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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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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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全年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45,943 70,129
已售貨品成本 (45,521) (55,498)

  

毛利 422 14,631
其他收入 4 10,619 2,969
其他收益 5 1,712 –
銷售及分銷支出 (12,302) (15,457)
行政支出 (17,414) (28,649)

  

經營虧損 6 (16,963) (26,506)
財務費用 7 (200) (199)
分佔一間採用權益法入賬之合營企業之
 虧損淨額 13 (50) –

  

除所得稅前虧損 (17,213) (26,705)
所得稅支出 8 (42) (143)

  

年內虧損 (17,255) (26,848)
  

應佔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17,255) (26,848)
— 非控股權益 – –

  

(17,255) (26,84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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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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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 (17,255) (26,848)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10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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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2 (14,074)
  長期服務金承擔之精算虧損 – (75)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7,541) (40,998)
  

應佔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7,541) (40,998)
— 非控股權益 – –

  

(7,541) (4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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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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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使用權資產 –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12 7,320 9,821
 採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13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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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0,480 8,673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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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15,000 –

  

總非流動負債 115,050 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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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5 6,963 8,567
 合約負債 15 3,680 2,263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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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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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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
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KY1-1108,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台灣從事媒
體業務，包括（但不限於）雜誌出版及數碼媒體業務。

除另有指明者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並已獲董事會於二零二一年
五月二十七日批准刊發。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本附註提供編製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清單。除另有指明者外，此
等政策於所有呈報年度貫徹應用。

2.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
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項下披露規定而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基準編
製，並就重估按公平值列賬之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作出修訂。編
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綜合財務報表須運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亦要求管理層
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行使判斷力。

(i) 本集團所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準則及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
 之修訂

重大之定義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上述修訂對過往期間確認之金額並無任何影響，且預期不會對當前或未來期間
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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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集團尚未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若干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準則及詮釋已頒布但毋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報
告期間強制應用，而本集團亦無提早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
 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之修訂

引用概念框架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之修訂

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
 合營企業之間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預期該等新訂準則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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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之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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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99 10,744 45,943
   

分部虧損 (9,613) (3,085) (12,698)
  

未分配支出（淨額） (4,515)
 

除所得稅前虧損 (17,213)
所得稅支出 (42)

 

年內虧損 (17,255)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30 – 30
   

政府補助 5,991 1,427 7,418
   

租賃修改收益 1,421 291 1,712
   

財務費用 166 34 2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8 51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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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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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92 15,037 70,129
   

分部虧損 (20,444) (3,528) (23,972)
  

未分配支出（淨額） (2,733)
 

除所得稅前虧損 (26,705)
所得稅支出 (143)

 

年內虧損 (26,848)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179 – 179
   

財務費用 165 3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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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折舊 602 74 676
   

無形資產攤銷 248 9 257
   

使用權資產折舊 1,832 375 2,207
   

分拆收益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確認時間
— 於某一時刻 11,594 14,478
— 隨時間 34,349 55,651

  

45,943 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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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30 179
股息收入 576 1,053
其他媒體業務收入 2,520 1,737
政府補助（附註） 7,418 –
行政服務收入 75 –

  

10,619 2,969
  

附註： 政府補助主要指香港政府保就業計劃之補貼。

5 其他收益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修改收益 1,71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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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消耗紙張 225 401
印刷成本 6,157 9,19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29 676
無形資產攤銷 – 257
使用權資產折舊 –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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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47 50,983
短期租賃支出 643 4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41)
壞賬撇銷 28 99
核數師酬金 700 700
其他專業費用 670 361
回收專業費用 – (2,565)
支援服務費 4,250 5,277
特許權費及專利費用 412 578
廣告及宣傳開支 1,550 1,870
分銷成本 395 697
銷售佣金 668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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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費用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75 199

貸款利息支出 125 –
  

200 199
  

8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
二零年：16.5%）計提撥備。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42 143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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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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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5) (26,848)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每股港仙） (4.3) (6.7)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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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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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無形資產

電腦軟件 商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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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期初賬面淨值 126 4,768 4,894

 添置 6 – 6

 攤銷支出 (52) (205) (257)

 減值 (80) (4,563) (4,643)
   

 期終賬面淨值 – – –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 1,438 75,600 77,038

 累計攤銷 (1,358) (13,583) (14,941)

 累計減值 (80) (62,017) (62,097)
   

 賬面淨值 – – –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期初賬面淨值 – – –
 添置 – – –
 攤銷支出 – – –
 減值 – – –

   

 期終賬面淨值 – – –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 1,438 75,600 77,038
 累計攤銷 (1,358) (13,583) (14,941)
 累計減值 (80) (62,017) (62,097)

   

 賬面淨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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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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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買賣證券 — 上市證券
於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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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9,822 (14,074)
  

於年末 7,320 9,821
  

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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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轉撥至綜合權益變動表
之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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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平值按上巿證券所報股價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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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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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採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四月一日 – –

