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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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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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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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華媒體集團 有限公司萬華媒體集團 有限公司萬華媒體集團 有限公司萬華媒體集團 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426））））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止止止止三個月之三個月之三個月之三個月之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季季季季業業業業績公布績公布績公布績公布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於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22,570  22,196  

已售貨品成本  (14,694 ) (16,582 ) 

      

毛利   7,876  5,614  

其他收入  348  643  

銷售及分銷支出  (6,918 ) (6,329 ) 

行政支出  (6,627 ) (7,815 ) 

      

經營虧損  (5,321 ) (7,887 )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業績  -  367  

      
除所得稅前虧損  (5,321 ) (7,520 ) 

所得稅支出  6 (49 ) (191 ) 

      

期內虧損  (5,370 ) (7,711 ) 

      
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370 ) (7,711 ) 

  –非控股權益  -  -  

  (5,370 ) (7,711 )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以每股港仙呈列）      

–基本及攤薄 7 (1.34 ) (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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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5,370 ) (7,711 ) 

      

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410 ) 31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29,362 ) -  

      

期內全面期內全面期內全面期內全面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35,142 ) (7,394 ) 

      

應佔應佔應佔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5,142 ) (7,394 ) 

 –非控股權益  -  -  

  (35,142 ) (7,3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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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56  1,753  
無形資產 3 5,094  5,173  
按公平值列賬在其他全面收益中 

處理的金融資產 
 

4 
 

41,108 
  

70,470 
 

利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1,115  1,115  
      

總非流動資產總非流動資產總非流動資產總非流動資產  48,973  78,511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020  1,40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24,189  20,800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3  
可收回所得稅  554  1,00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143  29,761  
      
總流動資產總流動資產總流動資產總流動資產  50,906  52,975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99,879  131,486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401  401  
股份溢價  457,543  457,543  
其他儲備   (309,045 ) (279,273 ) 
累計虧損  (72,350 ) (66,980 )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76,549  111,691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承擔  50  50  

      
總非流動負債總非流動負債總非流動負債總非流動負債  50  50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22,375  18,781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905  964  

      
總流動負債總流動負債總流動負債總流動負債  23,280  19,745  
      
      
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  23,330  19,795  
      
      
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   99,879  13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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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a)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財務資料(「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且根據國際會
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 
 
此財務資料乃按照歷史成本常規編製。 
 
編製貫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資料時須採用若干重大會計估計，亦要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
政策時作出判斷。 
 
本第一季業績公布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經
審核綜合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b)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載有關年度財務報表所
用者一致。 
 
期間所得稅乃按預期年度總盈利所適用之稅率計提。 
 
本集團並無採納已頒布但於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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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收益及收益及收益及收益及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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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視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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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委員會按除稅前經營溢利╱虧損(惟不包括企業開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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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委員會考慮於香港及台灣媒體業務營運及中國內地媒體業務營運之表現，還有考慮娛樂及生活媒
體業務營運、與及手錶及汽車媒體業務營運和其他業務營運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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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該等地區之外來客戶收益總額分析以及向本集團行政委員會提供呈報分部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
十日止三個月之營業額及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媒體業務 

 香港及台灣   

 

娛樂及 

生活營運 

手錶及 

汽車營運 

及其他 小計 中國內地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8,456 3,651 22,107 463 22,570 

 ═══════ ═══════ ═══════ ═══════ ═══════ 

分部經營虧損 (1,160) (351) (1,511) (2,073) (3,584) 

 ═══════ ═══════ ═══════ ═══════  

未分配支出     (1,737) 

     ─────── 

除所得稅前虧損     (5,321) 

所得稅支出     (49) 

     ─────── 

期內虧損     (5,370) 

     ═══════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18 - 18 15 33 

 ═══════ ═══════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64 20 184 - 184 

 ═══════ ═══════ ═══════ ═══════ ═══════ 

無形資產攤銷 76 4 80 - 8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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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向行政委員會提供呈報分部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呈報分部之營業額及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媒體業務 

 香港及台灣   

 

娛樂及 

生活營運 

手錶及 

汽車營運 

及其他 小計 中國內地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7,085 3,600 20,685 1,511 22,196 

 ═══════ ═══════ ═══════ ═══════ ═══════ 

分部經營虧損 (3,931) (1,063) (4,994) (1,386) (6,380) 

