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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2020/21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6 20,777 37,790

已售貨品成本 (22,923) (29,239)  

毛（損）╱利 (2,146) 8,551

其他收入 7 6,316 785

其他收益 8 1,712 –

銷售及分銷支出 (6,318) (8,015)

行政支出 (9,029) (9,952)  

經營虧損 9 (9,465) (8,631)

財務費用 10 (81) (109)  

除所得稅前虧損 (9,546) (8,740)

所得稅支出 11 (40) (74)  

期內虧損 (9,586) (8,814)
  

應佔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9,586) (8,814)
— 非控股權益 – –  

(9,586) (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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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39) (2.20)

  

上述簡明綜合收益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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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9,586) (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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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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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 (4,657)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556) (13,467)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556) (13,467)
— 非控股權益 – –  

(556) (13,467)
  

上述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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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2020/21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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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679
 無形資產 14 – –
 使用權資產 –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15 6,600 9,821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16 250 –  

總非流動資產 7,410 10,500  

流動資產
 存貨 248 37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7 9,209 8,6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169 9,976  

總流動資產 31,626 19,028
  

總資產 39,036 29,52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8 401 401
 股份溢價 18 457,543 457,543
 其他儲備 (332,348) (338,955)
 累計虧損 (113,098) (105,935)  

總權益 12,498 13,05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承擔 137 137
 租賃負債 713 2,285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21 10,000 –  

總非流動負債 10,850 2,42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9 7,900 8,567
 合約負債 19 4,055 2,263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9 759 976
 租賃負債 1,389 2,205
 應付所得稅 81 41
 銀行借貸 20 1,504 –  

總流動負債 15,688 14,052
  

總負債 26,538 16,474
  

總權益及負債 39,036 29,528
  

上述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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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401 457,543 (324,805) (79,087) 54,052 – 54,052
       

全面虧損總額
期內虧損 – – – (8,814) (8,814) – (8,81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貨幣匯兌差額 – – 4 – 4 – 4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 (4,657) – (4,657) – (4,657)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4,653) (8,814) (13,467) – (13,467)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401 457,543 (329,458) (87,901) 40,585 – 40,585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401 457,543 (338,955) (105,935) 13,054 – 13,054
       

全面虧損總額
期內虧損 – – – (9,586) (9,586) – (9,586)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貨幣匯兌差額 – – (72) – (72) – (72)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 9,102 – 9,102 – 9,102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9,030 (9,586) (556) – (556)
       

撥回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之儲備 – – (2,423) 2,423 – – –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401 457,543 (332,348) (113,098) 12,498 – 12,498
       

上述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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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2020/21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流量
經營所用現金 (10,519) (5,755)

已付香港利得稅 – –

已付利息 (81) (109)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0,600) (5,864)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1) (379)

購置無形資產 – (2)

已收利息 5 100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之銷售所得款項（附註15） 12,323 –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250) –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2,037 (281)
  

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1,504 810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所得款項 10,000 –

租賃付款之本金部分 (676) (1,055)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0,828 (24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2,265 (6,39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976 22,843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影響 (72) 4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169 16,457
  

上述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6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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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T, George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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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

呈列。此中期財務資料已獲董事會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批准刊發。

此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此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年度財務報表及本中期財務資料隨附之解釋附註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除採納於下文載列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過往財政年度及相應中期報告期間之會計政策貫徹一致。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乃按預計年度總盈利所適用的稅率計算。

(i) 本集團所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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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所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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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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2020/21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3 會計政策（續）

(ii) 本集團尚未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詮釋

若干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準則以及詮釋已頒布但毋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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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日期待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之修訂 保險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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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估計

於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需要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此舉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及所呈報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

支之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於編製本中期財務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就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所作重大判斷及估計不明朗因素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5 財務風險管理

5.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之活動承受多項財務風險：信貸風險、流動資金風險及利率風險。

中期財務資料並無載列年度財務報表內規定之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披露事項，故此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自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風險管理政策概無任何改變。

5.2 流動資金風險

與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相比，財務負債之合約未貼現現金流量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自其同系附屬公司獲得融資2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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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及未動用融資15,000,000港元（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5,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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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5 財務風險管理（續）

