益／（虧損） 131 (16)

於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3,305 9,62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73,305 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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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一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1961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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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一項集團重組（「重組」）以精簡本集團的架構以籌備本公司的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上市，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成為現時組成本集團各公司的控股公司。於公開發售及配售

100,000,000股股份（如招股章程所載）完成後，本公司的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上市日」）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

本集團於重組後視為持續實體，並採納合併會計法。因此，參照會計指引第5號「共同控制合併會計處理」，截

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收益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的編製是猶如現時的集團架構於各期

間均一直存在。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出版、營銷及分銷中文消閒生活雜誌。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千港元為單位呈列（除非另有說明），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於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由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而編製。

這些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所採取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一致。

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已

對這些準則、修訂及詮釋作出評估，及認為其對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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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4 分部資料

主要報告格式－地區分部

本集團主要於兩個地區經營業務，分別為香港及中國內地。分部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中國內地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82,369 78,280 20,912 7,494 103,281 85,774

分部業績 9,130 12,500 (7,517) (4,565) 1,613 7,935

利息收入 1,735 10

未能作出分部的

　費用（附註） (6,541) (4,376)

經營（虧損）／溢利 (3,193) 3,569

附註： 企業費用指本集團於本期間產生作為未能作出分部的費用。因此，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符合本期的呈報方

式。

從屬報告格式－業務分部

因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只經營單一業務分部，即出版、推廣

及分銷中文消閒生活雜誌，故並無呈列業務分部分析。

5 經營（虧損）／溢利

經營（虧損）／溢利於中期期間已扣除下列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22,049 15,595
折舊 1,062 613

僱員福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 31,650 25,48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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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6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的利息支出 — 63

7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計提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中國外資企業及國內公司所得稅法，就本集團於中國業務的溢利，按適用稅率（介乎

7.5%至33%）計提撥備。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 1,425
　－上年度中國企業所得稅超額撥備 — (372)

遞延所得稅扣除／（撥回） 208 (39)

208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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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3,401) 2,492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以千計） 400,000 295,623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每股港仙） (0.85) 0.84

期內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集團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及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400,000,000股
計算（二零零五年：295,623,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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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9 股息

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

月派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以每股0.375港仙（二零零五年：無），合共股息

1,500,000港元。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包括貿易應收賬款，按其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29,635 24,422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2,362 13,408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9,874 6,394

一百八十日以上 1,893 984

53,764 45,208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的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九十日。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包括貿易應付賬款，按其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9,863 8,660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2,044 2,340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894 196

一百八十日以上 121 128

12,922 1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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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12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4,000,000,000股每股0.001港元的股份 4,000 4,000

已發行及繳足：

　400,000,000股每股0.001港元的股份 400 400

13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由擁有本公司73.875%股份的Winmax Resources Limited（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控制。餘下

的26.125%股份由公眾持有。本集團的最終母公司為明報企業有限公司（「明報企業」）（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以下交易由關連人士進行：

(i)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進行了下列重要關連人士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特許權費 (a) 6,569 6,241

發行支援服務 (b) 936 1,835

分色開支 (c) 670 288

電腦程式支援服務 (d) 400 512

行政支援服務 (e) 1,014 848

人事、公共關係及法律服務 (f) 359 590

租賃辦公室、倉庫及泊車位 (g) 906 712

廣告交換開支 (h) 180 837

廣告交換收入 (i) (536)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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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13 關連人士交易（續）

附註：

(a)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印刷《明報周刊》、《Hi-Tech Weekly》、《明報兒童周刊》的商標及其過往內容使用權

所收取的特許權費，並按預定比率（參考第三方特許授權人收取本集團的特許權費計算）收費。

(b)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分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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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此乃支付予一家同系附屬公司的分色費用。費用按成本產生的預定比率計算。

(d) 此乃一家同系附屬公司就提供互聯網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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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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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政管理服務及企業傳訊服務所收取的費用。費用按成本補償基準釐定。

(g) 此乃就租賃辦公室、倉庫及泊車位支付予一家同系附屬公司的租金。租金按預定比率（參考當時的市價計算）釐

定。

(h) 此乃根據與一家同系附屬公司訂立的廣告交換協議，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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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此乃根據與一家同系附屬公司訂立的廣告交換協議，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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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上文附註13(i)所披露的關連人士交易所產生的期／年終餘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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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 2,402

同系附屬公司的未償還餘額賬齡在30日內，為無抵押、免息及正常賒賬期為30日。

(iii) 主要管理層的酬金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基本薪金、房屋津貼、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2,902 2,315
退休金計劃供款 59 49

授出購股權的股份酬金成本 294 —

3,255 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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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購股權

上市前購股權計劃（「計劃」）經本公司及明報企業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通過的普通決議案而有條件地批准及

採納。每股認購價為本公司以配售及公開發售方式發售本公司股份的發售價。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開始上市前，將

不會提呈或授出購股權。為表揚本集團及明報企業及其附屬公司若干董事及僱員對本集團成長所作出的貢獻，並激

勵彼等繼續努力，已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於期間內，根據計劃授出的購股權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的股份數目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六年 已發行

於二零零六年 於期間內 於期間內 於期間內 九月三十日 普通股股份 每股 有條件

承授人 四月一日餘額 授出 行使 失效 餘額 所佔百分比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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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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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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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敬信先生 （附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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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0,000 — — — 6,200,00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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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購股權（續）

購股權的股份數目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六年 已發行

於二零零六年 於期間內 於期間內 於期間內 九月三十日 普通股股份 每股 有條件

承授人 四月一日餘額 授出 行使 失效 餘額 所佔百分比 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附註3） 港元

