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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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ACIFIC ONLINE LIMITED 
太 平 洋 網 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43)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太平洋網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987,526 847,923
收入成本 4 (322,899) (249,861)

毛利 664,627 598,062
銷售與市場推廣開支 4 (249,435) (167,896)
行政開支 4 (78,883) (77,395)
產品開發開支 4 (61,450) (45,930)
其他收入 5 1,629 7,150

經營利潤 276,488 313,991

融資收入 6 8,965 9,017
融資成本 6 (2,035) —

融資收入淨額 6 6,930 9,017

除所得稅前利潤 283,418 323,008
所得稅開支 7 (62,191) (69,374)

年度利潤 221,227 25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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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21,227 253,63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於年內應佔利潤的每股盈利
— 基本（人民幣） 8 20.00 分 23.34 分

— 攤薄（人民幣） 8 19.63 分 22.83 分

每股股息
— 擬派末期股息（人民幣） 9 13.93 分 16.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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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利潤 221,227 253,634

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股本基金投資價值變動 (2,243) —

年度其他全面收入，已扣稅 (2,243) —

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218,984 253,63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18,984 25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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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6,992 17,316
物業與設備 264,736 202,243
無形資產 9,689 12,292
遞延所得稅資產 15,493 9,739
預付款項 10 — 43,484
股本基金投資 11 28,954 —
持作到期金融資產 12 49,553 —

385,417 285,074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0 505,140 380,553
原有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短期銀行存款 2,539 12,5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92,295 438,036

899,974 831,089

總資產 1,285,391 1,116,163

權益及負債
資本與儲備
普通股 10,312 10,161
儲備 948,278 876,972

總權益 958,590 887,133

流動負債
應計項目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251,501 169,826
客戶預付廣告訂購費用及遞延收入 10,945 17,431
即期所得稅負債 64,355 41,773

總流動負債 326,801 229,030

總權益與負債 1,285,391 1,116,163

淨流動資產 573,173 602,05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58,590 88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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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普通股 儲備 總權益

附註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結餘 10,100 772,447 782,547

全面收入
利潤 — 253,634 253,634
其他全面收入 — — —

全面收入總額 — 253,634 253,634

與股東之交易
— 已於二零一三年派付與二零一二年有關的 

 現金股息 9 — (165,858) (165,858)
股份獎勵計劃

— 僱員服務的價值 — 3,412 3,412
僱員購股權計劃

— 行使購股權 61 12,863 12,924
— 僱員服務的價值 — 474 474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10,161 876,972 887,133

全面收入
利潤 — 221,227 221,227
其他全面收入 — (2,243) (2,243)

全面收入總額 — 218,984 218,984

與股東之交易
— 已於二零一四年派付與二零一三年有關的 

 現金股息 9 — (180,303) (180,303)
股份獎勵計劃

— 購買股份 — (1,232) (1,232)
— 僱員服務的價值 — 5,017 5,017

僱員購股權計劃
— 行使購股權 151 28,840 28,991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10,312 948,278 95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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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 251,600 269,743
已付所得稅 (45,363) (62,556)

經營活動所得淨現金 206,237 207,187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與設備 (35,521) (51,447)
出售物業與設備 592 34
購買無形資產 (1,054) (1,307)
股本基金投資 (31,197) —

購買持作到期金融資產 (49,220) —

配置原有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短期銀行存款 (117,925) (170,487)
原有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短期銀行存款已收款項 127,886 160,570
已收利息 9,437 7,890

投資活動所用淨現金 (97,002) (54,74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為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股份 (1,232) —

已付現金股息 9 (180,303) (165,858)
發行普通股所得款項 28,991 12,924

融資活動所用淨現金 (152,544) (152,93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 (43,309) (494)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8,036 437,3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兌（虧損）╱收益 (2,432) 1,214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92,295 438,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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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經合併及修訂）
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集團主要從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提供互聯網廣告服務。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除另有指明外，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呈列（「人民幣」）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採用歷史成本
慣例編製。通過重估股本基金投資以公平值列賬。

