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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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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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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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98,600 94,971
已售貨品成本 4 (61,652) (61,344)

  

毛利 36,948 33,627
其他收入 1,454 2,171
視作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之收益 3 – 21,317
銷售及分銷支出 4 (20,652) (23,681)
行政支出 4 (22,967) (27,324)
商標減值撥備 8 – (19,034)

  

經營虧損 (5,217) (12,924)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業績 5 – 618

  

除所得稅前虧損 (5,217) (12,306)
所得稅支出 6 (212) (22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 (5,429) (12,52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之年內虧損 7 (6,678) (8,024)

  

年內虧損 (12,107) (2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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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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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9) (12,526)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6,678) (8,024)

  

(12,107) (20,550)
非控股權益 – –

  

(12,107) (20,55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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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1)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1.7) (2.0)

  

基本及攤薄 12 (3.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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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年內虧損 (12,107) (20,550)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已重新分類或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出售附屬公司時解除貨幣匯兌儲備 1,682 –
 貨幣匯兌差額 (607) 1,34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 4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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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75) –
 長期服務金承擔之精算虧損 (32) (322)

  

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57,639) 26,639
  

應佔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56,583) 39,050
   已終止經營業務 (1,056) (12,411)

  

(57,639) 26,639
 非控股權益 – –

  

(57,639) 26,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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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27 1,753
 無形資產 8 4,894 5,17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70,47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9 23,895 –
 利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5 – 1,115

  

總非流動資產 30,416 78,511
  

流動資產
 存貨 482 1,40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16,811 20,800
 應收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0 – 3
 可收回所得稅 391 1,00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843 29,761

  

總流動資產 40,527 52,975
  

總資產 70,943 13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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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05) (279,273)
 累計虧損 (79,087) (66,980)

  

總權益 54,052 111,691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承擔 54 50

  

總非流動負債 54 5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12,620 18,781
 合約負債 11 3,116 –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1 1,101 964

  

總流動負債 16,837 19,745
  

總負債 16,891 19,795
  

總權益及負債 70,943 131,486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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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大中華地區從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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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獲董事會於二零一九年
五月二十八日批准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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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會計政策清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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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遵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ii) 歷史成本法

除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乃按
照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iii) 本集團所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布之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年度改進（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一併應用（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新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新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澄清（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 轉讓投資物業（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 —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新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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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影響於附註2.2披露。
其他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並無任何重大影響，亦毋須作出追溯調整。

(iv)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如下。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開始之會計

期間生效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修訂）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修訂）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修訂）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具有負補償之預付款項特性（修訂）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間之資產出售或注資（修訂）

待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新準則）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新準則）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新詮釋）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之
 概念框架

財務報告之經修訂概念框架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已於二零一六年一月頒布。由於剔除經營租賃與融資
租賃之分別，此將導致絕大部分主要租賃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根據新訂準則，
資產（租賃項目之使用權）及支付租金之金融負債須予確認。唯一例外情況為短
期及低價值租賃。

出租人之會計處理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使用權資產初步按成本計量，隨後按成本（惟若干例外情況除外）減累計折舊及
減值虧損計量，並就租賃負債任何重新計量作出調整。租賃負債初步按非當日
支付租賃付款之現值計量。其後，租賃負債就（其中包括）利息及租賃付款以及租
賃修訂之影響作出調整。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有關租賃負債之本金
部分之租賃付款將呈列為融資現金流量。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為7,11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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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之初步評估顯示，該等安排將符合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項下租賃之定義，故於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本集團將
就全部有關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應負債。此外，應用此等新規定可能導致
計量、呈列及披露有所變動。本集團已評估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
集團業績之影響，並預期有關租賃承擔之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將須於本集團
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

本集團將自強制採納日期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應用該準則。本集團擬應用簡
化過渡法，將不會重列首次採納前年度之比較數字。

概無其他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或經修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預期對
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2.2 自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以來對財務報表之影響

本附註闡釋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
戶合約收益」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影響，並披露自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應用
之新會計政策（倘其與過往年度所應用者不同）。

誠如下文2.2(a)所述，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時通常毋須重列比較資料。因此，
新減值規則所產生重新分類及調整並未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表
內反映，惟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之年初財務狀況表內確認。

