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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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MEDIA GROU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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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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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
期業績，連同於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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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19,824 21,853

已售貨品成本 (16,052) (18,202)
  

毛利 3,772 3,651

其他收入 5 2,742 5,816

銷售及分銷支出 (4,562) (4,674)

行政支出 (8,715) (8,523)
  

經營虧損 (6,763) (3,730)

財務費用 7 (318) (325)

分佔一間採用權益法入賬之
 合營企業之虧損淨額 12 (57)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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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 (7,138) (4,114)

所得稅抵免╱（支出） 8 124 (19)
  

期內虧損 (7,014) (4,133)
  

應佔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7,014) (4,133)
— 非控股權益 – –

  

(7,014) (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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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75)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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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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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7,014) (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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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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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 (600)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6,036) (4,740)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6,036) (4,740)

 — 非控股權益 – –
  

(6,036) (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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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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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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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6,000 4,980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12 248 55
  

總非流動資產 6,520 5,355
  

流動資產
 存貨 278 20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3 8,053 6,79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1,859 90,259
  

總流動資產 90,190 97,258
  

總資產 96,710 102,613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 401 401

 股份溢價 14 457,543 457,543

 其他儲備 (332,904) (333,882)

 累計虧損 (140,113) (133,099)
  

總虧絀 (15,073) (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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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承擔 12 12

 租賃負債 43 80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16 100,000 100,000
  

總非流動負債 100,055 100,09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5 5,709 5,722

 合約負債 15 4,670 4,478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5 1,255 1,199

 租賃負債 85 94

 應付所得稅 9 65
  

總流動負債 11,728 11,558
  

總負債 111,783 111,650
  

總權益及負債 96,710 10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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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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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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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批准刊發。

此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外聘核數師根據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頒布的國際審計
準則或國際審閱聘用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進行審核或審閱。

2 編製基準

此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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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納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述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採納之會計政策貫徹一致。

(a) 預計於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的準則、現有準則的修訂、修改及詮釋對本集團並
無重大影響。

(b) 中期期間的所得稅乃按適用於預計年度總盈利的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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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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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委員會考慮娛樂及生活時尚、手錶、汽車業務及其他業務之表現。

來自該等業務之客戶總營業額分析以及向行政委員會提供作為截至二零二二年及
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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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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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25 5,299 19,824
   

分部（虧損）╱溢利 (5,432) 736 (4,696)
  

未分配支出（淨額） (2,442)
 

除所得稅前虧損 (7,138)

所得稅抵免 124
 

期內虧損 (7,014)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2 – 2

   

政府補助 2,032 516 2,548
   

財務費用 (264) (54) (31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93) (19)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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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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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20 4,933 21,853
   

分部虧損 (783) (872) (1,655)
  

未分配支出（淨額） (2,459)
 

除所得稅前虧損 (4,114)

所得稅支出 (19)
 

期內虧損 (4,133)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9 – 9

   

協議費收入 5,000 – 5,000
   

政府補助 – 87 87
   

財務費用 (270) (55) (32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27) (26) (153)
   

分拆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確認時間
 — 指定時間點 5,214 5,350

 — 隨時間 14,610 16,503
  

19,824 2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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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 9
其他媒體業務收入 117 645
政府補助 2,548 87
協議費收入（附註） – 5,000
行政服務收入 75 75

  

2,742 5,816
  

附註： 該協議費收入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一間附屬
公司向獨立第三方收取，與提前終止與彼等訂立的若干管理協議有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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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消耗紙張 52 62
印刷成本 2,673 2,54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12 15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7,428 19,853
短期租賃有關支出 849 91
支援服務費 1,846 2,109
廣告及宣傳開支 427 476
分銷成本 155 155

  

7 財務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2 20
貸款利息支出 316 305

  

318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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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抵免╱（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就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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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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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免╱（支出）指：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124 (19)

  

所得稅抵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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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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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計） 400,900 400,9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千港元） (7,014) (4,133)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每股港仙） (1.75) (1.03)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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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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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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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該分類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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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巿證券
於期╱年初 4,980 7,320

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1,020 (2,340)
  

於期╱年末（附註 a） 6,000 4,980
  

附註：

(a) 結餘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之毛記葵涌有限公司（「毛
記葵涌」）之普通股公平值。概無來自上述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持有之股
權投資之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已於簡明綜合收益表
確認。

12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年初 55 200

向一間合營企業貸款（附註 a） 250 –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之虧損淨額 (57) (145)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248 55
  

附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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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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合營企業載列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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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股本權益 主要業務 計量方法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Searching B Company

 Limited（「Searching B」）
香港 50% 50% 附註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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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4,001 4,229

減：貿易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 (29) (29)
  

貿易應收賬款 — 淨額 3,972 4,200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1,022 371

易貨應收賬款 42 142

預付款項及墊款 3,017 2,07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053 6,791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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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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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九
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貿易應收賬款之賬
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3,738 2,992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237 983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26 165

一百八十日以上 – 89
  

4,001 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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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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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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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400,900 401 457,543 457,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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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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2,074 1,540