本財政年度及比較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前公司條例（第32章）適用之規定而編製。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a) 本集團採納的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以下為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之財政年度首次採納的對現有準則修訂及詮釋：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金融工具：呈列」。此項修訂釐清抵銷權不
得取決於未來事件。其亦必須在正常業務過程中及在違約事件、無力償債或破產事件的情況下可
對所有交易對手依法執行。此項修訂已考慮結算機制。

•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資產減值」。此項修訂剔除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3號頒佈時在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所加入現金產生單位可收回金額之若干披露。其亦增加
對減值資產可收回金額資料之披露，假設該金額按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計算。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有關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延續之「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此項
修訂考慮場外衍生工具及建立中央交易對手之立法變動。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對中央交易對
手之衍生工具更替會導致對沖會計終止。此修訂放寬於對沖工具更替符合指定條件時終止對沖會
計法之規定。

•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投資實體的合併」的修訂。此等修訂意味著
許多基金和類似實體將獲豁免合併其大部分附屬公司。取而代之，基金和類似實體可以公平值透
過損益計量其附屬公司。此等修訂為符合「投資實體」定義並具個別特點的實體提供豁免。變動亦
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引入了投資實體須作出的披露。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徵稅」，載列倘負債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規定」之
範疇時支付徵費責任之會計處理。此詮釋闡述何等債務事件產生支付徵費及何時應確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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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以上對現有準則的修訂及詮譯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惟披露方面除外），且
並無對會計政策造成任何變動。

 (b) 尚未採納的新準則及對現有準則的修訂

若干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本集團於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時
並未提早採納。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對單獨財務報表的權益法的修訂容許實體使用權益法計入附屬公司、
合營企業及聯營企業的投資於其單獨財務報表。該準則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前後開始的會計
期間生效。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之收益」處理收益確認及確立向財務報表使用者報告有用資料
之原則，內容關於一個實體之客戶合約產生之收益及現金流之性質、金額、時間及不確定性。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核心原則乃一個實體應確認收入以體現向客戶轉讓承諾貨品或服務的數額，
並反映實體預期交換該等貨品或服務而應得的代價。該項準則可(i)追溯應用，並備有若干權宜措施
或(ii)透過於採納日期對保留溢利的期初結餘進行累計調整，連同載有根據轉讓年度舊準則所呈報
金額的額外披露資料。本集團正在評估該準則的影響，但並不確定於財務報日期至影響。該準則由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以及可提早應用。本集團正評估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5號之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闡述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計量及確認。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完整版本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刊發，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金融工具分類及計量
之指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保留但簡化混合計量模式，並為金融資產建立三個主要計量類別：
攤餘成本、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公平值及計入損益之公平值。分類基準視乎實體之業務模式及該
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特徵而定。股本工具投資須於初始時連同不可撤銷選擇權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以在其他全面收益計量呈列不會收回之公平值變動。現時有新預期信用虧損模型取代香港會
計準則第39號使用之產生減值虧損模型。就金融負債而言，除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本身信貸風險變
動外，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負債之分類及計量並無改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明確對
沖成效測試，放寬對沖有效性之要求。其規定對沖項目與對沖工具之間須存在經濟關係，以及「對
沖比例」須與管理層就風險管理目的實際使用之對沖比例一致。仍須提交同期文件，為與現時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編製之文件有別。準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允
許提前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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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項目。
該修訂根據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澄清一些會計處理╱披露規定以及消
除不一致。該等改進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財政年度生效。本集團管理層預期該等修訂不會
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

本集團管理層正對其影響作出評估，且未能聲明其會否導致本集團之重大會計政策及財務資料之呈列
有任何重大變動。概無其他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預期
將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

 (c) 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

此外，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9部「賬目及審計」之規定根據該條例第358節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或之
後之本公司首個財政年度開始運作。本集團正就公司條例變動於首次應用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
9部期間對綜合財務報表之預期影響進行評估。至今結論為不大可能造成重大影響及僅會影響綜合財務
報表資料之呈列及披露方式。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為不同商品提供互聯網廣告服務。主要營運決策者審視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評定表現和分配資
源。管理層已以此等內部報告為基礎釐定經營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者從其經營的不同互聯網門戶網站衡量互聯網廣告業務。由於本集團的所有收入來自中國客
戶，故此並無進一步按地區基準評估。