5.3 公平值估計

就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本集團按公平值層級將公平值計量分類，該公平值層級將用作計量公平值之估值技術

之輸入數據排序。該公平值層級有下列級別：

第一級 — 同類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

第二級 — 除第一級所包括報價外，資產或負債之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從價格得出）觀察所得輸入數據

第三級 — 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釐定之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即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下表載列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按公平值計量之本集團資產：

（未經審核）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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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證券 6,600 – – 6,600
    

下表載列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按公平值計量之本集團資產：

（經審核）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

上市證券 9,821 – – 9,821
    

於活躍市場買賣之金融工具之公平值乃基於各報告期末之市場報價。倘可輕易及定期自證券交易所、交易商、經紀、

業內團體、定價服務商或監管代理取得報價且該等價格代表按公平原則進行之實際定期市場交易，則市場被視為活

躍。本集團所持金融資產所用市場報價為目前買入價。有關工具計入第一級。

並非於活躍市場買賣之金融工具之公平值以估值方法釐定。該等估值方法盡量使用可觀察市場數據（如有）及盡量減

少使用實體個別估計。倘釐定工具公平值所需重大輸入數據均屬可觀察，有關工具計入第二級。

倘一項或多項重大輸入數據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則有關工具計入第三級。

期內，公平值層級第一、第二及第三級之間概無轉撥。期內，公平值層級第三級並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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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2020/21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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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不包括企業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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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娛樂及生活時尚業務、手錶及汽車業務以及其他之表現。

來自該等地區之外來客戶總營業額分析以及向行政委員會提供作為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呈報分

部之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媒體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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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5,997 4,780 20,777   

分部虧損 (5,431) (1,686) (7,117)  

未分配支出 (2,429)
 

除所得稅前虧損 (9,546)

所得稅支出 (40)
 

期內虧損 (9,586)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5 – 5   

其他收益 1,421 291 1,712
   

保就業計劃項下政府資助 3,990 817 4,807
   

財務費用 (69) (12) (8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37) (23) (160)   

無形資產攤銷（附註14） – – –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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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6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媒體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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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0,139 7,651 37,790
   

分部虧損 (4,910) (1,692) (6,602)
  

未分配支出 (2,138)
 

除所得稅前虧損 (8,740)

所得稅支出 (74)
 

期內虧損 (8,814)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100 – 100
   

財務費用 (91) (18) (10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18) (33) (351)
   

無形資產攤銷（附註14） (126) (5) (131)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103) – (1,103)
   

分拆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確認時間

 — 指定時間點 5,975 7,763

 — 隨時間 14,802 30,027
  

20,777 37,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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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6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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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對銷 未分配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 47,316 2,770 50,086 (11,050) – 39,036

總資產包括：
— 添置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除外） 12 29 41 – – 41

總負債 (24,400) (13,107) (37,507) 11,050 (81) (26,538)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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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對銷 未分配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 35,471 3,284 38,755 (9,227) – 29,528

總資產包括：
— 添置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除外） 5,996 1,137 7,133 – – 7,133

總負債 (13,967) (11,693) (25,660) 9,227 (41) (16,474)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無形資產、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使用權益法入賬

之投資、存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以及經營現金。

分部負債包括經營負債，惟不包括應付所得稅。

呈報分部間之對銷為經營分部內公司間之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

全部非流動資產7,41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0,500,000港元）均位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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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7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5 100
其他媒體業務收入 1,292 685
保就業計劃項下政府資助 4,807 –
其他 212 –

  

6,316 785
  

8 其他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修改收益 1,712 –
  

9 經營虧損

包括在已售貨品成本、銷售及分銷支出以及行政支出之開支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消耗紙張 127 20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60 351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 1,103
無形資產攤銷（附註14） – 131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24,232 25,009
短期租賃有關支出 157 236

  

10 財務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43 109
貸款利息支出 38 –

  

81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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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1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期內稅率16.5%（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稅率：16.5%）計提撥備。

簡明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支出指：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40 74
  

所得稅支出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稅率所作估計確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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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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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6) (8,814)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每股港仙） (2.39) (2.20)
  

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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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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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4 無形資產

本集團
 

電腦軟件 商譽 商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期初賬面淨值 126 – 4,768 4,894