其他應付賬款 3,635 4,182
  

5,709 5,722

合約負債 4,670 4,478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55 1,199
  

11,634 11,399
  

按發票日期計算，關連方貿易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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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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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1,832 1,414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29 110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72 16

一百八十日以上 41 –
  

2,074 1,540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以及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之公平值與其賬面金額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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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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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100,000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自其同系附屬公司獲得總融資125,000,000港元（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相同），包括已動用融資100,0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相同）及未動用融資25,0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相同）。

根據貸款融資協議，所提取貸款為100,000,000港元，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之
前毋須償還。由於本集團有權無條件將該貸款的結算遞延至結算日後至少十二個月，
該貸款被分類為非流動。該貸款之年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4%。

17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擔保（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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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摘要

於二零二二年初，香港爆發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疫情迅速且猛烈。當局
加強社交距離措施，商業環境受到嚴重影響。根據政府統計處公佈之經
修訂本地生產總值數據，香港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繼上一季收縮3.9%後，
於二零二二年第二季按年跌幅放緩至1.3%。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之
21,853,000港元減少9%至19,824,000港元。本集團除稅後虧損由去年4,133,000

港元擴大70%至7,014,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缺少去年同期收取一次性協
議費收入及政府補助5,087,000港元，儘管期內收到一次性政府補助2,548,000

港元抵銷有關差額。透過剔除該等期間之一次性其他收入，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虧損為9,562,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不計及一次性其他收入之經營虧損9,220,000港元高出約3.7%。

業務回顧

娛樂及生活時尚業務

在香港對抗第五波新冠肺炎過程中，由於經濟不景氣，廣告開支疲軟，導
致本集團娛樂及生活時尚業務之營業額由去年之16,920,000港元減少14%

至14,525,000元。因此，分部虧損由去年同期之783,000港元擴大至5,432,000

港元。不計及於本財政年度及上一個財政年度首六個月分別確認之一次
性其他收入2,032,000港元及5,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
期間之分部虧損將為7,464,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5,783,000港元。虧損
增加主要由於印刷廣告營業額減少，而本集團因自然流失而節省部分成
本（主要來自勞動力成本）。

《明周》（「明周」）及《Ming’s》之營業額於回顧期內有所下跌，因為奢侈品之
廣告商繼續謹慎消費。為吸引新廣告商，本集團製作了知名藝人及電影
導演的簡短紀錄片。此優質內容證明本集團致力於培養編輯團隊在優質
視頻內容製作方面之技能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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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藝人管理業務進展順利。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審視與行內各方
的潛在合作，為其藝人提供事業發展之機會。本集團將繼續努力物色新
的人才，並擴大其藝人組合。

手錶及汽車業務以及其他

手錶及汽車業務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之4,933,000港元增加7%至5,299,000

港元。與虧損872,000港元相比，本集團實現分部溢利736,000港元。該分部
恢復盈利，主要由於回顧期內廣告營業額增加、收到一次性政府補助以
及加強成本控制。不計及本財政年度及上一個財政年度首六個月分別確
認之一次性其他收入516,000港元及87,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
日止期間之分部溢利將為22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之分部虧損為959,000

港元。

《TopGear極速誌》（「TopGear」）繼續以高質量內容保頂尖汽車雜誌地位，而
《MING Watch明錶》（「Ming Watch」）為流行高級手錶雜誌，因其高質量專題
報道以及行業最新趨勢而備受讀者歡迎。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毛記葵涌12,000,000股普通股（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2,000,000股普通股），相當於毛記葵涌之4.4%（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4%）股權。期內，概無自該等普通股收取任何股
息（二零二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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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該 等 普 通 股 之 公 平 值 為6,000,000港 元（二 零
二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4,980,000港 元），佔 本 集 團 資 產 總 值 約6.2%（二 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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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12,000,000股毛記葵涌普通股之原總成本1,04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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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12,000,000股普通股
之賬面值為1,76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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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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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香港政府取消對入境旅客之若干強制性檢疫要求，或會刺激旅客回來。
這可能會改善香港經濟。儘管如此，本集團仍預計二零二二年╱二零二三
年財政年度下半年將繼續疲弱，並面臨通脹及利率上升之挑戰，這可能
會增加營運成本並降低零售消費。因此，為提高營業額，本集團將繼續加
強培訓銷售及營銷人才，以透過高質量內容製作能力在市場上把握更多
不同之商機。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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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0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78,462,000港元（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85,700,000港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虧絀則為
15,073,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9,037,000港元）。本集團有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81,85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90,259,000港元）
及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100,0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港元），而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即總負債
除以總資產之比率）為116%（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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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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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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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08名僱員（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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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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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黃洪琬貽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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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黃洪琬貽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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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華先生
及黃洪琬貽女士，以及一名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

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會
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以及財務報告事宜。

承董事會命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張裘昌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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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華先生及黃
洪琬貽女士。

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一切資料之本公司二零二二╱二三年中期報告，將
於適當時候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並會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底前寄交股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