誠如下文2.2(b)所述，本集團選擇就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過渡使用經修訂追溯
法，且不會重列比較資料。本集團將首次應用收益準則之累計影響確認為對累計虧
損年初結餘之調整。

2.2(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確認、
分類及計量、綜合金融工具之終止確認、金融資產之減值及對沖會計之條文。

自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導致會計政策變動
及對於綜合財務報表確認之金額進行調整。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7.2.15)及(7.2.26)

之過渡條文，並無重列比較數字。

由於新規定僅影響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會計處理，而本集團並無
有關資產，故概無對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一日之累計虧
損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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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分類及計量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初次應用日期），本集團管理
層已評估適用於本集團所持金融資產之業務模式及現金流量合約條款，並將金
融工具分類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其後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或損
益入賬）計量，以及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適當類別。上述重新分類變動對本集團金
融資產構成之主要影響如下：

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先前獲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之若干權益投資之公平值變動，原因為該等投資乃作為長期策略性
投資持有，預計短期至中期內不會出售。因此，公平值為70,470,000美元之資產從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而相
關公平值收益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儲備重新分類至按公
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儲備。

(ii) 金融資產減值

本集團有以下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須遵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
下新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須就上述類型資產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其減值方法。

自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按前瞻性基準評估與按攤銷成本列賬之債務
工具有關之預期信貸虧損。所採用減值方法取決於信貸風險有否顯著增加。

本集團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簡化方法計量預期信貸虧損，即就所有
貿易應收賬款撥備整個存續期之預期虧損。為計量預期信貸虧損，貿易應收賬
款已根據共享信貸風險特徵及逾期天數分類。本集團根據相關風險特徵及逾期
天數對不同類別貿易應收賬款應用不同預期虧損率。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其他金
融資產包括其他應收賬款。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本集團已將預期信貸虧損
模式應用於其他應收賬款，而減值方法變動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
重大影響，而期初虧損撥備亦無就此重列。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雖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短期銀行存款亦須遵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
減值規定，但已識別減值虧損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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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影響如下：

相較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前生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應用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影響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綜合財務狀況表（摘錄） 過往呈列

採納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之影響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 3,261 3,261
遞延收益 533 (533) –
預收款項 2,728 (2,728) –

   

合約負債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有關訂閱收入之合約負債（附註 i） 611
有關廣告收入之合約負債（附註 ii） 2,505

 

3,116
 

附註：

(i) 當中包括本集團預收客戶付款時訂閱收入產生之遞延收益。

(ii) 當中包括由客戶提前支付，與廣告收入有關，就尚未提供予客戶之服務自客戶
收取之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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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收益確認時間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收益於客戶獲得合約承諾貨物或服務之控制權
時確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定以下對承諾貨物或服務之控制權被視為
隨時間轉移之三種情況：(i)當客戶於實體履約時同時接受及使用實體履約所提
供利益時；(ii)當實體履約創造或增強一項於資產被創造或增強時由客戶控制之
資產時；(iii)當實體履約並無創造對實體而言具替代用途之資產，且該實體對迄
今完成之履約付款具有可執行權利時。

倘合約條款及實體活動並不屬於三種情況當中任何情況，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5號，實體於某一時間點（即控制權轉移時）就銷售貨物及服務確認收益。
所有權風險及回報之轉移僅為於釐定控制權轉移發生時將考慮之其中一項指標。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廣告收入於相關廣告刊發期間扣除貿易折扣後
確認。報章、雜誌、書籍及數碼內容之銷售於交付刊物時扣除貿易折扣及銷售
退貨後確認。

(b) 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之呈列

本集團採用累計影響法（無可行權宜方法）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而初
次應用此準則之影響於初次應用日期確認。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導致
收益確認會計政策變動，除本集團財務報表所披露者外，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亦自願改變財務狀況表內若干金額之呈列方式，以反映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15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術語：

• 有關預收客戶付款之合約負債過往呈列為遞延收益（於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533,000港元）。

• 有關預收客戶付款之合約負債過往呈列為預收款項（於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2,728,000港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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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錶及汽車業務以及其他業務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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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該等地區之外來客戶收益總額分析以及本集團向行政委員會提供呈報分部截至二
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及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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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61 17,139 98,600 463 99,063
     

分部溢利╱（虧損） 2,746 (1,453) 1,293 (6,678) (5,385)
    

