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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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26）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第一季業績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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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於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0,264  10,866  

已售貨品成本  (7,777 ) (8,807 ) 

      

毛利  2,487  2,059  

其他收入 3 1,674  341  

銷售及分銷支出  (2,049 ) (2,196 ) 

行政支出  (4,063 ) (4,174 ) 

      

經營虧損  (1,951)  (3,970)  

財務費用  (129)  (198)  

分佔一間採用權益法入賬之合營企業之虧損淨額  (9)  (24)  

      
除所得稅前虧損  (2,089)  (4,192)  

所得稅支出 5 (8)  (10)  

      

期內虧損  (2,097)  (4,202)  

      
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097)  (4,202) 

  –非控股權益  -  - 

  (2,097)  (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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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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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2,097)  (4,202)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21)  (10)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

值變動 
  

5,820 
  

6,36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702  2,148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3,702  2,148  

– 非控股權益  -  -  

  3,702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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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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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320  
無形資產  -  -  
使用權資產  -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8 10,800  4,980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46  55  

      

總非流動資產  11,174  5,355  
      

流動資產      
存貨  193  20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985  6,79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881  90,259  
      

總流動資產  24,059  97,258  
      
      

總資產  35,233  10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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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083 ) (333,882 ) 
累計虧損  (135,196 ) (133,099 ) 

      

總虧絀  (5,335)  (9,03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承擔  12  12  
租賃負債  59  80  
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9 30,000  100,000  

      
總非流動負債  30,071  100,09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5,220  5,722  
合約負債  4,402  4,478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710  1,199  
租賃負債  92  94  
應付所得稅  73  65  

      

總流動負債  10,497  11,558  
      
      

總負債  40,568  111,650  
      
      

總權益及負債   35,233  10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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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a)  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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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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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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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應付所得稅採用預期全年盈利總額適用之稅率計算。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毋須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報告期間強制應用之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準則。預
期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不會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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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委員會考慮娛樂及生活時尚業務、手錶及汽車業務以及其他業務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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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該等業務之客戶收益額總額分析以及向行政委員會提供呈報分部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媒體業務   

 

娛樂及生活 

時尚業務 

手錶及 

汽車業務 

以及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331 2,933 10,264 

 ═══════ ═══════ ═══════ 

分部(虧損)/溢利 (1,831) 795 (1,036) 

 ═══════ ═══════  

未分配支出 (淨額)   (1,053) 

   ─────── 

除所得稅前虧損   (2,089) 

所得稅支出   (8) 

   ─────── 

期內虧損   (2,097) 

   ═══════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1 - 1 

 ═══════ ═══════ ═══════ 

政府補助 1,355 277 1,632 

 ═══════ ═══════ ═══════ 

財務費用 (107) (22) (129)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6) (10) (5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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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止三個月 

                         媒體業務   

 

娛樂及生活 

時尚業務 

手錶及 

汽車業務 

以及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8,722 2,144 10,866 

 ═══════ ═══════ ═══════ 

分部虧損 (2,549) (802) (3,351) 

 ═══════ ═══════  

未分配支出 (淨額)   (841) 

   ─────── 

除所得稅前虧損   (4,192) 

所得稅抵免   (10) 

   ─────── 

期內虧損   (4,202) 

   ═══════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6 - 6 

 ═══════ ═══════ ═══════ 

財務費用 (164) (34) (198)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6) (14) (8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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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  6  
其他媒體業務收入 3  297  
政府補助 1,632  -  
行政服務收入 38  38  
 1,674  341  

   
4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經扣除以下費用後列賬： 
 

5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二一年：16.5%)計提撥備。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 (8)  (10)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6  8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8,561  9,964  
短期租賃及與並無計入租賃負債的可變租賃付款 
有關的支出 

 
42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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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除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以千計) 400,900  400,900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2,097)  (4,202)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每股港仙) (0.5)  (1.0)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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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股息 

 
董事並無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8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分類 
 
此包括並非持作買賣之上市股本證券，而本集團已於初始確認時不可撤回地選擇於此分類確認。此乃
策略性投資，故本集團認為此分類更為相關。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投資 
 (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買賣證券 - 上巿證券     
於期初/年初 4,980  7,320  
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5,820  (2,340)  
於期末/年末(附註) 10,800  4,980  

  
 附註： 

  
 結餘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之毛記葵涌有限公司（「毛記葵涌」）之普通

股公平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概無來自上述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持有之股

權投資之股息(二零二一年：無)已於綜合收益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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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即期     
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附註） 30,000  100,000  

  
 附註: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自其同系附屬公司獲得融資125,000,000 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相同），包括已動用融資30,000,000 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0,000,000 港元）及未
動用融資95,000,000 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5,000,000 港元）。 
 
根據貸款融資協議，所提取貸款為30,000,000港元，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之前毋須償還。由於本
集團有權無條件將該貸款的結算遞延至結算日後至少十二個月，該貸款被分類為非流動。該貸款之年
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4%。 

 
10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擔保(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11 重要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 12,000,000 股毛記葵涌普通股(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2,000,000股普通股)毛記葵涌普通股，相當於毛記葵涌股權之 4.4%(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4%)。

於期內，就該等普通股概無收取股息(二零二一年：無)。毛記葵涌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1716)，主要從事向客戶提供綜合廣告及媒體服務。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該等普通股之公平值為 10,800,000 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980,000 港元)，佔本集團資產總

值約 30.7%(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9%)。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毛記葵涌之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前，涉及 12,000,000 股毛記

葵涌普通股之原投資總成本 1,041,000港元於本集團財務報表視作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緊隨上市前，投

資於 12,000,000股普通股之賬面值為 1,768,000港元。於毛記葵涌之投資並非持作買賣。本集團認為此

項投資為策略性投資，並將定期檢討其投資策略以應對市況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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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業務回顧 
 

於回顧季度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為 10,264,000 港元 (二零二一年：10,866,000 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

同季減少約 6%。本集團於季度內之業務受到疫情之不良影響。隨着控制其營運成本及取得「2022 保

就業計劃」之政府補助為 1,632,000港元，因此，本集團錄得虧損 2,097,000 港元，上個財政年度同季

的虧損則為 4,202,000港元。 

 

 

 

 

承董事會命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張裘昌 

 董事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非執行董事張聰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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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洪琬貽女士及劉志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