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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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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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

本公告列載本公司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全文，並符合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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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業績公告及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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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的印

刷版本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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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註明外，以千元人民幣列示）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226,292 192,905 17

經營活動溢利╱（虧損） 22,177 19,909 1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溢利╱（虧損） 12,196 12,138 0.5

資產總值 842,513 847,880 (6)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之盈利╱（虧損） 33,565 33,035 2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人民幣分） 1.47 1.46 －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人民幣分） 1.47 1.46 －

流動比率（倍） 1.6 1.5 7

淨債務對經調整資本比率 (%) 38 24 58

現金狀況 62,898 70,049 (10)

擬派每股中期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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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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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審閱該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

表。



* 僅供識別之用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8243

 2018
中期報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GEM」）之特色

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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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GEM較適合
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GEM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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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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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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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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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實現營業額約人民幣
22,629.2萬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19,290.5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
上升約17%。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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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6%（二零一七年：42.64%）、50.97%（二零一七年：56.1%）、
0.37%（二零一七年：1.23%）及0%（二零一七年：0.03%）。

•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約為人民幣
1,219.6萬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1,213.8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上
升約0.5%。

• 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1.47仙（二零一七年：人民幣1.46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
一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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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大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之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226,292 192,905
銷售成本 (173,246) (139,043)

  
毛利 53,046 53,862
其他收入、開支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4 171 88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708) (14,611)
行政費用 (9,737) (12,405)
研發費用 (8,595) (7,820)
融資成本 5 (8,006) (5,711)

  
除稅前溢利 14,171 14,198
所得稅開支 6 (2,015) (2,110)

  
年內溢利 7 12,156 12,088

  
年內溢利歸於：
本公司擁有人 12,196 12,138
非控股權益 (40) (50)

  
12,156 12,088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人民幣元） 9 1.47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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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附註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72,335 83,296
預付租賃款項 1,861 1,889
投資物業 52,975 52,975
商譽 15,679 15,679
無形資產 859 971
租金按金 1,702 942
可供出售投資 1,005 —

  
146,416 155,752

  
流動資產
存貨 32,965 31,280
預付租賃款項 57 5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352,493 296,474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賬款 208,385 134,250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22,742 7,523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5,771 18,445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786 744
結構性銀行存款 2,400 10,0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000 10,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50,498 183,355

  
696,097 69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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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附註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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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83,658 86,714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計款項 2,012 5,291
遞延廣告收入 27,247 18,690
其他應付稅項 2,538 3,859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641 3,040
稅項負債 1,822 7,054
借貸 13 308,047 324,740

  
426,965 449,388

  
流動資產淨值 269,132 242,74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15,548 398,49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169 6,169

  
6,169 6,169

  
資產淨值 409,379 392,32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3,000 83,000
儲備 321,611 309,4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04,611 392,415
非控股權益 4,768 (92)

  
權益總額 409,379 39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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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及
資本儲備

法定盈餘
公積金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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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a） （附註 c） （附註b）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83,000 97,252 36,328 (48,289) 224,124 392,415 (92) 392,323
年內溢利（虧損） — — — — 12,196 12,196 (40) 12,156
附屬公司非控股東出資 — — — — — — 4,900 4,90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83,000 97,252 36,328 (48,289) 236,320 404,611 4,768 409,379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83,000 97,252 33,226 (48,289) 194,947 360,136 (88) 360,048
年內溢利（虧損） — — — — 12,138 12,138 (50) 12,088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83,000 97,252 33,226 (48,289) 207,085 372,274 (138) 372,136

        

附註 a： 結餘包括 (1)以高於每股面值的價格發行股份而產生的股份溢價人民幣95,745,000
元；及 (2)因將自用物業轉移至投資物業而產生之重估收益人民幣1,507,000元。

附註b：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本公司與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向
最終控股公司收購南京千禧安康國際傳媒廣告有限公司（「安康國際」）49%的股權，代
價約人民幣63,750,000元。有關結餘主要指所收購附屬公司的資產淨值超過已付代價
的部分，確認為非控股權益的減少約人民幣48,289,000元。