未分配支出 (6,510)
 

除所得稅前虧損 (11,895)
所得稅支出 (212)

 

年內虧損 (12,107)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98 – 98 16 11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24 85 709 – 709
     

無形資產攤銷 276 14 290 – 290
     



– 12 –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媒體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香港及台灣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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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53 17,018 94,971 5,076 100,047
     

除視作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之
 投資收益及商標減值撥備前
 分部虧損 (6,518) (3,627) (10,145) (8,024) (18,169)

視作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之
 投資收益 – 21,317 21,317 – 21,317

商標減值撥備 (19,034) – (19,034) – (19,034)
     

分部（虧損）╱溢利 (25,552) 17,690 (7,862) (8,024) (15,886)
    

未分配支出 (5,062)
 

經營虧損 (20,948)

應佔合營企業（「合營企業」）及
 聯營公司業績（附註5） – 618 618 – 618

 

除所得稅前虧損 (20,330)

所得稅支出 (220)
 

年內虧損 (20,550)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116 — 116 118 23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08 66 874 95 969
     

無形資產攤銷 1,108 18 1,126 — 1,126
     

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出售兩間中國內地附屬公司之全部股權。
出售實體之相關財務資料呈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綜合收益表內之比較數字已經重列，
以區分已終止經營業務與持續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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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拆收益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確認時間
 — 於某一時刻 17,353 17,558

 — 隨時間 81,710 82,489
  

99,063 100,047
  

(b) 有關客戶合約之負債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有關訂閱收入之合約負債 611
有關廣告收入之合約負債 2,505

 

合約負債 3,116
 

本集團已確認以下有關客戶合約之資產及負債：

(i) 合約負債重大變動

由於二零一九年三月整體合約活動減少及出售中國分部，有關廣告收入之合約
負債減少223,000港元。

(ii) 有關合約負債之已確認收益

下表顯示於本年度確認之收益中與結轉合約負債有關之數額，以及與於本年度
已履行履約責任有關之數額。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計入年初合約負債結餘之已確認收益
 — 訂閱收入 533

 — 廣告收入 1,796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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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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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消耗紙張 1,027 6,162

印刷成本 10,152 9,92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09 874

無形資產攤銷（附註8） 290 1,12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54,100 57,402

租賃成本 3,064 3,06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4 (111)

壞賬撇銷 90 15

核數師酬金 911 1,005

支援服務費 5,336 5,679

特許權費及專利費用 599 660

廣告及宣傳開支 2,411 3,525

分銷成本 990 1,080

銷售佣金 2,073 2,629
  

5 利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四月一日 1,115 5,680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業績 – 618

終止確認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 (2,983)

終止確認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81) –

已收股息 (1,034) (2,200)
  

於三月三十一日 – 1,115
  

本集團利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指本集團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權益。本集團於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合營企業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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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Kong Culture Media Company Limited

 （「Chu Kong」）
英屬維爾京群島 – 附註 (i) 股權

匯聚傳媒有限公司（「匯聚傳媒」） 香港 – 附註 (i) 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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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hu Kong為投資控股公司，其全資附屬公司匯聚傳媒之主要業務包括但不限於交通
工具及碼頭之視像節目、海報、座椅套、船身廣告、燈箱廣告及電子商貿。

Chu Kong及匯聚傳媒為私人公司，該等公司股份並無市場報價。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以約9,000港元出售
其於Chu Kong之全部權益，而交易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完成。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聯營公司載列如下，該等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由本集團持有。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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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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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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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本 集 團 於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就 於ByRead之 投 資 確 認 減 值 撥 備
23,467,000港元。管理層經評估後認為毋須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撥
回任何減值。

以下載列本集團分佔全部個別不重大聯營公司業績之總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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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
一八年：16.5%）計提撥備。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 即期所得稅 212 220
遞延所得稅
 — 即期遞延所得稅支出 – –

  

212 220
  

7 出售附屬公司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出售其兩間附屬公司北京萬華廣告有限責
任公司（「北京萬華廣告」）及北京新時代潤誠科技諮詢有限公司（「北京潤誠科技」）之全部
股權。總代價與所出售公司之資產淨值相若。該兩間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於中國內地經營
雜誌業務。由於進行出售事項，本公司於綜合收益表確認虧損1,641,000港元。出售事項之
影響概述如下：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解除貨幣匯兌儲備前之出售收益 41
解除貨幣匯兌儲備 (1,682)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淨額 (1,641)
 