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所得收入計量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三大可呈報經營分部的收入主要來自三個主要網
站，即太平洋汽車網、太平洋電腦網及太平洋時尚網。本公司目前沒有分配收入成本、經營成本或資產至其
分部，皆因主要營運決策者並非用此資料分配資源或評定經營分部的表現。因此，本公司沒有按各個可呈報
分部呈報利潤或總資產計量。

其他分部的收入與來自其他網站（包括線上遊戲、親子產品及家居產品及其他服務）的收入有關。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分部間銷售（二零一三年：相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的來自
外方的收入乃按綜合收益表一致方式計量。

太平洋 

汽車網
太平洋 

電腦網
太平洋 

時尚網 其他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 564,194 229,939 103,776 89,617 987,526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 448,748 251,833 83,600 63,742 847,923

儘管本公司設在開曼群島，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全部收入均來自外間客戶，並全
部來自中國（二零一三年：相同）。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大部分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計入無形資產的金融工具、會所會籍）位於
中國（二零一三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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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從單一外間客戶取得的收入概不佔本集團收入的10%或以上（二零
一三年：相同）。

4. 開支性質分析

包括在開支內的收入成本、銷售與市場推廣開支、行政開支及產品開發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僱員福利開支 251,641 195,418

向廣告商支付的銷售佣金 123,561 105,298

廣告開支 145,642 102,694

其他稅項及附加費 39,937 31,526

差旅費及招待費 25,142 20,361

折舊及攤銷開支
— 物業與設備折舊 15,763 14,545
— 無形資產攤銷 3,565 3,692
—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324 324

外包製作成本 44,439 15,722

技術服務費 21,200 12,192

頻寬及服務器託管費 17,712 10,466

應收款項減值支出 3,516 8,824

租金開支 6,984 6,930

核數師酬金 3,912 3,774

專業費用 1,062 1,480

其他開支 8,267 7,836

收入成本、銷售與市場推廣開支、行政開支及產品開發開支總額 712,667 541,082

產品開發開支主要納入僱員福利開支以及折舊及攤銷開支。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產
品開支被資本化（二零一三年：無）。

5. 其他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貼 818 7,150

投資持作到期金融資產收入 811 —

1,629 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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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收入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收入
— 利息收入 8,965 7,890
— 外匯收益淨額 — 1,127

8,965 9,017

融資成本
— 外匯虧損淨額 (2,035) —

融資收入淨額 6,930 9,017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即期稅項 67,945 72,039

遞延稅項 (5,754) (2,665)

所得稅開支 62,191 69,374

作為一家開曼群島公司，本公司毋須支付任何利得稅。由於本集團在香港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來自或源自香港的應課稅收入（二零一三年：相同），因此毋須支付香港利
得稅。

即期稅項主要為就在中國經營的附屬公司計提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撥備。該等附屬公司按其各
自法定財務報表所列的應課稅收入（按照相關中國稅務法律及法規調整）支付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內資企業及外資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率為25%。此外，企業所得稅
法規定（其中包括）獲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的優惠稅率為15%。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公司主要營運附屬公司廣州太平洋電腦信息諮詢有限公司（「廣州太平洋電腦」）及
廣東太平洋互聯網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廣東太平洋互聯網」）根據企業所得稅法於二零一四年獲正式指定為高
新技術企業。因此，廣州太平洋電腦及廣東太平洋互聯網在計算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遞延稅項及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即期所得稅支出時用15%（二零一三年：15%）的稅率。根據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所有其
他中國實體按25%的稅率支付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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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集團除所得稅前利潤所徵稅款與按適用於所有綜合中國實體利潤的法定稅率產生的理論稅款的差額如
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利潤 283,418 323,008

按25%法定稅率計算的稅款（二零一三年：25%） 70,855 80,752

稅務影響
— 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所享稅務優惠(a) (31,508) (34,650)
— 毋須課稅收入 (1,538) (1,575)
— 不能扣稅的開支(b) 10,232 10,050

預期中國附屬公司匯入的盈利預扣稅 14,150 14,797

稅務開支 62,191 69,374

(a) 廣州太平洋電腦及廣東太平洋互聯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享有與高新技術企業有
關的優惠稅務待遇（二零一三年：相同）。

