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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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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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DAHE MEDIA CO., LT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號碼：8243）

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公告

大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業

績。本公告列載本公司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全文，並符

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中有關中期業績初步公告附載的資料的要

求。本中期業績公告及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將可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dahe-ad.com閱覽。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的印

刷版本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股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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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註明外，以千元人民幣列示）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180,177 193,576 (7)

經營活動溢利╱（虧損） 23,262 22,299 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溢利╱（虧損） 8,005 7,541 6

資產總值 811,907 790,975 3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之盈利╱（虧損） 36,321 35,382 3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人民幣分） 0.96 0.91 5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人民幣分） 0.96 0.91 5

流動比率（倍） 1.4 1.3 8

債務總額相對權益之比率 (%) 84.2 84.9 (0.7)百分點

現金狀況 199,685 198,559 1

擬派每股末期股息（港仙） － － －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於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綜合財務報表予董事會批准前聯同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

原則及慣例，討論核數及財務報告事宜，並審閱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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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本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
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
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
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
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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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因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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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
在提供有關大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料；大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報
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
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
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年報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大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1

摘要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實現營業額約人民幣
18,017.7萬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下降約7%。

‧ 本集團的營業額主要源自媒體發佈、終端傳播服務、媒體製作及藝術品交
易業務分別佔總營業額約55.68%（二零一三年：63.34%）、30.62%（二零
一三年：22.29%）、13.55%（二零一三年：14.37%）及0.15%（二零一三
年：無）。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股權持有人應佔盈利約為
人民幣800.5萬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上升約6%。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股權持有人應佔盈利約為人民幣686.4萬元，
較二零一三年同期上升約6%。

‧ 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0.96分（二零一三年：人民幣0.91分）。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
一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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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大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
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80,177 193,576 97,046 101,304
銷售成本 (116,764) (123,587) (60,887) (61,194)

    
毛利 63,413 69,989 36,159 40,110
其他收入及淨收益 135 1,230 452 1,298
分銷成本 (20,506) (19,360) (9,803) (9,027)
行政費用 (19,780) (29,560) (10,291) (16,826)
融資成本 (9,829) (9,640) (5,204) (4,978)

    
除所得稅前溢利 5 13,433 12,659 11,313 10,577
所得稅開支 6 (2,356) (2,324) (1,986) (1,883)

    
期內溢利及
 其他全面
 收益總額 11,077 10,335 9,327 8,694

    

歸於：

母公司擁有人 8,005 7,541 6,864 6,481
非控股權益 3,072 2,794 2,463 2,213

    
11,077 10,335 9,327 8,694

    
每股盈利 8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 0.96分 0.91分 0.82分 0.7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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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8,241 38,241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4,474 145,619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2,144 2,173
 商譽 15,679 15,679
 其他無形資產 1,759 1,875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1,469 1,469
 已付同系附屬公司按金 — —
 遞延稅項資產 4,980 4,98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2 52

  
非流動資產總額 198,798 210,088

  
流動資產
 存貨 23,649 24,29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272,721 236,58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帳款 82,865 72,480
 已付同系附屬公司按金 17,224 32,898
 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 892 892
 應收控股公司款項 9,096 8,548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 —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6,790 6,45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87 173
 銀行結餘及現金及巳抵押
  銀行存款 199,685 198,559

  
流動資產總額 613,109 580,887

  
資產總額 811,907 79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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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62,140 51,997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
  及應計項目 6,284 17,117
 遞延廣告收入 35,004 18,571
 應付關連方款項 438 153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388 3,865
 銀行借貸 319,424 312,940
 應付所得稅 2,292 8,866
 其他應付稅項 2,067 7,673

  
流動負債總額 431,037 421,182

  
流動資產淨值 182,072 159,70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0,870 369,79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334 1,334

  
資產淨值 379,536 368,45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83,000 83,000
 儲備 266,856 258,85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49,856 341,851

非控股權益 29,680 26,608
  

權益總額 379,536 36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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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份溢價 本公司擁有人
股本 及資本儲備 法定公積金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應佔權益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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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83,000 97,384 28,199 (844) 127,949 335,688 19,277 354,965
期內溢利 — — — — 7,541 7,541 2,794 10,335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83,000 97,384 28,199 (844) 135,490 343,229 22,071 365,300

        