出售北京萬華廣告及北京潤誠科技後，本集團終止經營中國內地之雜誌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兩個年度之業績呈列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及其他收入 479 5,194
開支 (5,516) (13,218)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前虧損 (5,037) (8,024)
所得稅支出 –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後虧損 (5,037) (8,024)
解除貨幣匯兌儲備前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41 –
解除貨幣匯兌儲備 (1,682)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6,678) (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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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無形資產

電腦軟件 商譽 商標 總計
（附註 (a)） （附註 (b)） （附註 (c)）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成本 1,453 2,725 75,600 79,778

 累計攤銷 (1,151) – (12,180) (13,331)

 累計減值 – (2,725) (38,420) (41,145)
    

 賬面淨值 302 – 25,000 25,302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期初賬面淨值 302 – 25,000 25,302

 添置 31 – – 31

 攤銷支出 (133) – (993) (1,126)

 減值撥備 – – (19,034) (19,034)
    

 期終賬面淨值 200 – 4,973 5,173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 1,484 2,725 75,600 79,809

 累計攤銷 (1,284) – (13,173) (14,457)

 累計減值 – (2,725) (57,454) (60,179)
    

 賬面淨值 200 – 4,973 5,173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期初賬面淨值 200 – 4,973 5,173

 添置 11 – – 11

 攤銷支出 (85) – (205) (290)

 減值撥備 – – – –
    

 期終賬面淨值 126 – 4,768 4,894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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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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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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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出售中國業務，而相關成本及累計
商譽減值虧損2,725,000港元已撇銷。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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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攤銷支出約56,000港元（二零一八年：66,000港元）、2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49,000港元）
及214,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011,000港元）已分別計入已售貨品成本、銷售及分銷支
出以及行政支出。

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買賣證券 — 上市證券
於年初 70,470 –

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公平值虧損 (46,575) –
  

於年末 23,895 –
  

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時，持作長期策略性投資並預期不會於短期至中期內出
售之上巿證券投資已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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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平值按上巿
證券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股價釐定。有關會計處埋之詳情載於本集團之會計政
策。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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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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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以及應收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3,798 18,121

減：貿易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 – (699)
  

貿易應收賬款 — 淨額 13,798 17,422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517 1,190

易貨應收賬款 148 356

預付款項及墊款 2,348 1,832
  

16,811 20,800

應收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3
  

16,811 20,803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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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
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7,585 10,328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3,609 3,265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1,249 2,627

一百八十日以上 1,355 1,901
  

13,798 18,121
  

未逾期亦未減值之貿易應收賬款為6,564,000港元（二零一八年：6,566,000港元）。有關結餘
與最近並無違約記錄之廣泛客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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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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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以及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4,174 3,417

其他應付賬款 8,446 12,103

預收款項 – 2,728

遞延收入及稅項撥備 – 533
  

12,620 18,781

合約負債 3,116 –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101 964
  

16,837 19,745
  

按發票日期計算，自貿易相關的關連方交易產生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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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貸期為三十日至一百八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按發票日期計算，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2,333 2,321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677 990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103 84

一百八十日以上 61 22
  

4,174 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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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除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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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9) (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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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6,678) (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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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每股港仙） (3.0) (5.1)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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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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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摘要

於二零一八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GDP)錄得3.0%增長，而二零一七年之增長
率則為3.8%。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
務之營業額由二零一八年94,971,000港元增加3.8%至98,600,000港元。除稅後虧
損由去年虧損20,550,000港元減少 41%至12,107,000港元。於上一個財政年度，本
集團錄得視作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收益21,317,000港元，惟有關收益被
商標減值撥備19,034,000港元大致抵銷，並產生收益淨額2,283,000港元。撇除有
關 收 益 淨 額2,283,000港 元，上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來 自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之 虧 損 為
14,809,000港元，而本財政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則為5,42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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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增加4.5%至81,461,000港元。分
部業績為溢利2,746,000港元，而上一個財政年度則錄得虧損6,518,000港元。業
績改善主要由於數碼廣告收入增加，以及減省營運成本。

