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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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第四季業績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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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於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1,744  11,430  

已售貨品成本  (11,470 ) (12,811 ) 

      

毛利/(虧)  274  (1,381 ) 

其他收入 3 541  624  

銷售及分銷支出  (2,821 ) (3,372 ) 

行政支出  (3,932 ) (13,021 ) 

      

經營虧損  (5,938 ) (17,150)  

財務費用  (59 ) (43)  

分佔一間採用權益法入賬之合營企業之虧損淨額  (37 ) -  

      
除所得稅前虧損  (6,034 ) (17,193)  

所得稅抵免/(支出) 5 19  (24)  

      

期內虧損  (6,015 ) (17,217)  

      
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015 ) (17,217) 

  –非控股權益  -  - 

  (6,015 ) (1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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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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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6,015 ) (1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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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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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5,164) 
 

長期服務金承擔之精算虧損  -  (7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5,679)  (22,463)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5,679)  (22,463)  

– 非控股權益  -  -  

  (5,679)  (2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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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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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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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0  9,821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200  -  

      
總非流動資產  8,087  10,500  
      
流動資產      
存貨  281  37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480  8,673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5,082  9,976  
      
總流動資產  125,855  19,028  
      
      
總資產  133,942  2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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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664 ) (338,955 ) 
累計虧損  (120,767 ) (105,935 ) 

      
總權益   5,513  13,05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承擔  50  137  
租賃負債  -  2,285  
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9 115,000  -  

      
總非流動負債  115,050  2,42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6,963  8,567  
合約負債  3,680  2,263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92  976  
租賃負債  1,414  2,205  
應付所得稅  30  41  

      
總流動負債  13,379  14,052  
      
      
總負債  128,429  16,474  
      
      
總權益及負債   133,942  2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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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a)  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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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第四季業績公布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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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布一併閱讀。 
 

(b) 會計政策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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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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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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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該等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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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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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6 2,358 11,744 

 ═══════ ═══════ ═══════ 

分部虧損 (4,042) (1,308) (5,350) 

 ═══════ ═══════  

未分配支出 (淨額)   (684) 

   ─────── 

除所得稅前虧損   (6,034) 

所得稅抵免   19 

   ─────── 

期內虧損   (6,015) 

   ═══════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6 - 6 

 ═══════ ═══════ ═══════ 

財務費用 49 10 59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2 13 8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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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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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9 2,451 11,430 

 ═══════ ═══════ ═══════ 

分部虧損 (15,331) (2,365) (17,696) 

 ═══════ ═══════  

未分配收益   2,565 

未分配支出 (淨額)   (2,062) 

   ─────── 

除所得稅前虧損   (17,193) 

所得稅支出   (24) 

   ─────── 

期內虧損   (17,217) 

   ═══════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26 - 26 

 ═══════ ═══════ ═══════ 

財務費用 36 7 43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732 42 774 

 ═══════ ═══════ ═══════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4,632 11 4,643 

 ═══════ ═══════ ═══════ 

使用權資產減值撥備 3,663 750 4,413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32 25 157 

 ═══════ ═══════ ═══════ 

無形資產攤銷 61 3 64 

 ═══════ ═══════ ═══════ 

使用權資產折舊 458 94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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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6  26  
其他媒體業務收入 485  598  
行政服務收入 50  -  
 541  624  

4 經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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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所得稅抵免/(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二零年：16.5%)計提撥備。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抵免/(支出)     
－香港利得稅 19  (24)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消耗紙張 46  9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5  157  
無形資產攤銷 -  64  
使用權資產折舊 -  552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  774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  4,643  
使用權資產減值撥備 -  4,41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0,782  13,174  
短期租賃支出 -  223  
回收專業費用 -  (2,56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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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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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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5)  (17,217)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每股港仙) (1.5)  (4.3)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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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並無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股息(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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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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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1  23,895  
出售 (附註) (12,323)  -  
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9,822  (14,074 ) 
於期末/年末 7,320  9,821  

  
 附註：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本集團以總代價約12,300,000港元（按出售日期之市價計算）出售部分證券。已出

售證券之正數公平值變動連同未售證券之公平值變動計入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公平值收益約

9,800,000港元內。進行出售時，合共約2,400,000港元由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轉撥至綜合權益
變動表之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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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餘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之毛記葵涌有限公司（「毛記葵涌」之普通股公平值。年內，

來自上述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投資之股息總額57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053,000港元）
已於綜合收益表確認。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平值按上巿證券之股價釐定。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以港元計值，其公平值與賬面值相若。 

 

9 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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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00  -  

  
 附註: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自其同系附屬公司獲得融資125,000,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
十一日：25,000,000 港元），包括已動用融資115,000,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及未
動用融資10,000,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5,000,000 港元）。 
 
所提取貸款包括結餘25,000,000港元及90,000,000港元，分別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四
年二月二十九日之前毋須償還。該等貸款之年利率分別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6%及香港銀行同業拆
息加1.4%（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10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擔保(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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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要投資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進行一連串交易，以總代價約 12,300,000 港

元在市場上出售合共 8,250,000 股毛記葵涌普通股（「出售事項」）。完成出售事項後，本集團所持毛記

葵涌普通股數目由 20,250,000股普通股減至 12,000,000股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 12,000,000 股毛記葵涌普通股(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20,250,000股普通股)毛記葵涌普通股，相當於毛記葵涌股權之 4.4%(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7.5%)。

年內，就該等普通股收取之股息為 576,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1,053,000港元)。毛記葵涌為於開曼群

島註冊成立並於香港聯合交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1716)，主要從事向客戶提供綜合廣

告及媒體服務。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普通股之公平值為 7,320,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9,821,000港元)，佔本集團資產總值約 5%(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3%)。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毛記葵涌之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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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就 20,250,000

股毛記葵涌普通股而言為 1,75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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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就 20,250,000股毛記

葵涌普通股而言為 2,9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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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業務回顧 
 

於回顧季度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為 11,744,000 港元 (二零二零年：11,430,000 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

同季輕微增加約 3%。本集團錄得虧損 6,015,000港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同季的虧損則為 17,217,000港

元。於上個財政年度同季錄得有關無形資產、使用權資產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一次性減值虧損撥備

合計 9,830,000港元。 

 

 

 

 

承董事會命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張裘昌 

 董事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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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華先生及周卓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