(b) 不能扣稅的開支主要包括以股份為基礎補償開支、由本公司及在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所產生的開
支。

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不包括本集
團購買及為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普通股）。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221,227 253,634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106,033 1,086,638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 20.00 分 23.34 分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通過調整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當中假設已兌換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及獎
勵股份而產生的所有潛在具攤薄作用的普通股（合計組成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分母）。本公司已根據尚
未行使購股權所附認購權之貨幣價值計算按公平值（按本公司股份平均年度市價釐定）購買之股份數目。
上述計算所得數目與假設行使購股權及獎勵股份可發行之數目股份進行比較。盈利（分子）則並無調整。



– 13 –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221,227 253,634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127,006 1,110,829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106,033 1,086,638
— 為購股權及獎勵股份作出調整（千股） 20,973 24,191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 19.63 分 22.83 分

9. 股息

二零一四年已派付的股息包括派付從保留盈利分派的二零一三年末期現金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16.25分（二
零一三年：人民幣15.26分），合共人民幣180,303,000元（二零一三年：人民幣165,858,000元）（不包括與根據股份
獎勵計劃持有的普通股有關的股息人民幣276,000元（二零一三年：人民幣464,000元））。

董事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現金人民幣13.93分，合共人民幣
154,859,000元（按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普通股為基準）。該等末期股息將由股東於二零一五
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並未反映上述應付股息。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減值撥備(a) 489,216 358,533

其他應收款項(b) 10,808 13,776

預付款項 5,116 51,728

505,140 424,037

減非即期部分： 

預付款項 — (43,484)

即期部分 505,140 38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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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減值撥備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信用期一般不超過六個月至一年。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應收貿易賬款（扣
除人民幣23,069,000元減值撥備（二零一三年：人民幣20,849,000元））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至6個月 420,747 308,513

6個月至1年 62,684 42,429

1至2年 5,767 7,591

2年以上 18 —

489,216 358,533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為人民幣35,321,000元（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40,756,000元），涉及多位並無拖欠信用付款記錄的獨立客戶。該等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至6個月 13,392 15,650

6個月至1年 16,144 17,515

1至2年 5,767 7,591

2年以上 18 —

35,321 40,756

 (b) 其他應收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向員工提供的墊款 5,030 8,805

其他 5,778 4,971

10,808 1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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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股本基金的投資

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

添置(a) 31,197

公平值變動 (2,243)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954

(a)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以有限合夥人的身份投資於一項由獨立第三方合夥人設立及
管理的未上市股本基金（「該基金」）。該項投資以美元計值，初步成本為5,000,000美元。本集團並無對該
基金擁有控制權或重大影響力。董事將投資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股本基金的投資之公平值乃基於基金持有之潛在投資公平值進行計算，該公平值主要受上市股票市
價以及以市場息率貼現之現金流及非上市股本投資特定風險溢價影響。

12. 持至到期金融資產

所有持至到期金融資產均為以人民幣計值的上市債券。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於香港上市 16,283

於香港境外上市 33,270

49,553

年內持至到期金融資產的變動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

添置 — 成本 49,220

攤銷利息（附註5) 811

已收利息 (478)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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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至到期金融資產的到期期限概述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上市債券：
一至二年 21,288

二至三年 28,265

49,553

債券的票面息率為每年3.25%至4.50%。

所有持至到期的金融資產均為非即期。

於報告日期所面臨的最高信貸風險為持至到期金融資產的賬面值。

13. 應計項目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薪金 44,518 34,015

應計開支(a) 158,926 90,916

其他應付稅項 27,837 21,877

其他應付款項(b) 20,220 23,018

251,501 169,826

(a) 本集團應計開支主要指應付廣告公司的應計銷售佣金費用及應計廣告開支。

(b) 本集團其他應付款項主要指應付第三方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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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儘管中國經濟放緩且市場競爭激烈，但由於汽車、女性及親子門戶網站強勁的廣告需求，我們
的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16.5%。雖然營業額大幅增長，但淨利潤下降12.8%，主要由於成本增加
所致，而我們認為此舉就未來持續發展而言屬必要。年內，我們增加了僱員人數以進一步加強
我們的內容及手機產品的開發能力，專注於開拓汽車銷售網絡。我們亦在多個渠道增加市場推
廣開支，特別是手機搜索。我們相信，該等開支可於未來帶來強勁有力的平台。