《明周》（「明周」）繼續保持在香港印刷及數碼平台上之地位，乃深受大眾歡迎之
娛樂及文化雜誌。該雜誌於二零一九年三月改版，帶來別開生面之內容及版面，
令讀者耳目一新。去年明周創刊50周年誌慶，周年派對出席人數創下歷年新高。

《Ming’s》自二零一八年三月起獨立成刊，作為高端潮流及美容媒體品牌亮相，
深受業界喜愛，而其於印刷及數碼平台上之創意廣告解決方案銷售成績令人
鼓舞。

本集團繼續發展為廣告商、政府及其他機構籌辦營銷活動之業務，分散收益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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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個財政年度17,018,000港元輕微增
加0.7%至17,139,000港 元。分 部 虧 損 為1,453,000港 元，而 上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則 為
3,627,000港元。表現改善主要由於減省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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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Gear極速誌》（「TopGear」）為頂尖汽車雜誌，設有香港版及台灣版，具國際出
版後台。其自主策劃之視頻仍深受讀者喜愛。TopGear收益於回顧財政年度略
有改善。

《MING Watch明錶》（「明錶」）為香港專業高級手錶雜誌，內容涵蓋專題報道以至
行業最新趨勢。該雜誌以香港業務為依據，將業務拓展至台灣，名為《明錶+》（「明
錶+」），題材不單限於手錶，同時亦涉獵男士生活時尚等精彩內容。明錶及明
錶+之表現受到財政年度內華貴手錶零售市場放緩之影響。

上騰制作有限公司從事藝人管理、活動管理以及音樂製作及發行業務。年內，
旗下一名藝人於二零一八年參加由ViuTV舉辦之《Good Night Show— 全民造星》，
更晉身總決賽羸得亞軍，其後成為男子樂隊MIRROR成員之一，首次進軍娛樂圈。
於二零一八年，另一名藝人亦參加ViuTV節目《Good Night Show— 廣告女皇》，並
於比賽取得勝利，或有助其參與更多商業演出。

已終止經營業務

誠如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所宣布，本集團已出售北京萬華廣告有限責任公
司及北京新時代潤誠科技諮詢有限公司，終止經營中國內地業務。

可持續發展

本集團於業務營運中採取可持續發展措施，在製作及提供可靠且高質素內容、
服務及產品之同時，盡量減低對環境之影響。本集團繼續改進可持續發展工作，
並竭而不捨地處理其他重大可持續性議題。針對環境方面，本集團定期監察
水電等資源之使用情況。至於社會方面，本集團著重僱員培訓及發展，並於
營運中實行健康及安全措施。本集團亦有研究完善採購慣例及措施以確保產
品可靠。最後，本集團承諾努力與營運所在社區聯繫及作出貢獻，並增強與
客戶及投資者之溝通。

展望

根據尼爾森 (Nielsen)夥同香港廣告商會進行之最新二零一九年廣告預算調查
所報告，59%廣告商預期香港經濟於二零一九年面臨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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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與中國之貿易戰繼續打擊營商信心，故本集團預期新財政年度仍然
充滿挑戰。本集團將專注於改良其數碼產品，並通過創新方式提升數碼廣告
產品。同時，本集團將繼續招聘具備合適技能之新晉人才，以配合數碼業務
擴張需求，並將採取措施對僱員進行重新培訓及重新部署，讓僱員掌握新技
能及擴大其工作範圍，務求提高營運效率。本集團亦將繼續尋找控制成本及
提高運營效率之方法，希望付出之努力將帶來更亮麗業績及應對媒體行業之
急速變化。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23,690,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33,230,000港元），而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則為54,052,000港
元（二零一八年：111,691,000港元）。本集團並無銀行借貸（二零一八年：無）。於
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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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權益
加債務淨額計算）之比率）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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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擔保（二零一八
年：無）。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八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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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遲須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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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樓，以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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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152名僱員（二零一八年：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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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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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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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明先生及劉
志華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綜合財務報表，並已討論有關審計、風險管理、內部監控系統及財務報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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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明先生及劉
志華先生，以及一名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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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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明先生及劉
志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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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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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明先生及劉志華先生。

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一切資料之本公司二零一八╱一九年年報，將於適當時
候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並將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底前寄交股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