附註 c： 根據有關中國法規及本集團的組織章程細則，本集團將各自分配每年法定純利的10%
（抵銷任何較早年度虧損後）至法定盈餘公積金賬目內。當該賬目的結餘達本集團股本
的50%時，則可隨意作出進一步的分配。法定盈餘公積金可用作抵銷較早年度的虧損
或用作發行紅股或註冊資本（如適用）。然而，法定盈餘公積金在作出該等發行後須維
持不低於本集團股本或註冊資本（如適用）25%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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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使用的現金淨額 (104,251) 120,476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215 2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73 167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4) (2,345)
 撤回已抵押銀行存款 — 20,000
 撤回結構性銀行存款 7,600 —
 最終控股公司付款（墊款） (15,219) 5,468

  
投資活動所使用的現金淨額 (7,375) 2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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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活動
 籌集之銀行借貸 139,000 127,000
 償還銀行借貸 (154,000) (183,094)
 向財務機構還款 (1,697) (3,484)
 償還獲批准票據借貸 — (70,000)
 利息支付 (8,429) (5,614)
 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出資 3,895 —

  
融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 (21,231) (135,19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132,857) 8,854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83,355 40,995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50,498 4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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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以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大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
股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GEM」）上
市。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為中國南京市建鄴區嘉陵江東街18號。本集團的直接
及最終控股公司大賀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大賀投資」），大賀投資為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媒體發佈、媒體製作、終端傳播
服務及藝術品貿易業務。

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即本公司的功能貨幣）呈列。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及聯交所GEM上市規則第十八章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平值計量的若干金融工具除外，截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
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於目前中期
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若干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呈報金
額及╱或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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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收益及業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規定須根據本集團組成部分的內部報告辨認經營分
部，而有關內部報告指執行董事及首席執行官（即主要經營決策者）為分配資源予分部及
為評估其表現而定期審閱者。本集團的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如下：

‧ 媒體發佈
‧ 媒體製作
‧ 終端傳播服務
‧ 藝術品交易

分部收益及業績

媒體發佈 媒體製作 終端傳播服務 藝術品交易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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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110,117 840 115,335 — 226,292

     
可呈報分部業績 21,370 76 31,600 — 53,046

     
其他收入、開支及其他收益及
 虧損 171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708)
行政費用 (9,737)
研發費用 (8,595)
融資成本 (8,006)

 
除稅前溢利 14,171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82,260 2,363 108,223 59 192,905

     
可呈報分部業績 22,739 174 30,940 9 53,862

     
其他收入、開支及其他收益及
 虧損 88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4,611)
行政費用 (12,405)
研發費用 (7,820)
融資成本 (5,711)

 
除稅前溢利 1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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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開支及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及開支
政府補貼（附註 a） 51 152
利息收入 215 280
租金收入 47 520
其他 (123) (95)

  
其他收入及開支淨額總額 190 857

  
其他收益及虧損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 (19) 26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總額 (19) 26

  
總計 171 883

  

（附註 a）：

年內，有關政府部門向本集團提供一次性補貼人民幣51,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52,000元），用作支持本集團地方區域發展而不附帶未來相
關成本，該金額已於收取年度的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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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產生的利息：
 －銀行借貸 7,909 5,614
 －銀行收費 97 97

  
8,006 5,711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即期 2,014 2,003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 107

  
2,015 2,110

  

根據相關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須按25%（截至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納稅，惟控股公司大賀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起被評為「高科技企業」並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進一步延期並獲得
優惠所得稅稅率15%，自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八年三年有效。因此，本公司於兩個期間
的稅率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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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經扣除以下項目後達致：

就應收貿易賬款確認減值虧損 — 1,359
研發費用 8,595 7,82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248 12,986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28 28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2 11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 (19) 26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兩個期間派付任何股息。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2,196 12,138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30,000 830,000

  

由於本公司並無任何發行在外的潛在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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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於中期期間，就購買汽車及租賃物業裝修錄得人民幣44,000元（未經審核）（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845,000元（未經審核））。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520,621 464,068
減：應收貿易賬款的呆賬撥備 (168,128) (168,128)

  
352,493 295,940

應收票據 — 534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總額 352,493 296,474
  