期內溢利 — — — — (1,378) (1,378) 4,687 3,309
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出資 — — — — — — 660 660
儲備間轉撥 — — 610 — (610) — — —
巳付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股息 — — — — — — (810) (810)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83,000 97,384 28,809 (844) 133,502 341,851 26,608 368,459
期內溢利 — — — — 8,005 8,005 3,072 11,077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83,000 97,384 28,809 (844) 141,507 349,856 29,680 37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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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使用）╱所產生之現金流量 4,455 (48,274)
投資活動所使用之現金流量 603 (2,279)
融資活動所產生╱（所使用）之現金流量 (3,932) 93,44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1,126 42,89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98,559 124,145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99,685 167,03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9,685 167,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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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章編製。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
核年度財務報表一並閱讀。除上述者外，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用
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年度
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2. 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簡明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以公平值列賬的投資物業除外。歷史成本一般
基於交換貨物時的代價公平值。

 於本期間，本集團採納所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
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如何編製及呈列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
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須對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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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指向客戶出售貨物及提供服務的銷售值扣除退貨及折扣備抵，並分析如下：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媒體發佈收入 100,311 122,608 49,555 62,902
終端傳播服務收入 55,172 43,140 32,228 23,018
媒體製作收入 24,416 27,828 15,002 15,384
藝術品交易 278 — 261 —

    

180,177 193,576 97,046 101,304
    

4. 分部資料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媒體發佈 媒體製作
終端

傳播服務 藝術品交易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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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部客戶的收入 100,311 24,416 55,172 278 180,177
     

報告分部業績 43,114 2,646 17,604 49 63,413
其他收入及淨虧損 135
分銷成本 (20,506)
行政開支 (19,780)
財務費用 (9,829)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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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媒體發佈 媒體製作
終端

傳播服務 藝術品交易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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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
 的收入 122,608 27,828 43,140 — 193,576

　 　 　  　

報告分部業績 50,802 3,883 15,304 — 69,989
其他收入及淨虧損 1,230
分銷成本 (19,360)
行政開支 (29,560)
財務費用 (9,640)

 

除所得稅前溢利 12,659
 

5. 除所得稅前溢利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
 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12,918 12,938 6,439 6,459
預付土地租賃
 款項攤銷 28 28 14 14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13 117 (7) (17)

    



10中期業績報告

6. 所得稅開支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撥備是基於中國稅項估計應課稅收入按有關年度內的適
用稅率計算。根據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內資企業及外
資企業將按統一所得稅率25%繳稅，根據有關中國法律及法規，由於本公司是合資格
的高新科技產業，因此，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享有15%的優
惠企業所得稅稅率（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本公司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標準企業所得稅稅率25%（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繳稅。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支出

中國所得稅 2,356 2,324 1,986 1,883
    

7.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方法，是根據本公司普通權
益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8,005,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7,541,000元）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830,000,000股（二零一三年：830,000,000股）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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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儲備

股份溢價及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公積金 保留溢利 儲備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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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83,000 97,252 22,623 122,575 242,450
期內全面
 收益總額 — — — 6,282 6,282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83,000 97,252 22,623 128,857 248,732

     

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83,000 97,252 23,152 121,406 241,810
期內全面
 收益總額 — — — 5,364 5,364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83,000 97,252 23,152 126,770 247,174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64,041 78,084
91至180日 35,590 52,793
181至365日 88,651 59,464
超過365日 84,439 46,241

  
272,721 23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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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19,195 26,207
91至180日 7,877 4,217
181至365日 11,411 5,186
超過365日 23,657 16,387

  
62,140 5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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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概覽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18,017.7萬元（二零一三年：人民幣19,357.6萬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7%。期
內，股東應佔盈利約達人民幣800.5萬元（二零一三年：人民幣754.1萬元），較去
年同期上升約6%。每股盈利上升5%至人民幣0.96仙。

營業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青奧會期間，南京市政府對戶外廣告進行整治，使得本集
團戶外廣告保有量有所下降，同時因本集團管理體系的完善，管理費用下降，使得
盈利略有上升。

回顧期內，本集團戶外廣告媒體發佈、終端傳播服務、戶外廣告媒體製作和藝術品
交易業務的收益，分別佔營業額約55.68%（二零一三年：63.34%）、30.62%（二零
一三年：22.29%）、13.55%（二零一三年：14.37%）及0.15%（二零一三年：無）。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
無）。