儘管該等開支的確對我們的業績產生影響，但對帶動用戶增長及廣告需求而言亦十分必要。我
們的瀏覽量及銷售機會穩定增長，而增加主要來自移動設備的大幅增長。我們將服務範圍從電
子商務平台進一步延伸至選定系列門戶網站。我們亦為不斷增長的手機用戶發佈多項新的手機
應用設備。

於二零一四年，太平洋汽車網的收入上升25.7%，佔年內總收入的57.1%。增長繼續受汽車製造
商及經銷商客戶增加開支所帶動。年內，我們為不同車迷發佈新的社區平台，該平台迅速吸引
新用戶並增加網站社會互動人數。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我們增加多個手機及搜索引擎的市場
推廣開支，藉此加強我們的品牌認知及促成網絡用戶引導。我們亦進行多項線上及線下市場推
廣活動以支持經銷商客戶的汽車銷售。我們仍將致力於在我們的移動平台開發新數字服務。展
望未來，我們將繼續實施汽車門戶網站策略，預期將可產生長期持續增長。

太平洋電腦網收入下降8.7%，乃由於製造商繼續減少市場推廣開支。此舉大體與市場結構變動
相符。儘管手提及桌上電腦的需求短期內不會恢復，但我們將繼續提升門戶網站的營運效率，
探索新市場分部。我們的進展良好，並將繼續透過我們獨有平台best.pconline.com.cn滲透電子
商務平台。我們預期未來便攜設備市場將提供新廣告增長機遇及線上銷售機遇。總體而言，我
們將對太平洋電腦網的未來發展持審慎態度。

全賴對化妝品及其他時尚產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太平洋時尚網的收入增加24.1%。年內，我們與
多家領先的奢侈品牌合作以深入挖掘特色產品。太平洋時尚網已穩步發展成為市場領先的奢侈
品網站。我們將繼續加強手機產品服務及發展O2O美容相關服務。我們信納該門戶網站將錄得
穩定增長。

其他經營業務（包括太平洋遊戲網、太平洋親子網及太平洋家居網）的收入增加40.6%。增長乃
主要由太平洋親子網帶動，該年亦是太平洋親子網強勁增長的一年。我們近期透過開發及發佈
產婦護理智能硬件及移動設備進一步拓展我們的業務，我們相信此舉能夠吸引更多孕婦。此項
新策略將有助於我們拓展品牌、加深與用戶的關係及在蓬勃的親子市場中補充我們的服務範
圍。我們相信親子及家具門戶網將維持強勁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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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我們預期競爭依然激烈，特別是汽車分部，但我們將繼續執行我們的策略以加強長
期收入增長。該策略包括致力於發展高質素內容、將業務擴展至選定電子商務市場、於市場推
廣審慎投資及持續創新移動產品服務。此外，我們將維持靈活的企業架構，以在尋求更新及有
效的方法滿足市場需求時可對變化作出快速反應。

收入

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847,900,000元上升16.5%至截至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987,500,000元。

本集團汽車門戶網站太平洋汽車網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448,700,000元上升25.7%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564,200,000元。太平
洋汽車網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汽車製造商及經銷商客戶增加開支所帶動。太平洋汽車網於截至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佔收入的百分比分
別為52.9%及57.1%。

本集團資訊科技及消費電子產品門戶網站太平洋電腦網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人民幣251,800,000元下跌8.7%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229,900,000元。下降乃由於品牌及生產商廣告預算整體減少所致，被電子商貿賣家增長所抵銷。
太平洋電腦網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佔收入的百分比分別為29.7%及23.3%。

本集團女性時尚門戶網站太平洋時尚網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
民幣83,600,000元上升24.1%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03,800,000元。該
增加乃由於化妝品及奢侈時尚商品強勁的廣告收入所帶動。太平洋時尚網於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佔收入的百分比分別為9.9%及
10.5%。