本集團一般授予介乎180天（二零一七年：180天）的信貸期。本集團於各報告期末根據
發票日期的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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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99,874 82,686
91至180天 39,619 26,471
181至365天 25,060 15,099
一至兩年 162,995 145,190
兩年以上 24,945 26,494

  
352,493 29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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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賬款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的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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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 24,157 22,870
31至90天 15,941 18,145
91至180天 14,300 9,219
181至365天 11,857 12,375
365天以上 17,403 24,105

  
83,658 86,714

  

13. 借款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取得新增銀行貸款人民幣139,000,000元（未經審核）（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55,000,000元（未經審核））。該等貸款按4.57%至7.5%的固定
市場利率計息，該等所得款項用於撥付日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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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概覽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2,629.2萬元
（二零一七年：人民幣19,290.5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7%。期內，股東應佔
盈利約達人民幣1,219.6萬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1,213.8萬元），比去年同期上
升約0.5%。每股盈利持平人民幣1.47分。

期內，本集團戶外廣告媒體發佈、終端傳播服務、媒體製作和藝術品交易業務的
收益，分別佔營業額約48.66%（二零一七年：42.64%）、50.97%（二零一七年：
56.1%）、0.37%（二零一七年：1.23%）及0（二零一七年：0.03%）。董事會不建議
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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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7萬元，較去年同期
上升約34%，佔集團總營業額48.66%。本集團旨在打造O2O智媒運營平台，除擁
有約15萬平方米戶外媒體發佈資源以外，還提供從整合營銷傳播諮詢、媒介投放
策略顧問、廣告設計與製作，戶外與大眾媒體發佈到監測評估的一站式廣告服務以
外，還通過全國首創社群媒體幫助客戶整合線下資源。期內，本集團的戶外媒體平
均上牌率維持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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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面已擴展至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深圳、杭州、瀋陽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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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媒體主要形式為高速公路大牌、市區大牌及 LED屏。其中自有媒體資源覆蓋
的區域有江蘇、淅江、遼寧、安徽、上海、北京。同時，本集團基於客戶的需求不
斷整合全國大牌資源，代理的媒體資源覆蓋全國大部分省份核心城市，將分散在全
國的各級城市專業市場媒體可利用資源進行整合，針對廣告客戶時間，地點等不同
要求提供多種組合的投放方案。集團全線進軍戶外廣告領域，在南京高端核心商圈
擁有逾千平米的戶外 LED全彩大屏，用「創意+互動+科技」，為客戶提供高效、靈
活、個性的媒體投放方案。同時，集團不斷將分散在全國的二、三、四級城市戶外
LED資源整合，建立 LED聯播網。

終端傳播服務

目前，本集團旨在利用多年來線下積累的豐富網絡資源，建立「共生、互生、再生」
的生態圈。終端傳播核心業務除了包括終端 SI系統建立、導向標示系統建立，終端
POP系統建立、終端道具智造、大型活動、展覽展示及商業美陳以外，重點整合供
應鏈及合作方，打造大賀+平台的概念。

回顧期內，共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11,533.5萬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10,822.3萬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7%，佔總營業額約50.97%。

「終端傳播」不斷進行客戶結構的升級擴展互聯網巨頭企業如阿里巴巴、微軟、滴滴
打車、美團、京東、摩拜單車、携程等，通過本集團線下的渠道優勢，幫助客戶實
現線上線下的打通。同時，仍與原有線下客戶如烏鎮旅遊、耐克、中糧集團、益海
嘉裡、華潤萬家、李寧、LEE、聯想、北汽福田戴姆勒、三星、好孩子、久保田、
GAP、東方證券等著名品牌保持良好合作關係。

阿里巴巴計劃在未來數年內，投入百億元打造新農村村掏項目。作為阿里巴巴的供
應商，期內，本集團持續展現了阿里村淘項目店面的形象設計及裝修服務，集團亦
展現了首家網店的開通，將村淘從1.0模式變成3.0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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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秉承高效、迅速、負責任的工作態度，除繼續高效完成摩拜單車站牌項目執
行外，還負責了摩拜單車發佈會活動及新項目的開發執行。