媒體發佈業務

回顧期內，本集團媒體發佈業務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0,031.1萬元，較去年同期
下降約18%，佔本集團總營業額55.68%。目前，本集團擁有約19萬平方米戶外
媒體發佈資源，包括高速公路大牌、市區樓頂大牌、路邊景觀牌及 LED大屏，業
務擴展至全國64個主要城市。期內，本集團的戶外媒體平均上牌率繼續保持在約
70%，主要客戶來自快速消費品、媒體、房地產、金融、旅遊等多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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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全國首創的社區媒體「安康快告」繼續贏得廣告客戶的口碑與支持，期內為本
集團帶來人民幣約3,720萬元的營業額及人民幣約309萬元的利潤。目前全國已建
快告欄約8,000個，精準覆蓋近5,500個小區共900萬個中高收入家庭。覆蓋面已
擴展至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深圳、成都、杭州、瀋陽、合肥等地，為本
集團帶來約3.5萬平方米的戶外媒體發佈資源。

同時，「安康快告」繼續重點拓展金融、旅遊、通信、快速消費品等行業，並與中國
移動、家樂福、沃爾瑪、中國電信、新城市置業、民生銀行、中國銀聯、加多寶中
國、內蒙古蒙牛乳業、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團、山東恒安紙業、九華山風景區等眾
多國內外著名品牌繼續合作。

終端傳播服務、媒體製作及藝術品交易業務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繼續深化「終端傳播」業務，共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5,517.2萬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8%，佔總營業額約30.62%。「終端傳播」持續服務耐克、
李寧、華潤萬家、LEE、普利司通、福田戴姆勒等著名品牌。其中，久保田、華潤
萬家、耐克、LEE、福田戴姆勒等項目簽單金額近人民幣3,000萬元。

回顧期內，本集團媒體製作業務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441.6萬元，較去年同期下
跌約12%，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13.55%。

回顧期內，本集團藝術衍生品交易營業額約人民幣27.8萬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
約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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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江蘇」網站

本集團與新浪網合作建立的「新浪江蘇」網站以web2.0的最好服務與產品為江蘇用
戶提供當地語系化的新聞、消閒娛樂及生活資訊；新浪江蘇的建立是本集團真正涉
足互聯網運營的標誌，增強了本集團在互聯網傳播方面的實力，使得本集團在營銷
傳播產業鏈更為完善，形成了集品牌策劃、媒體發佈、工程製作、活動公關、互聯
網、新媒體等業務為一體的大賀營銷傳播全產業鏈，亦期望為日後的發展奠下基
礎。

藝術品經營－大賀藝術空間

大賀藝術空間為大賀傳媒於2013年年底新開發的業務，以推廣中華書畫藝術、市
場化整合資源、將有潛質的或實力派中國藝術家推向世界市場和世界級藝術殿堂為
使命，力爭做藝術品貿易的全球管道商和大中華文化的傳播使者。大賀藝術空間成
立以來集全球推廣、世界渠道、資本運作及產業化發展為一體，快速放大藝術的
市場效應。回顧期內，大賀藝術空間通過全球戶外媒體、網絡媒體、活動公關、新
聞報道等多項宣傳途徑，大力推廣旗下簽約書畫家，並成功舉辦2014年春季拍賣
會、書畫展、藝術品投資講座等多項文化藝術活動。

業務發展

回顧期內，本集團大力發展旗下藝術品交易業務，成功舉辦「金陵書畫迎春展拍賣
活動」及「大賀藝術空間2014春季拍賣會」，不僅提高了本集團簽約藝術家的知名
度，還進一步擴大了本集團在藝術品市場的影響力。

回顧期內，本集團於「青奧文化體育公園項目：標識採購及相關服務」中中標。該項
目為南京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重點項目之一。此次中標彰顯本集團在營銷傳播方
面的實力，為日後逐步成為承接政府重大專案的專業服務商之一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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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及榮譽

大賀集團

二零一四年一月

本集團於由南京市委宣傳部、南京市文廣新局指導，南京文化產業協會主辦的首屆
二零一三年南京文化產業「金梧桐」獎評選活動中，榮膺最高榮譽獎－－「民營文化
企業十強」。

同年三月

本集團榮獲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確認的資信評估機構－－聯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江
蘇分公司頒發的「企業資信等級證書－AAA級」榮譽稱號。

