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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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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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於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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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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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2 18,108  22,107  

已售貨品成本  (13,480 ) (13,909 ) 

      

毛利   4,628  8,198  

其他收入  372  333  

銷售及分銷支出  (3,941 ) (5,903 ) 

行政支出  (4,745 ) (5,876 ) 

      

經營虧損  (3,686 ) (3,248 ) 

財務費用  (57 ) -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業績  -  -  

      
除所得稅前虧損  (3,743 ) (3,248 ) 

所得稅支出 6 (37 ) (49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3,780 ) (3,297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之期內虧損 

  
- 
 
 

 
(2,073 

 
) 

      

期內虧損  (3,780 ) (5,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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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未經審未經審未經審核核核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780 ) (3,297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2,073 ) 

  (3,780 ) (5,370 ) 

  –非控股權益  -  -  

  (3,780 ) (5,370 )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以每股港仙呈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9 ) (0.8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0.5 ) 

基本及攤薄 7 (0.9 ) (1.3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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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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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3,780 ) (5,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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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重新分類或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1  (41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  (2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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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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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4 ) (35,142)  

      

應佔應佔應佔應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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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4,994 ) (35,496)  

–已終止經營業務  -  354   

  (4,994 ) (35,142)  

 –非控股權益  -  -  

  (4,994 ) (3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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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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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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7  1,627  
使用權資產  6,068  -  
無形資產 3 4,828  4,894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4 22,680  23,895  

      
總非流動資產總非流動資產總非流動資產總非流動資產  35,313  30,416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295  48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7,757  16,811  
應收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  -  
可收回所得稅  353  39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209  22,843  
      
總流動資產總流動資產總流動資產總流動資產  36,618  40,527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71,931  7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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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019 ) (324,805 ) 
累計虧損  (82,867 ) (79,087 )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49,058  5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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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54  
租賃負債  3,946  54  

      
總非流動負債總非流動負債總非流動負債總非流動負債  4,00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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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8  12,620  
租賃負債  2,149  -  
合約負債  1,536  3,116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990  1,101  

      
總流動負債總流動負債總流動負債總流動負債  18,873  16,837  
      
      
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  22,873  16,891  
      
      
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   71,931  7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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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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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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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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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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止財政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
則、準則及詮釋之修訂。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準則及詮釋之修訂於初步應用期間
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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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委員會考慮香港及台灣以及中國內地之媒體業務經營表現，另外亦會考慮娛樂及生活時尚業務，
手錶及汽車業務及其他業務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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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該等地區之外來客戶收益總額分析以及向行政委員會提供作為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呈報分部之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媒體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香港及台灣   

 

娛樂及生活 

時尚業務 

手錶及 

汽車業務 

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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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1 3,727 18,108 - 1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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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虧損 (1,901) (767) (2,668) - (2,668) 

 ═══════ ═══════ ═══════ ═══════  

未分配支出     (1,018) 

     ─────── 

經營虧損     (3,686) 

財務費用     (57)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業績     - 

     ─────── 

除所得稅前虧損     (3,743) 

所得稅支出     (37) 

     ─────── 

期內虧損     (3,780) 

     ═══════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50 - 50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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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65 16 181 -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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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形資產攤銷 65 3 68 - 6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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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媒體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香港及台灣   

 

娛樂及生活 

時尚業務 

手錶及 

汽車業務 

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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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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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虧損 (1,160) (351) (1,511) (2,073) (3,584) 

 ═══════ ═══════ ═══════ ═══════  

未分配支出     (1,737) 

     ─────── 

經營虧損     (5,321)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業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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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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形資產無形資產無形資產無形資產 
 
 

 
 電腦軟件 商標 總計 

   (附註(a)) (附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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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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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4,973 5,173 
 添置  11 - 11 
 攤銷支出  (85) (205) (290) 
   ────── ────── ────── 
 期終賬面淨值  126 4,768 4,894 
   ══════ ══════ ══════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  1,443 75,600 77,043 
 累計攤銷  (1,317) (13,378) (14,695) 
 累計減值  - (57,454) (57,454) 
   ────── ────── ────── 
 賬面淨值  126 4,768 4,894 
   ══════ ══════ ══════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止止止止 

期間期間期間期間     
 期初賬面淨值  126 4,768 4,894 
 添置  2 - 2 
 攤銷支出  (16) (52) (68) 
   ────── ────── ────── 
 期終賬面淨值  112 4,716 4,828 
   ══════ ══════ ══════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九年九年九年九年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成本  1,435 75,600 77,035 
 累計攤銷  (1,323) (13,430) (14,753) 
 累計減值  - (57,454) (57,454) 
   ────── ────── ────── 
 賬面淨值  112 4,716 4,828 
   ══════ ══════ ══════ 

 
(a)  電腦軟件被視為可使用年期有限，其成本乃按成本減任何減值虧損列賬，並使用直線法按五年期攤銷。 
 
(b) 商標來自明周（「明周」）之出版權益。管理層將出版明周釐定為相應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 

商標按成本減累計攤銷及減值撥備列賬，並使用直線法按三十年期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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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之之之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買賣證券 - 上巿證券     
於期初/年初 23,895  70,470  
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公平值虧損 (1,215 ) (46,575 ) 
於期末/年末 22,680  23,895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列賬。公平值變動產
生之損益於綜合全面收益表內「其他全面收益」確認。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公平值按上巿證券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股價釐定。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就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作出減值撥備（二
零一八年：無）。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以港元計值，公平值與賬面值相若。 

 
5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按性質分類之開支按性質分類之開支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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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八年：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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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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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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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已消耗紙張 122  23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81  184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552  -  
無形資產攤銷 68  8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2,082  13,478  
短期租賃開支 97  -  
租賃成本 -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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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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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計) 400,900  400,9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3,780 ) (3,297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 
攤薄虧損(每股港仙) 

 
(0.9 

 
) 

 
(0.8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  (2,073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 
及攤薄虧損(每股港仙) 

 
- 
 
 

 
(0.5 

 
)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每股港仙) (0.9 ) (1.3 )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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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並無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9 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擔保(二零一八年：無)。 
 



– 11 – 

10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於回顧季度內，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為 18,108,000港元 (二零一八年：22,107,000港元)，較

上個財政年度同季減少約 18%。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來自娛樂及生活時尚分部廣告收入下降。本集團

於本季度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比較上個財政年度同季由 3,297,000港元增加約 15%至 3,780,000

港元。鑑於近期香港經濟放緩，本集團將繼續收緊營運成本及提升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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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非執行董事張聰女士；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及林栢昌先生；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俞漢度先生及劉志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