期內，本集團不斷把握新零售趨勢下，互聯網客戶紛紛佈局線下業務，不斷開拓並
儲備O2O行業客戶，為客戶提供線下店鋪的落地與執行服務，增強消費者的購物
體驗，最終實現線上線下流量的無縫轉化。期內，集團與攜程、途牛、京東及微軟
達成戰略合作，實現了多家店面的形象設計與裝修服務執行，亦與聯想就道具設計
及執行達成合作並應用到多家體驗店，同時為支付寶線下終端傳播推廣提供服務。
以上項目的順利推進，不僅標誌著集團在客戶模式轉變上取得了新的成績，更為大
賀成為線下渠道整合運營平台及為其他互聯網巨頭的線下渠道的搭建實現了成功的
可複製案例。

媒體製作及藝術品交易業務

回顧期內，本集團媒體製作業務之營業額約人民幣84萬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236.3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65%，佔總營業額約0.37%。

期內，本集團藝術品交易業務無營業額（二零一七年：人民幣5.9萬元）。

業務發展

回顧期內，本集團旨在打造「共生、互生、再生」的O2O大賀＋生態系統。本集團
積極優化改變客戶結構，與微軟、阿里巴巴及京東等公司達成戰略合作，除繼續服
務阿里巴巴實現村淘項目外，本集團仍不斷拓大業務量，與京東、摩拜獲得持續合
作，高效完成京東的店面執行並完成摩拜主題辦公室及首個主題樂園的搭建落戶。
以上項目的順利推進將推動本集團實現從單一項目服務到智媒運營平台的戰略合作
以及從傳統採買服務到建立共生、互生、再生關係，打造O2O大賀＋生態圈的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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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及榮譽

大賀集團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二日，本集團被評為「AAA」資信等級企業。

展望

近年來，經濟增速的持續放緩使得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不斷增強，消費的擴寬和技
術的升級成為支撑文化傳媒產業持續健康發展的低層動力，傳媒行業進入中長期景
氣階段。與此同時，國家為了更好促進傳媒產業的健康、高速發展出台了一系列扶
持性，規範性政策，為傳媒行業長期穩定發展提供了相應的鼓勵性措施和指導性意
見，對傳媒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和引導作用。

本集團對未來發展仍保持樂觀態度，集團亦不斷擴展客戶資源，成功實現客戶類型
的轉變。未來，集團將繼續深入拓展業務領域，整合資源，打造平台戰略，為集團
發展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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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2,629.2萬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19,290.5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7%。

毛利

回顧期內，毛利率約23.4%，比去年同期27.9%下降約4.5個百分點。

銷售及分銷開支

回顧期內，銷售及分銷開支較去年同期下降13%。

行政開支

回顧期內，行政開支比去年同期下降22%。

融資成本

回顧期內，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800.6萬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571.1萬元），比
去年同期上升4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
無）。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及預期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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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制定任何具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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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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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26,913.2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24,274萬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現金及結構性銀行存款及已抵押銀
行存款約為人民幣6,289.8萬元（悉數以人民幣計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20,335.5萬元），借貸約為人民幣30,804.7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32,474萬元）。淨債務對經調整資本比率約為38%，即借貸減去銀行存
款及現金及已抵押銀行存款後，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加淨債務總額約人民幣
64,976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1,381萬元）的百分比（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淨債務對經調整資本比率約為2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約為人民幣30,804.7萬元（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2,304.7萬元）按固定利率計息，其利率為4.57%至
7.5%（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7%至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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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無訂
立外匯對沖安排管理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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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有重大收購及出售。

員工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全職員工約390名（二零一七年：440名），
於回顧期內，員工成本約為人民幣1,538萬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1,909萬元）。
本集團定期向員工提供培訓及發展課程。本集團若干董事、管理層及核心僱員獲邀
參與購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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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政策

本集團向員工提供之酬金及福利具競爭力。薪酬數額根據董事或僱員的相關經驗、
職責、工作量、在本集團服務年限及工作表現等而確定。非現金福利由董事會決
定，於董事或僱員的薪酬待遇中提供。本集團每年定期檢討其薪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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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存款約人民幣10,000,000元（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000,000元）押記作為本集團借款的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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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計劃