同年四月

由本集團主辦的「金陵十家書畫展」廣告登陸紐約時代廣場事件榮耀入選「2013品牌
江蘇大事件」，並被譽為「中國文化品牌界的一次創舉」。

同年五月

本集團的「國際青少年書畫大賽」活動策劃方案在「我夢想中的青奧會」創意方案網路
徵集活動中榮獲「優秀創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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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中國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結構調整穩中有進，政府將繼續
大力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以引領中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近期，國務院和相關部
門出台了《關於加快發展對外文化貿易的意見》、《國務院關於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
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等一系列文化產業政策，在財稅、金融、準
入、土地等多方面給予優惠，文化企業發展的機遇前所未有，文化產業迎來政策支
援的「春天」。

在國家利好政策及內需穩步增長的雙重推動下，本集團對中國戶外、創新傳媒的中
長期發展抱持樂觀的態度。未來，除了加強王牌產品「安康快告」和開拓新的業務平
台之外，本集團亦會繼續發展藝術品經營業務，市場化整合資源，不斷推動藝術品
交易的資本運作及專業化發展。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積極把握網絡廣告市場發展的契機，充分利用國家政策的支
持，並倚賴自身科技創新、市場經驗豐富的優勢，整合戶外媒體、傳統電視媒體與
新興網絡媒體等其他媒體資源，打造營銷傳播的全產業鏈，矢志成為全中國最有影
響力的全媒體營銷及戶外廣告的領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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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18,017.7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7%。

毛利

回顧期內，毛利率約35.2%，比去年同期36%下降約0.8個百分點。

分銷成本

回顧期內，分銷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6%，主要是業務宣傳費的增加。

行政開支

回顧期內，行政開支比去年同期下降33%。

融資成本

回顧期內，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982.9萬元比去年同期上升2%。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未來重大投資計畫及預期資金來源

本集團將繼續整合現有業務，並同時物色可補充及加強現有業務的新商機。為了使
集團增加長期穩定收益，使得公司整體價值最大化，本集團計劃收購南京千禧安康
國際傳媒廣告有限公司49%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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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採納嚴謹之財務管理政策，並且保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8,207.2萬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人民幣15,970.5萬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約為人民幣19,968.5萬元，
銀行借貸約為人民幣31,942.4萬元，淨債務與權益比率約為32%，即銀行貸款減
去銀行存款及現金佔資產淨值約人民幣37,953.6萬元的百分比（於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淨債務與權益比率約為31%）。本集團在淨負債與權益比率的基礎上監
控資金，實施穩健的財務政策以保障流動資金滿足經營需要。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收益及開支均採用人民幣計值，故並無任何外匯風險影響。

重大投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沒有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計劃收購南京千禧安康國際傳媒廣告有限公司49%的股權。

員工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全職員工約600名，於回顧期內，員工成本
約為人民幣2,314萬元（二零一三年同期：約人民幣2,661萬元）。

薪酬政策

本集團向員工提供之酬金及福利具競爭力，員工薪酬乃由本集團在每年定期檢付之
薪酬架構下，按工作表現釐定。

員工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已按照中國境內相關規定，為員工提供多項強制性退休福利計劃。

抵押本集團資產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存款約人民幣42,100,000元（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人民幣50,000,000元）押記作為本集團借款的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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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購買、銷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集團及本公司於回顧期間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及監事收購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本公司董事或監事（「監事」）或其各自的任何聯繫人概無獲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授
予任何權利，可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份或債券，而上述人士於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亦概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並無任何優先購買權之條文以規定本公司須向現有股東按比例
發售新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持續採納一套交易標準，條款之嚴謹毫不
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5.67條所規定之交易標準。本公司亦已特別向全
體董事查詢，本公司並無察覺到任何未有遵行規定交易標準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之標準守則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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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監事（猶如按證券及期貨條例適用
於董事的規定亦適用於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有關條文董事及監事被視作或當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的規定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的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條的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
及淡倉如下：

(i) 本公司

於本公司
於有關證券 已發行

董事╱ 證券數目及 類別的持股量 股本的持股量
監事姓名 身份 類別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賀超兵 受控制法團 418,000,000股 72.07% 50.36%
 （「賀先生」）　的權益 　內資股 (L)

　（附註3）

賀連意 實益擁有人 6,400,000股 1.10% 0.77%
　內資股 (L)

王明梅 實益擁有人 3,800,000股 0.66% 0.46%
　內資股 (L)