 ═══════ ═══════ ═══════ ═══════  

未分配支出     (1,507) 

     ─────── 

經營虧損     (7,887)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業績 - 367 367 - 367 

     ─────── 

除所得稅前虧損     (7,520) 

所得稅支出     (191) 

     ─────── 

期內虧損     (7,711) 

     ═══════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40 - 40 31 71 

 ═══════ ═══════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27 14 241 23 264 

 ═══════ ═══════ ═══════ ═══════ ═══════ 

無形資產攤銷 286 - 286 - 28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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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形資產無形資產無形資產無形資產 

 
 
 

 
電腦軟件 

 
商譽 商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止止止止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賬面淨值 302 - 25,000 25,302 
 添置 31 - - 31 
 攤銷支出 (133) - (993) (1,126) 
 減值撥備 - - (19,034) (19,034) 
  ────── ────── ────── ────── 
 期終賬面淨值 200 - 4,973 5,173 
  ══════ ══════ ══════ ══════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成本 1,484 2,725 75,600 79,809 
 累計攤銷 (1,284) - (13,173) (14,457) 
 累計減值 - (2,725) (57,454) (60,179) 
  ────── ────── ────── ────── 
 賬面淨值 200 - 4,973 5,173 
  ══════ ══════ ══════ ══════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止止止止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賬面淨值 200 - 4,973 5,173 
 添置 - - - - 
 攤銷支出 (28) - (51) (79) 
  ────── ────── ────── ────── 
 期終賬面淨值 172 - 4,922 5,094 
  ══════ ══════ ══════ ══════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成本 1,433 2,725 75,600 79,758 
 累計攤銷 (1,261) - (13,224) (14,485) 
 累計減值 - (2,725) (57,454) (60,179) 
  ────── ────── ────── ────── 
 賬面淨值 172 - 4,922 5,094 
  ══════ ══════ ══════ ══════ 

 
4 按公平值列賬在其他全面收益中處理的金融資產按公平值列賬在其他全面收益中處理的金融資產按公平值列賬在其他全面收益中處理的金融資產按公平值列賬在其他全面收益中處理的金融資產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證券     
於期初/年初 70,470  -  
增添 -  24,300  
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公平值收益 (29,362 ) 46,170  
於期末/年末 41,108  70,470  

  
按公平值列賬在其他全面收益中處理的金融資產以港元計值，其公平值與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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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性質分類之按性質分類之按性質分類之按性質分類之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計入已售貨品成本、銷售及分銷支出以及行政支出之開支分析如下： 
 

6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七年：16.5%)計提撥備。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虧
損或動用稅項虧損而抵銷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即期企業所得稅計提撥備。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六六六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日止三個月日止三個月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支出 49  191  
     
遞延所得稅抵免 -  -  
 49  191  

7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除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計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5,370  7,711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千計) 400,900  400,90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每股港仙) 1.34  1.92  

 
 

    

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概無任何已發行具潛在攤薄影響之股份，故每
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已消耗紙張 230  2,15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84  264  
無形資產攤銷 80  28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4,506  15,144  
租賃成本 1,055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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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並無宣派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9 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擔保(二零一七年：無)。 
 

10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於回顧季度內，本集團營業額為 22,570,000港元 (二零一七年：22,196,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同

季輕微增加 1.7%。營業額增加乃由於數碼廣告收益增長所致。雖然本集團整體印刷廣告收益下跌，但

數碼廣告收益的改善能完全填補這下跌。此外，工資成本及紙張及印刷費於季度內有所減省，這導致

本回顧季度之虧損減少至 5,370,000港元，上個財政年度同季的虧損則為 7,711,000港元。 

 

茲提述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之自願公布，共創媒體有限公司（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已與一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出售其於北京萬華廣告有限責任公司（「北京萬華廣告」），及北京

新時代潤誠科技諮詢有限公司（「北京潤誠科技」）100%之註冊資本權益。北京萬華廣告及北京潤誠科

技主要從事中國內地雜誌業務。北京萬華廣告及北京潤誠科技於過去三年期間錄得虧損，該等公司將

以相當於其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四日之有形資產總淨值之代價出售，而完成出售則須經監管批准。 

 

 

 

 

 

承董事會命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張裘昌張裘昌張裘昌張裘昌 

董事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非執行董事張聰女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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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