為（其中包括）維持本公司及管理層的長期服務關係，促使本集團與合資格參與者分
享其未來價值與成長，並使合資格參與者的個人利益與本公司及其股東的該等利益
保持一致，從而促進本集團日後取得成功及發展，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本公
司採納了管理層購股計劃（「購股計劃」）。根據購股計劃，南京盛世華城投資管理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盛世華城」），作為購股計劃而成立的有限合夥並由購股計劃的
合資格參與者（「合資格參與者」）所持有，分別向大賀投資及南京市浦口晨威油墨廠
購入合共54,050,000股股份（「計劃股份」），其價格乃參考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年報
中的每股股份淨資產值，即每股計劃股份0.462港元。購入計劃股份已於二零一六
年四月十八日完成。

盛世華城完成購入計劃股份後成為計劃股份（於採納購股計劃當日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額合共約6.51%）的登記持有人，以代持身份為其合夥人（即合資格參與者）
代持，合資格參與者通過直接持有盛世華城，共同地和實益持有計劃股份。

在鎖定期滿後並受國內政府限制內資股流通性的政策所限，如獲出資額三分之二以
上的合資格參與者同意，盛世華城每年可自由出售轉讓不超過其根據購股計劃項下
持有的三分之一計劃股份，出售轉讓所得利潤按照各合資格參與者的盛世華城股份
份額進行分配。盛世華城亦會不時根據合資格參與者的盛世華城股份份額向彼等分
發股息及（如有）其他計劃股份所得利潤。

如合資格參與者與本集團解除僱傭關係，有關離職合資格參與者須悉數轉讓屬其之
盛世華城股份份額予其他合資格參與者。

計劃股份在各方面與已發行的所有其他內資股及彼此之間享有同等地位並擁有相同
權利包括投票權及收取紅利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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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就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持續採納一套交易標準（「採納標
準」），條款之嚴謹毫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條至5.67條所規定之交易標準
（「規定交易標準」）。本公司亦已特別向全體董事及監事查詢，董事及監事確認於截
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採納標準及規定交易標準。

A.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的權益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猶如按證券
及期貨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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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政人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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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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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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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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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賀超兵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93,950,000股 67.92% 47.46%
 （「賀先生」）  （附註2）  內資股 (L)

    
張戈 實益擁有人 71,800,000股 12.37% 8.66%

 內資股 (L)
    

黃洪興 實益擁有人及受控制
 法團的權益
 （附註3及4）

54,050,000股
內資股 (L)

9.32% 6.51%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17(1)(a)及318條
 被視為擁有的權益
 （附註5）

10,200,000股
內資股 (L)

1.76% 1.23%

    
賀連意 實益擁有人 6,400,000股 1.10% 0.77%

 內資股 (L)
    
實益擁有人及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17(1)
 (a)及318條被視為
 擁有的權益
 （附註4及5）

57,850,000股
內資股 (L)

9.98% 6.97%

    
王慶華 實益擁有人 50,000,000股 8.62% 6.02%

 內資股 (L)
    

監事 

王明梅 實益擁有人 3,800,000股
內資股 (L)

0.66%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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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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益擁有人及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17(1)
 (a)及318條被視為
 擁有的權益
 （附註4及5）

60,450,000股
內資股 (L)

10.42% 7.28%

    
薛貴餘 實益擁有人及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17
 (1)(a)及318條被
 視為擁有的權益
 （附註4及5）

64,250,000股
內資股 (L)

11.08% 7.74%

附註：

1. 「L」指於該等股份的好倉權益。

2. 該等內資股的權益乃透過大賀投資持有，大賀投資由賀超兵先生及其配
偶嚴芬女士分別擁有99%及1%權益。

3. 該等內資股的權益乃透過盛世華城直接持有。根據本公司所採納之購股
計劃，盛世華城為收購、持有或出售購股計劃下的計劃股份的平台。黃
洪興先生為盛世華城的普通合夥人，被視作於盛世華城擁有權益的股份
中擁有權益。

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黃洪興先生、賀連意先生、王明梅女士及薛
貴餘先生分別持有盛世華城約23.755%、11.5%、0.5%及1%的擁有
權，他們作為實益擁有人於其各人所持的盛世華城份額所代表的相關內
資股中擁有權益。