附註：

1. 上述人士除王明梅女士為本公司監事以外，全部均為董事。

2. 「L」指於該等股份的好倉權益。

3. 該等內資股的權益乃透過大賀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大賀投資」）持有，大賀投
資由賀先生及其配偶嚴芬女士分別擁有99%及1%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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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相聯法團

於相聯法團
已發行股本

董事╱ 的持股量
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證券數目及類別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賀先生 大賀投資 實益擁有人 418,000,000股股份 (L) 99%

賀鵬君 南京歐特龍
　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500,000股股份 (L) 10%

附註︰

1. 「L」指於該等股份的好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
員所知，本公司其他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持有本公司或相聯法團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或淡倉。

除大賀投資董事賀先生外，概無董事或候任董事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2及3分部規定須予披露的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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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備存的登記冊所
記錄，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除外）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的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或
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持有附有權利可在所有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
司股東大會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於本公司╱
本集團

成員公司已
於有關證券 發行股本的

本公司╱本集團 類別的持股量 持股量
股東名稱 成員公司的名稱 身份 證券數目及類別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大賀投資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418,000,000股內資股 (L) 72.07% 50.36%

嚴芬 本公司 配偶的權益 418,000,000股內資股 (L) 72.07% 50.36%
（附註2）

南京歐特龍投資 杭州歐特龍廣告 實益擁有人 150,000股股份 (L) 10% 10%
　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成都新天杰廣告 四川新天杰 實益擁有人 9,000,000股股份 (L) 45% 45%
　有限責任公司 　傳媒科技發展

　有限責任公司



24中期業績報告

於本公司╱
本集團

成員公司已
於有關證券 發行股本的

本公司╱本集團 類別的持股量 持股量
股東名稱 成員公司的名稱 身份 證券數目及類別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大賀投資 安康國際 實益擁有人 490,000股股份 (L) 49% 49%

高華軍 南京大賀彩色 實益擁有人 2,000,000股股份 (L) 10% 10%
　印刷有限公司

附註：

1. 「L」指於內資股的好倉權益。

2. 嚴芬女士是賀先生的妻子，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
定，視為於賀先生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獲悉概無任何其他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有關權益或淡倉。



大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25

C.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須披
露其權益的其他人士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B分節所披露的人士╱實體外，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的規定存置的登記冊記錄，以下人士╱實體於股份及相
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於有關 於本公司
證券類別 已發行

證券數目及 的持股量 股本的持股量
股東名稱 身份 類別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嚴健 實益擁有人 71,800,000股 12.37% 8.66%
內資股 (L)

南京市高新 實益擁有人 50,000,000股 8.62% 6.02%
　技術風險 內資股 (L)
　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區 實益擁有人 30,000,000股 5.17% 3.61%
　晨威油墨廠 內資股 (L)

附註：

1. 「L」指該人士╱實體於內資股的好倉權益。

2. 內資股的權益透過南京市高新技術風險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而南京紫金投資
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則擁有南京市高新技術風險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56.39%註冊
資本。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實體，持有於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的規定存置的登記冊記錄之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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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權益

本公司董事、管理層股東及其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直接或
間接與本集團的業務有競爭或可能有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亦概無與或可能
與本集團有任何利益衝突。

公司管治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各董事概不悉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於現時報告所涵蓋的會
計期間任何時間曾經沒有遵守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的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
釐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審閱及監督本公司的財務申報過程及內
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徐浩然先生、葛建亞先生
及葉建梅女士。審核委員會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審閱本中期報告。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賀超兵

中國南京
二零一四年八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賀超兵先生及魯音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浩然先生、葛
建亞先生及葉建梅女士；非執行董事李華飛先生、賀連意先生及賀鵬君先生。

本公佈在刊登之日起計至少一連七日刊登在創業板網站的「最新公司公告」及本公司網站（http://
www.dahe-ad.com）內。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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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感謝董事會、管理層及所有員工勤奮工作及忠誠。本人亦感謝股東及業務夥

伴對本集團的強力支持。

代表董事會

大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賀超兵

中國南京，二零一四年八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賀超兵先生及魯音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浩然先生、葛建亞

先生及葉建梅女士；非執行董事李華飛先生、賀連意先生及賀鵬君先生。

本公佈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

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彼等所深知及確信：(i)本公佈告所載的資料在

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ii)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的任何內

容產生誤導；及 (iii)本公佈所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並按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

設為依據。

本公佈在刊登之日起計至少一連七日刊登在創業板網站的「最新公司公告」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

dahe-ad.com）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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