添置 2 – – 2

攤銷支出 (28) – (103) (131)
    

期終賬面淨值 100 – 4,665 4,765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成本 1,434 – 75,600 77,034

累計攤銷 (1,334) – (13,481) (14,815)

累計減值 – – (57,454) (57,454)
    

賬面淨值 100 – 4,665 4,765
    

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期初賬面淨值 – – – –

添置 – – – –

攤銷支出 – – – –
    

期終賬面淨值 – – – –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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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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5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買賣證券 — 上巿證券
於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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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 (14,074)

  

於期╱年末 6,600 9,821
  

附註：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出售若干公平總值約12,300,000港元之證券。於出售時，本集團確認
正數公平值變動約8,300,000港元，乃按總銷售所得款項與已出售證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之間之差
額計算。此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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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0,000港元內。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儲備約2,400,000港元已轉撥至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之累計虧損。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平值按上巿證券之股價釐定。有關會計處理之詳情載於本集團之

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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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年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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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宣派╱收取股息收入 – –

  

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權益淨額 250 –
  

附註a: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四日，本集團與一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以50港元註冊成立一間合營企業Searching B 
Company Limited，有關交易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完成。本集團就於Searching B Company 
Limited之投資入賬為合營企業，乃由於根據協議須就相關活動之決定取得一致同意。

附註b: 向一間合營企業貸款為無抵押、並無固定還款期限及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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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6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續）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之合營企業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於合營企業之投資性質：

合營企業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實際股本權益 主要業務 計量方法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Searching B Company Limited
 (「Searching B」)

香港 50% – 附註 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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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子商貿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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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聯營公司載列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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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股本權益 主要業務 計量方法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ByRead Inc.（「ByRead」） 開曼群島 24.97% 24.97% 附註 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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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聯營公司產生虧損，而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以其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為限。

1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6,418 7,459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1,362 328

易貨應收賬款 268 153

預付款項及墊款 1,161 733
  

9,209 8,673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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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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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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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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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減值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3,762 4,052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600 1,651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260 1,270

一百八十日以上 796 486
  

6,418 7,459
  

由於本集團擁有龐大客戶基礎，故貿易應收賬款之信貸風險並不集中。

18 股本及股份溢價

股份數目

每股0.001

港元之

普通股面值 股份溢價 總計

（以千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400,900 401 457,543 457,94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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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1,741 3,046

其他應付賬款 6,159 5,521
  

7,900 8,567

合約負債 4,055 2,263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附註22(b)） 759 976
  

12,714 1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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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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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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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1,273 1,983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304 720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115 17

一百八十日以上 49 326
  

1,741 3,046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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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平

值與其賬面金額相若。

20 銀行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短期銀行借貸（無抵押）（附註） 1,504 –
  

附註：

(i) 銀行借貸須於一年內償還，並按實際年利率1.7%計息（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ii)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以本公司發出之企業擔保作抵押。

21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即期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附註22(b)） 10,000 –
  

貸款為無抵押、毋須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償還、按年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6%計息（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自其同系附屬公司獲得融資2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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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及未動用融資15,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25,000,000港元）。



19

中期報告 2020/21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22 關連方交易

本公司之最終母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並於聯交所及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雙邊上市之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

媒體」）。

與關連方進行之交易如下：

(a)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曾與同系附屬公司進行下列交易：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發行支援服務費用 1 143 479

資料庫服務費用 2 58 44

行政支援及資訊系統程式設計支援服務費用 3 2,172 2,447

辦公室、倉庫及車位租賃及特許權費用 4 208 232

機票及住宿（退款）╱開支 5 (23) 149

廣告交換開支 6 480 228

廣告交換收入 7 (551) (194)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8 902 961

貸款利息支出 9 28 –
  

(1) 此乃一間同系附屬公司就有關發行、銷售及推廣本集團出版刊物有關之發行支援服務所收取費用，按成本補償

基準釐定。

(2) 此乃一間同系附屬公司就有關提供資料庫服務（包括資料分類、編製資料索引及存檔、資料儲存管理及檢索、

資料供應及報章剪輯）所收取費用，按成本補償基準釐定。

(3) 此乃同系附屬公司就提供行政、人力資源、企業傳訊、法律服務以及資訊系統支援服務所收取費用及向同系附

屬公司租賃若干電腦及辦公室設備之折舊，按成本補償基準釐定。

(4)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此乃支付予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有關短期租賃車位之開支及費