註冊成立一間合營企業（附註 a） –* –

向一間合營企業貸款（附註b） 250 –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之虧損淨額 (50) –
  

於三月三十一日 200 –
  

附註：

(a)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四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以50港元註冊成
立合營企業Searching B Company Limited，有關交易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完成。由於協議規定須就相關活動之決策取得另一合營方之一致同意，本集
團將於Searching B Company Limited之投資入賬列為合營企業。

(b) 向一間合營企業貸款為無抵押、無固定還款期及免息。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合營企業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合營企業之投資性質：

合營企業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實際股權 主要業務 計量方法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Searching B

 Company Limited

 （「Searching B」）

香港 50% – 附註 權益

附註： Searching B主要從事營運一個以美容相關產品業務為主並以內容驅動及數據驅動
之電子商貿平台（即www.searchingb.com）。

Searching B為私人公司，其股份並無市場報價。概無任何涉及本集團於該合營企業所持權
益之承擔及或有負債。

* 結餘少於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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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聯營公司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性質：

聯營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實際股權 主要業務 計量方法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ByRead Inc.

 （「ByRead」）
開曼群島 24.97% 24.97% 附註 權益

附註： ByRead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於中國內地向個人及企業提
供娛樂及網上閱讀等流動電話增值服務。

ByRead為私人公司，其股份並無市場報價。概無任何涉及本集團於該聯營公司所持權益
之承擔及或有負債。ByRead目前剔除註冊中。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於ByRead之投資確認減值撥備23,467,000

港元，自此，本集團於ByRead之投資之賬面值為零。管理層經評估後認為毋須於截至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撥回任何減值。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聯營公司產生虧損，而過往年度本集團分佔聯營
公司之虧損以其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為限。

14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以及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7,546 7,479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41) (20)
  

貿易應收賬款 — 淨額 7,505 7,459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303 328

易貨應收賬款 94 153

預付款項及墊款 2,578 73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480 8,673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 –
  

10,492 8,673
  

按發票日期計算，關連方交易所產生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之賬齡為一百八十日以內。
有關款項為無抵押及免息，一般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一百八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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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介乎三十日至一百二十日之信貸期。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日至六十日 4,993 4,052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305 1,651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688 1,270

一百八十日以上 560 506
  

7,546 7,479
  

由於本集團擁有龐大客戶群，故並無有關貿易應收賬款之信貸風險集中情況。

本集團僅會與廣受認同及信譽昭著之第三方進行交易。本集團之政策為對所有擬按信貸
期進行交易之客戶進行信貸認證程序。此外，應收賬款結餘乃按持續基準監控，以減低
壞賬風險。貿易應收賬款之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一百二十日，視乎業務地區而定。

15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合約負債以及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2,299 3,046

其他應付賬款 4,664 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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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5 11,806
  

按發票日期計算，關連方交易所產生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之賬齡為一百八十日以內。
有關款項為無抵押及免息，一般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一百八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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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按發票日期計算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日至六十日 1,422 1,983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763 720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49 17

一百八十日以上 65 326
  

2,299 3,046
  

16 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即期
 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11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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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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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摘要

二零二零年，世界各國與新冠肺炎病毒疫症陷入苦戰，此無形敵人令環球經
濟備受重創。因此，香港本地生產總值較二零一九年實質減少6.1%。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本 集 團 營 業 額 由 二 零 二 零 年 之
70,129,000港 元 下 跌34%至45,943,000港 元。 因 此， 本 集 團 錄 得 除 稅 後 虧 損
17,255,000港元。去年，就無形資產、使用權資產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計提一
次性減值虧損撥備9,830,000港元，導致本集團錄得除稅後虧損26,848,000港元。

業務回顧

娛樂及生活時尚業務

本集團娛樂及生活時尚業務之營業額由上一個財政年度55,092,000港元下跌
36%至35,199,000港元，導致該分部錄得虧損9,613,000港元，惟較去年20,444,000
港元有所改善。分部業績改善歸功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
租賃修改及獲得政府補助而產生一次性其他收入及收益合共7,412,000港元。
此外，去年就無形資產、使用權資產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計提一次性減值
虧損撥備9,027,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為遏止新冠肺炎病毒傳播，民眾活動備受掣肘並導致零售消費
及商業活動（如時裝表演或宣傳活動）被迫煞停，而本集團表現亦難免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所打擊，其中主攻奢侈品牌之《明周》（「明周」）及《Ming’s》所錄得廣
告開支同受影響。

作為深受大眾歡迎之娛樂及文化雜誌，明周堅守其於香港印刷及數碼平台上
之地位。同時，《Ming’s》一直保持其作為潮流時尚及美容品牌之美譽，尤其受
到年輕人愛戴。於回顧財政年度，明周邀得鄭欣宜小姐及關心妍小姐為其周
年紀念舉辦虛擬音樂會。