大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

26

5.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7(1)(a)及318條，各盛世華城合夥人會被視為
擁有其他盛世華城合夥人 (1)因持有盛世華城份額而擁有的本公司股份權
益及 (2)除盛世華城份額以外其所擁有的其他本公司股份權益，就以上 (2)
而言，黃洪興先生會被視為於賀連意先生及王明梅女士分別直接持有的
6,400,000股及3,800,000股內資股中擁有權益；賀連意先生會被視為於
王明梅女士直接持有的3,800,000股內資股中擁有權益；王明梅女士會被
視為於賀連意先生直接持有的6,400,000股內資股中擁有權益及薛貴餘先
生會被視為於賀連意先生及王明梅女士分別直接持有的6,400,000股及
3,800,000股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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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超兵 大賀投資 實益擁有人 393,950,000股股份 (L)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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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L」指於該等股份的好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
員或監事所知，本公司其他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監事概無持有本公司或相
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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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監事所知，按本
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以下人士
（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
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已
於有關證券 發行股本的

類別的持股量 持股量
股東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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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益擁有人 393,950,000股內資股 (L) 67.92% 47.46%
    

嚴芬 配偶的權益 393,950,000股內資股 (L) 67.92% 47.46%
 （「嚴女士」） （附註2）

    
盛世華城
 合夥人

實益擁有人及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17(1)(a)
 及318條被視為擁
 有的權益

64,250,000股內資股 (L)
 （附註3）

11.08% 7.74%

附註：

1. 「L」指於內資股的好倉權益。

2. 嚴芬女士是賀超兵先生的妻子，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
規定，被視為於賀先生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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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中54,050,000股內資股的權益乃透過盛世華城直接持有，盛世華城由購股計
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出資成立，作為收購、持有或出售購股計劃下之計劃股份的平
台。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出資最多的首十名合資格參與者為黃洪興、賀連
意、魯音、關大為、丁慧、金麗萍、許榮、闞超、鐘雷及于玲玲。除了作為實益
擁有人於其各人所持的盛世華城份額所代表的相關內資股中擁有權益，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17(1)(a)及318條，各盛世華城合夥人會被視為擁有其他盛世華
城合夥人 (1)因持有盛世華城份額而擁有的本公司股份權益及 (2)除盛世華城份額
以外其所擁有的其他本公司股份權益。就以上 (2)而言，各盛世華城合夥人亦會
被視為於賀連意先生及王明梅女士分別直接持有的6,400,000股及3,800,000股
內資股中擁有權益。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黃洪興先生及賀連意先生為本公
司董事，王明梅女士及薛貴餘先生為本公司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監
事所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除外）於本公司股份
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的
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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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權益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控股股東及其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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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與本公司關係

其業務被視為與
本集團構成競爭或
可能構成競爭的實體

被視為與本集團構成
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
實體的業務簡介

有關人士於該實體
的權益性質

賀先生 控股股東及董事 大賀投資 設計及製作廣告 賀先生於大賀投資擁有99%股
權，亦是大賀投資的董事。

嚴女士 控股股東 大賀投資 設計及製作廣告 嚴女士（賀先生之妻子）於大賀投
資擁有1%股權。

賀鵬君 董事 大賀投資 設計及製作廣告 賀鵬君為大賀投資的監事。

公司管治
於回顧期內，除以下事項，本公司各董事概不悉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於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任何時間曾經沒有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的守則條文：

本公司並無就董事可能會面對的法律行動作出任何投保安排。董事認為，基於本集
團業務之性質，董事面對法律行動的可能性實際上極低，而本公司仍可透過不同的
管理及監控機制達致良好的企業管治以降低董事可能面對法律行動的風險，如定期
檢討內部控制系統是否有效、明確劃分職責，以及為員工及管理層提供培訓。董事
會將定期檢討是否有必要就董事可能會面對的法律行動作出投保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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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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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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徐浩然先生、
韓健民先生及傅捷女士。審核委員會已根據GEM上市規則審閱本中期業績報告。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賀超兵

中國南京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於本報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賀超兵先生及黃洪興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浩然先
生、韓健民先生及傅捷女士，以及非執行董事賀連意先生、賀鵬君先生、王慶華先生及張戈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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