用。此外，本集團亦訂立租賃，有關租賃於使用權資產入賬，有關租賃辦公室、倉庫及車位之租賃付款

71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164,000港元）已支付予一間同系附屬公司。

(5) 此乃（來自）╱支付予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機票及住宿（退款）╱開支，按預定比率（按收取第三方客戶之比率計

算）釐定。

(6) 此乃根據與世界華文媒體訂立之廣告交換協議，按交換基準釐定之廣告開支。費用按預定比率（按收取第三方

客戶之比率計算）釐定。

(7) 此乃根據與世界華文媒體訂立之廣告交換協議，按交換基準釐定之廣告收入。費用按預定比率（按收取第三方

客戶之比率計算）釐定。

(8) 此乃一間同系附屬公司就本集團退休金責任作出之定額供款成本。本集團與世界華文媒體集團之間並無既定政

策或合約協議，其乃按預定比率（按僱員薪金計算）支銷。

(9) 此乃已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利息支出，按年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6%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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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22 關連方交易（續）

(b) 上文附註22(a)所披露關連方交易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產生之結餘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附註19） (759) (976)
  

同系附屬公司之未償還餘額賬齡在發票日期起計一百八十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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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附註21） (10,000) –
  

同系附屬公司之未償還貸款餘額毋須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償還、無抵押並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6%計

息（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c) 主要管理層酬金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1,590 1,880

退休金計劃供款 18 18
  

1,608 1,898
  

23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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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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摘要

冠狀病毒疫情繼續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影響。香港經濟亦深受影響。與去年同期相比，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之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錄得9%負增長。因此，香港政府下調其對經濟之預測，預計二零二零年將收縮6%至8%。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跌45%或17,013,000港元至

20,777,000港元。本集團錄得租賃修改產生之一次性其他收益1,712,000港元及政府保就業計劃（「保就業計劃」）資

助4,807,000港元。因此，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9,586,000港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之虧損則為

8,814,000港元。

業務回顧

娛樂及生活時尚業務

娛樂及生活時尚業務營業額由二零一九年同期之30,139,000港元下跌47%至15,997,000港元。此分部表現下跌導

致此期間之分部虧損上升11%至5,431,000港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則為4,910,000港元。部分虧損被租賃修改產

生之一次性其他收益1,421,000港元及政府保就業計劃資助3,990,000港元所抵銷。

儘管本集團已收緊其營運成本，惟此分部之營業額減幅遠高於所節省成本。

由於冠狀病毒疫情導致零售消費下降，《明周》（「明周」）及《Ming’s》均受到廣告開支急劇下跌所影響。明周之廣告客

戶主要來自奢侈品牌，本分部因回顧期內缺乏廣告及活動而蒙受重大虧損。

為配合將其客戶群擴大至奢侈品牌以外客戶之計劃，本集團已推出「Mingshop930」等新計劃以填補其收益。

「Mingshop930」為一個閃購電子商務平台，借助時下潮流趨勢並透過網上直播串流節目推廣廣告客戶產品。此舉為

廣告客戶提供另一種解決方案，不僅可推廣其產品，亦可透過在線交易進行銷售。

本集團繼續發展藝人管理業務，並設法增加旗下藝人數目。

手錶及汽車業務以及其他

手錶及汽車業務以及其他分部營業額由二零一九年同期之7,651,000港元下跌38%至4,780,000港元。此分部虧損

輕微下跌0.4%至1,686,000港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則為虧損1,692,000港元。部分分部虧損亦被租賃修改產生之

一次性其他收益291,000港元及政府保就業計劃資助817,000港元所抵銷。

《TopGear極速誌》（「TopGear」）為頂尖汽車雜誌，《MING Watch明錶》（「明錶」）為流行高級手錶雜誌，內容涵蓋專題

報道以至行業最新趨勢，亦因冠狀病毒疫情而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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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其他投資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一日及八月十二日進行一連串交易，在市場上出售合共8,250,000股毛記葵涌有限公司