由於民眾為安全起見選擇留守家中，消費者的購物習慣從實體購物轉為網上
購物。本集團通過增強旗下Mingshop930及SearchingB等電子商務平台，繼續受
惠於此一潮流趨勢。此外，本集團亦繼續打造健康及金融視頻系列等自主策
劃之內容，務求擴大客戶群（尤其針對數碼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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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管理藝人數目增加，本集團旗下藝人管理及活動管理業務嶄露頭角。本
集團借助旗下藝人推廣電子商務平台，方法包括於平台上推介產品或主持節目。

為設法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之經濟困境，本集團將成本優化視為重點工作。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通過自然流失節省部分人力資源成本。此外，本集
團亦於回顧年度獲得多筆政府補助。

手錶及汽車業務以及其他

於回顧財政年度，手錶及汽車業務分部之營業額由上一個財政年度15,037,000
港元下跌29%至10,744,000港元，惟分部虧損由去年3,528,000港元縮減至3,085,000
港元。由於零售支出縮減導致廣告支出（尤其手錶廣告客戶）下降，分部營業額
錄得跌幅。分部業績改善歸功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租賃
修改及獲得政府補助而產生一次性其他收入及收益合共1,718,000港元。此外，
去年就無形資產、使用權資產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計提一次性減值虧損撥
備803,000港元。

《TopGear極速誌》仍為頂尖汽車雜誌，分別設有香港版及台灣版，背靠國際出
版後台。此外，《MING Watch明錶》為專業高級手錶雜誌，內容涵蓋香港最新行
業趨勢。上述雜誌均已將其核心廣告業務擴展至活動營銷及迅速爆紅的視頻
製作，不單聚焦於汽車及手錶，同時亦涉獵相關生活時尚領域。

可持續發展

本集團將可持續發展措施融入其策略、決策及營運過程中，以確保旗下業務
對環境造成最小影響，同時能夠製作及交付可靠優質之內容、服務及產品。
本集團每年邀請相關持份者協助檢討重大可持續發展議題。本集團設有監察
水電等自然資源使用情況之制度。至於社會方面，本集團於回顧財政年度加
強工作健康及安全措施，以防止新冠肺炎病毒於工作場所傳播。此外，本集
團亦針對編輯、採購及財務等領域實施控制措施，致力建立道德文化。本集
團通過年度社交活動與當地社區及其股東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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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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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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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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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1,000港 元），佔 本 集 團 資 產 總 值 約5%（二 零 二 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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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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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實施邊境封鎖及行動限制，世界各國面臨環球經濟衰
退難題，本集團預期新一個財政年度將繼續挑戰重重。然而，隨著新冠肺炎
疫苗面世，各國紛紛展開疫苗接種計劃，環球經濟有望踏上復甦之路。本集
團計劃創作自主策劃之內容及與更多策略夥伴合作，務求壯大旗下數碼業務
並實現擴充。此外，本集團於回顧年度調整業務以應對充滿挑戰之經濟狀況，
並將於可行情況下繼續努力控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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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112,476,000港元（二零
二零年：4,976,000港元），而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則為5,513,000港元（二
零二零年：13,054,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115,08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9,976,000港元）及來自同
系附屬公司之貸款115,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無），惟並無銀行借貸（二零二
零年：無）。資本負債比率（即債務淨額（按借貸總額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計算）
佔股本總額（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加債務淨額計算）之比率）為零。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自同系附屬公司取得融資125,000,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5,000,000港元），用於本集團業務及發展。年內，
本集團已合計動用上述融資其中 115,000,000港元。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收益及成本主要以港元計值。本集團預期匯率波動之風險並不重大。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
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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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九日（星期四）至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
二）（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
戶登記事宜。為符合資格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所有已填妥之股份過戶表
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
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以辦理登記。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122名僱員（二零二零年：153名僱員）。
本集團僱員之酬金乃根據經營業績、個人表現及可比較市場統計數字而釐定。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酬金由薪酬委員會定期檢討。在香港，本集團為其僱
員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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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內《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並於年內一直遵守企業管
治守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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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諮詢後，各
董事確認於整個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本公司亦已為高級管理人員及可能獲悉有關本公司證券之內幕消息之指定人
士制訂條款不較標準守則寬鬆之證券交易書面指引。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現任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俞漢度先生、周卓華先生及劉
志華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綜合財務報表，並已討論與審計、風險管理、內部監控系統及財務報告有關
之事宜。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現任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俞漢度先生、周卓華先生及劉
志華先生，以及一名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現任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俞漢度先生、周卓華先生及劉
志華先生，以及一名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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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同意，本初步公布所載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
收益表以及相關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年內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所載之金額一
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布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進行之核證工作，
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對本初步公布作出任何核證。

承董事會命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張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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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卓華先生及劉志華先生。

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一切資料之本公司二零二零╱二一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
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並將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底前寄交股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