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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VODONE LIMITED
（第一 視頻集 團有 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

二零零七年全年業績公佈

第一視頻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2 58,400 7,256
銷售成本 (39,759) (8,664)

毛利 18,641 (1,408)
其他收益 8,396 142
其他盈利及虧損 3 25,808 (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7,580) －
行政費用 (86,387) (68,197)
融資成本 4 (22,916) (1,587)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20) 1

除稅前虧損 5 (74,058) (71,053)
所得稅 6 － －

本年度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74,058) (71,053)

已結束業務
本年度已結束業務溢利／（虧損） 7 11,872 (42,074)

本年度虧損 (62,186) (113,12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9,680) (110,274)
少數股東權益 (2,506) (2,853)

(62,186) (113,127)

每股虧損 8
基本（港仙）
－持續經營及已結束業務 (3.8仙) (13.6仙)
－持續經營業務 (4.7仙) (9.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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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418 6,648
無形資產 － 22,920
可供出售投資 － 99
於一家聯營公司權益 48,034 48,051
商譽 231,792 237,898

296,244 315,616

流動資產
存貨 － 7,434
應收賬款 10 4,629 1,656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定金 127,063 2,600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25,483 4,773
應收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9,109 1
銀行結餘及現金 553,601 206,320

719,885 222,78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 5,47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14,895 51,430
已收定金 570 11,182
應付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 734
融資租約承擔 8 －
可換股票據 － 51,027
其他借款 1,414 1,414

16,887 121,261

流動資產淨值 702,998 101,52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99,242 417,139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32 －
可換股票據 12 359,614 －
其他借款 － 2,115

359,646 2,115

資產淨值 639,596 415,024

權益
股本 16,441 13,908
儲備 598,588 371,321

615,029 385,229
少數股東權益 24,567 29,795

權益總額 639,596 41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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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當中包括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並就重估若干按公平值列值之財務工具作出調整。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內，本集團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且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現行會計期
間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
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出現重大變動。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金融工具：披露」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資本披露」導致須
於財務報表提供有關本集團金融工具及資本管理之額外披露。

於財務報表批准日期，下列準則與詮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自下列日期或之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呈報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 股份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部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 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
－詮釋第 11號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權安排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詮釋第 1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顧客長期支持計劃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詮釋第 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詮釋第 14號 －界定福利資產限額、

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本集團正著手評估此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其首次應用期間之預期影響。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根據產品分類劃分架構及管理。本集團各產品分類指一個策略業務單位，其
所提供產品與服務面對之風險及回報與其他產品分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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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業績源自下列兩個業務分類︰

• 提供電訊媒體服務；及

• 製造、買賣及承包中藥產品。

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本集團於中國經營業務，其收益全部源自中國，因此，並無呈列地區
分類資料。

下表載列本集團業務分類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收益、業績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結束業務

製造、買賣及
電訊媒體服務 承包中藥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營業額 58,400 6,426 64,826

分部業績 (25,668) 11,872 (13,796)

未分配公司開支 (58,237)

經營業務虧損 (72,033)
融資成本 (22,916)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公平值收益 42,413
分配予衍生工具部分之發行成本 (9,630)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20) (20)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62,186)

資產負債表：

資產︰
分類資產 546,752 － 546,752
未分配公司資產 469,377

綜合資產總值 1,016,129

負債︰
分類負債 2,926 － 2,926
未分配公司負債 373,607

綜合負債總額 376,533

其他資料︰

呆賬撥備 － 366 366

資本開支 14,307 277 14,584
未分配資本開支 2,356

16,940

折舊 1,335 962 2,297
未分配折舊 127

2,424

無形資產攤銷 － 3,268 3,268
可換股票據之應歸利息 － － 22,915
股份付款開支 － － 3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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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結束業務

製造、買賣及

電訊媒體服務 承包中藥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營業額 7,256 11,346 18,602

分部業績 (6,158) (42,074) (48,232)

未分配公司開支 (63,309)

經營業務虧損 (111,541)

融資成本 (1,587)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1 － 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113,127)

資產負債表：

資產︰
分類資產 288,170 46,766 334,936
未分配公司資產 203,464

綜合資產總值 538,400

負債︰
分類負債 1,102 29,091 30,193

未分配公司負債 93,183

綜合負債總額 123,376

其他資料︰

呆賬撥備 － 63 63

資本開支 1,136 120 1,256

折舊 9 1,434 1,443
無形資產攤銷 － 4,236 4,236

商譽減值 － 30,918 30,918

可換股票據之應歸利息 － － 1,201
股份付款開支 － － 1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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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公平值收益（附註 12） 42,413 －
分配予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發行成本（附註 12） (9,630) －
匯兌虧損淨額 (6,864) (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8)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 (103) －