（「毛記葵涌」）普通股（「出售事項」），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約為12,300,000港元。本集團確認來自出售事項之公平值

收益約8,300,000港元，而有關收益乃按總銷售所得款項與出售事項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之間之差

額計算。此項出售事項之公平值收益連同未售證券之公平值變動計入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全

面收益確認之公平值收益。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所持之毛記葵涌普通股數目由20,250,000股普通股減少至

12,000,000股普通股。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毛記葵涌12,000,000股普通股（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0,250,000股普

通股），相當於毛記葵涌之4.4%（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7.5%）股權。期內，自該等普通股收取之股息為零（二

零一九年：零）。毛記葵涌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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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該等普通股之公平值為6,6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9,821,000港元），入賬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佔本集團資產總值約17%（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33%）。

在毛記葵涌之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前，於毛記葵涌之投資（就12,000,000股

毛記葵涌普通股而言）之原總成本1,041,000港元（就20,250,000股毛記葵涌普通股而言則為1,757,000港元）於本集

團之財務報表視作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緊接上市前，於毛記葵涌之投資（就12,000,000股普通股而言）之賬面值為

1,768,000港元（就20,250,000股毛記葵涌普通股而言則為2,983,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有關投資

之賬面值為6,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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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本集團宣佈成立一間各持50%權益之合營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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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新電子商貿平台（即www.searchingb.com）。本集團相信，此項新業務將與其娛樂及生活

時尚業務產生協同效應。

展望

本集團預期，二零二零╱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下半年將極具挑戰。此乃由於地區及國際經濟活動仍然深受冠狀病毒疫

情影響，亦導致香港經濟急劇惡化。然而，本集團將繼續推動新計劃，以擴大客戶群並努力控制成本。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之資本開支總額為4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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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15,93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4,976,000港元），

而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則為12,49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3,054,000港元）。本集團有銀

行借貸1,50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及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10,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無），而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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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零）。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收益及成本主要以港元計值，故本集團預期來自匯率波動之風險並不重大。

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另行知

會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董事姓名 所持股份數目 權益性質
佔已發行

普通股百分比

張聰女士 26,000 個人權益 0.01%

林栢昌先生 3,000,000（附註） 公司權益 0.75%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附註： 林栢昌先生之3,000,000股股份公司權益由Venture Logic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林先生持有該公司100%股本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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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續）

(b) 於世界華文媒體股份之權益

所持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權益總額

佔世界華文
媒體已發行

普通股百分比

張聰女士 2,654,593 1,023,632 653,320 4,331,545 0.26%

張裘昌先生 4,087,539 – – 4,087,539 0.24%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世界華文媒體股份之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

須記入該條例所指本公司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及淡倉。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概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授出透過

收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方式而獲益之權利；或上述人士亦無行使任何有關權利；或本公司或其控股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可獲得任何其他法團之有關權利。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予披露權益及淡倉之主要股
東及人士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股份及淡倉權益登記冊所載，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獲知會有以

下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股份權益：

股東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身分
佔已發行

普通股百分比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 292,700,000（附註） 受控制法團權益 73.01%

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 292,700,000（附註） 受控制法團權益 73.01%

Comwell Investment Limited 292,700,000（附註） 實益擁有人 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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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予披露權益及淡倉之主要股
東及人士（續）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中之好倉。

附註：該等股份由Comwell Investment Limited全資擁有，Comwell Investment Limited為世界華文媒體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世界

華文媒體主要股東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基於個人權益、家族權益及公司權益，被視為擁有世界華文媒體合共64.85%權益。

世界華文媒體董事及主要股東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基於其個人權益及公司權益，被視為擁有世界華文媒體合共17.14%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通知有任何其他相當於以上登記冊所示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5%或以上之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僱員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43名僱員（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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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設立之綜合退休福利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

條文，並於整段期間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

彼等於整段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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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人士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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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華先生及周卓華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就審計、風險管理、內部監控系統及財務報告

相關事宜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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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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華先生及周卓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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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華先生及周卓華先生，以及一名執行董事張裘昌先

生。

承董事會命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張裘昌
董事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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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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