明報企業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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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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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應渝先生 （附註1） 150,000 — — — 150,00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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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000 — — — 2,550,000 0.64%

全職僱員 （附註1） 4,550,000 — — 150,000 4,400,000 1.10% 1.200 27/9/2005 18/10/2005-

25/9/2015

全職僱員 （附註2） 1,172,000 — — 72,000 1,100,000 0.28% 1.200 27/9/2005 18/10/2005-

25/9/2015

總額 14,472,000 — — 222,000 14,250,000 3.57%

附註：

就承授人獲授予的每份購股權而言，歸屬比例將為下列兩者其中之一：

1. 上市日期後五周年（由上市日期後首周年至上市日期後第五周年），每一周年歸屬購股權所涉及本公司股份20%；或

2. 上市日期後首周年，歸屬購股權所涉及本公司股份100%，

採用何者視乎情況而定，已在發給承授人的要約函中註明，在符合有關歸屬期的前提下，每份購股權的行使期自購股權提呈當

日起，為期十年。按照計劃所制定的購股權歸屬期，並無任何計劃所授予的購股權，可於上市日期起六個月內行使。

3. 於期間內，由於承授人停止作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全職僱員，因此彼等擁有的222,000股購股權已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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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於本公司及其聯繫公司的股本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依香港法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須予備存的登

記冊所載或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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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公司及聯交所

的呈報，本公司獲通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的聯繫人等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公司（按《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之涵義）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所持股份／相關股份數目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根據購股權 佔本公司

股份權益 的相關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法團權益 總額 股份權益 權益總額 百分比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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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裘昌先生 3,100,000 — — 3,100,000 1,250,000 4,350,00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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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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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敬信先生 — — — — 1,000,000 1,000,00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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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0 — — 310,000 150,000 460,000 0.12%

附註： 有關購股權的詳情，請參閱「購股權」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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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於本公司及其聯繫公司的股本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續）

(b) 於明報企業的股份權益

所持股份／相關股份數目

董事擁有 於二零零六年

根據購股權 或被視為 九月三十日

被視為擁有 擁有明報 佔明報企業

明報企業 企業股份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法團權益 股份權益 權益總數 百分比

（附註）

張鉅卿先生 611,000 147,000 — 600,000 1,358,000 0.34%

張裘昌先生 1,200,000 — — 600,000 1,800,000 0.45%

附註： 此為明報企業根據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舉行的明報企業股東特別大會批准的購股權計劃，授予有關董事以

認購明報企業股份的購股權。此等購股權的詳情如下：

根據

購股權的 佔明報 每股

相關明報 企業權益 明報企業

董事姓名 企業股份 概約百分比 股份行使價 授出日期 行使期

張鉅卿先生 300,000 0.074% 1.592 31/8/2001 1/9/2001-20/8/2011

張鉅卿先生 300,000 0.074% 1.800 15/9/2003 16/9/2003-20/8/2011

張裘昌先生 300,000 0.074% 1.592 31/8/2001 1/9/2001-20/8/2011

張裘昌先生 300,000 0.074% 1.800 15/9/2003 16/9/2003-20/8/2011

除上文及於「購股權」一段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的聯繫人等，於

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涵義）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概無擁有任何權益須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部分向本公司及聯交所呈報或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備

存的登記冊內或須依據標準守則向本公司及聯交所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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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擁有權益或淡倉的人士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部分作出的披露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須予備存的股份權益及淡倉登記冊所載，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獲通

知以下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的權益：

佔二零零六年

所持普通股 九月三十日已發行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身份 普通股百分比

Winmax Resources Limited（附註） 295,500,000 實益擁有人 73.875%

JP Morgan Chase & Co. 22,828,000 機構投資者 5.707%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中的好倉。

附註：

(1)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Winmax Resources Limited（「Winmax」）由Starsome Limited（「Starsome」）實益持有60%

權益及RGM Ventures Limited（「RGM Ventures」）實益持有40%權益。由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Winmax由Starsome

實益持有85.027%權益及RGM Ventures實益持有14.973%權益。有關資料，請參閱本公司及明報企業於二零零六年十

月十一日的聯合公布。

(2) Starsome為明報企業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RGM Ventures為Redgate Media Inc.（「Redgate Media」）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Redgate Media由白展鵬先生實益持有15.59%權益、其聯繫人實益持有1.69%權益、榮敬信先生實益持有

9.95%、朱纓女士實益持有9.95%、劉一凡先生實益持有4.22%及其他與本公司並無關連的獨立第三方實益持有58.6%

權益。

除上文及於「董事於本公司及其聯繫公司的股本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中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

十日並未獲通知有任何其他股東擁有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的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擔保（二零零五年：無）。

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280名僱員（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70名僱員），其中169名及111名

分別駐於香港及中國內地。本集團付予僱員的酬金根據業內慣例及個別僱員的表現釐定。

董事酬金由薪酬委員會按本公司的業績、個別表現及可比較的市場統計釐定。概無董事或其聯繫人參與釐定其薪

酬。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作為對董事及合資格僱員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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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本集團參與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設立的綜合退休福利計劃及為僱員設立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在中國內

地，本集團為僱員提供有關退休、醫療及待業的社會保障計劃，並已遵照中國內地的相關法律法規，向地方社會保

障部門供款。

企業管治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內的守則條文

及於整個期間一直遵守守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經本公司具

體諮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整個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要求標準。

本公司已為高級管理層及可能持有對本公司證券價格有影響資料的有關僱員制定不遜於標準守則內所訂有關證券交

易的書面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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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制定書面權責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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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並已討論有關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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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制定書面權責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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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兩名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及白展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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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制定書面權責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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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兩名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及白展鵬先生。

承董事會命

張鉅卿

董事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