其他經營業務（包括太平洋遊戲網、太平洋親子網及太平洋家居網）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63,700,000元上升40.6%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人民幣89,600,000元。該等分部的收入隨著廣告商將更多市場推廣預算分配至網上廣告而有
所增加。其他經營業務的收入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佔收入的百分比分別為7.5%及9.1%。

收入成本

收入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249,900,000元上升29.2%至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322,9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分別為70.5%及67.3%。

收入成本上升乃由於內容製作的人事相關開支上升以及技術服務費及帶寬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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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與市場推廣開支

銷售與市場推廣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67,900,000元上升48.6%
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249,400,000元。此增幅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及
有關品牌發展尤其是移動搜索的市場推廣開支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77,400,000元上升1.9%至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78,900,000元。此增幅主要由於年內為支持本集團增長的
員工人數增加所致。

產品開發開支

產品開發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45,900,000元上升33.8%至截至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61,500,000元。此增幅主要由於產品開發員工數量及
其他相關開支增加所致。

扣除以股份支付之補償開支前的經營利潤（非公認會計原則）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扣除以股份支付之補償開支前的經營利潤（非公認會計
原則）為人民幣281,5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317,900,000元
下降11.4%。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7,200,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1,600,000元。下降主要由於年內政府補貼減少。

融資收入及成本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融資收入淨額為人民幣9,000,000元，而截至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6,900,000元。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69,400,000元下降10.4%至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62,200,000元。

淨利潤

淨利潤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253,600,000元減少12.8%至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221,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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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短期存款及現金總計人民幣394,800,000元，而截
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人民幣450,500,000元。現金額下降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為非流動資產的股本基金投資及金融資產合計人民幣80,400,000元所致。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概無外債。

銀行借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因
此，其資產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總額與股東權益的比率）於該兩個年度均為零。

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抵押銀行存款或其他資產以取得銀行融資。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經營活動主要於中國進行，大部分交易乃以人民幣計值及結算。因此，整體外匯風險
被視為並不重大。

業務展望

本集團相信未來幾年互聯網仍將是中國快速增長產業之一。汽車、女性及親子產品的廣告需求
將繼續增長。此外，手機使用及滲透的快速增長預期會進一步促進互聯網交易的發展。本集團
將持續提升新內容、構建我們的品牌及開發新產品，藉此提升瀏覽量並促進網站的電子商務交
易。我們相信該策略將使我們未來的服務需求不斷上升。

其他資料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1,762名僱員（二零一三年：1,495名），相對二零一三年
增加267名。員工數目增加是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擴充經營業務所致。本集團按資歷及年資
等因素釐定員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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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派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現金人民幣13.93
分（「擬派末期股息」）（二零一三年：人民幣16.25分），惟須待股東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星
期五）舉行的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擬派末期股息將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以現金支付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
東名冊的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有權出席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日（星期
三）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如欲符合資格出席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並
在會上投票，未登記之本公司股份持有人必須確保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二）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的股票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為享有擬派末期股息的權利，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
（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本公
司股份過戶登記。如欲符合資格收取擬派末期股息，未登記之本公司股份持有人必須確保於二
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的股票送達本
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同上）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
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徐耀華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白
泰德先生及陳之望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研討有關審
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
度財務業績。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公告所列數字，經由本集團核數師羅
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與本集團該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金額作出比對並相符。羅
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
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審計委聘準則所進行的審計委聘，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
對此公告發出任何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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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唯獨沒有按守則條文第A.2.1條的規定區分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的角
色。林懷仁博士目前同時擔任本公司的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由於林博士為本集團聯合創辦人，
並於互聯網行業擁有豐富經驗，董事會相信，此架構為本集團提供強大而貫徹一致的領導，令
業務規劃和決策以及在執行長遠業務策略上更有效率和效益。因此，此舉對於本集團的業務前
景有利。

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向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全體僱員及不斷支持本集團的全體股東，
致以衷心謝意。

代表董事會 
太平洋網絡有限公司 

主席  
林懷仁

香港，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分別為林懷仁博士、何錦華先生、王大鑫先生及張
聰敏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徐耀華先生、白泰德先生及陳之望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