25,808 (4)

已結束業務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5) (8)

(55) (8)

4. 融資成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可換股票據之應歸利息 22,915 1,201

融資租約支出 1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透支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 386

22,916 1,587

已結束業務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其他借款之利息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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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服務成本 39,759 8,664

已售存貨成本 3,257 5,547
存貨撥備（附註 ii） 12 1,433

攤銷中藥知識產權及專業知識 3,268 4,236

折舊 2,424 1,443
呆賬撥備 366 63

商譽減值虧損 － 30,918

核數師酬金 1,580 858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附註 iii）
薪金及工資 8,692 4,983

退休金供款 1,540 65
股份付款 22,307 6,987

32,539 12,035

(i) 本附註呈列之披露包括就已結束業務扣除之金額。

(ii) 存貨撥備乃計入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項目內。

(iii)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已沒收之供款可用以扣減其往後年度之退休金
計劃供款（二零零六年：無）。

6. 所得稅

(a)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錄得稅項虧損，故並無就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規定，本集團附屬公司之中國所得稅撥備乃按法定稅率 33%計算，惟
TMD2按照中國稅務規定獲認可為高科技公司並可按優惠稅率 15%繳稅除外。TMD2亦獲地方
稅務機關授出稅項優惠，本公司可於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八年間獲全數豁免繳納中國所得
稅，並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其後三年獲寬減 50%中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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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年度所得稅可與會計虧損對賬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74,058) (71,053)

－已結束業務 11,872 (42,074)

(62,186) (113,127)

按中國所得稅稅率 33%計算之稅項 (20,521) (37,332)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10,392 －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13,262) 7,413

未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13,123 11,959
海外司法權區稅率之影響 10,268 17,960

本年度所得稅 － －

(c) 中國新稅法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佈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並於二
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此外，國務院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發出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根據新稅法，中國企業之標準企業稅率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由 33%減至 25%。然而，「高
科技公司」將可繼續按 15%寬減企業所得稅率繳稅。新頒佈優惠稅務政策之詳細應用尚有待
公佈。

此外，根據新稅法，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自其中國附屬公司收取之股息總額可能須
繳納預扣稅。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國間之實施條例及雙重徵稅安排，本集團中國附屬公
司之應用預扣稅稅率為已下調稅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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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結束業務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及九月十四日，本公司間接擁有 94%之附屬公司 Star Wisdom Investments
Limited（「 Star Wisdom」）與中國 藥材集團 公司（「中國藥材」）訂 立協議及 補充協議，據此，Star

Wisdom同意出售及中國藥材同意購入 Star Wisdom於華頤藥業有限公司（「華頤」）全部 60%權益，代
價為人民幣 26,000,000元（約港幣 27,778,400元）。華頤原由 Star Wisdom及中國藥材之附屬公司華和藥
業股份有限公司（「華和」）分別擁有 60%及 40%。因此，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八
日之通函所披露，出售被視為關連交易。出售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完成。

已結束業務本年度虧損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6,426 11,346
銷售成本 (3,269) (6,980)

毛利 3,157 4,366

其他收益 8 4

銷售及分銷成本 (2,721) (6,327)
行政費用 (6,346) (9,199)

融資成本 (13) －
商譽減值 － (30,918)

除稅前虧損 (5,915) (42,074)
所得稅 － －

已結束業務本年度虧損 (5,915) (42,074)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收益 17,787 －

11,872 (42,07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4,238 (37,162)
少數股東權益 (2,366) (4,912)

11,872 (4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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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仙 港幣仙

每股（虧損）╱盈利︰
－持續經營業務 (4.7) (9.0)

－已結束業務 0.9 (4.6)

每股虧損總額 (3.8) (13.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及已結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虧損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59,680) (110,274)
計算已結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所用
已結束業務本年度（溢利）╱虧損 (14,238) 37,162

計算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所用本年度虧損 (73,918) (73,112)

股份數目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1,390,756,673 636,650,673
就配售╱認購發行股份之影響 － 100,086,844

就收購一家附屬公司發行股份之影響 － 72,876,712

就可換股票據獲兌換發行股份之影響 104,402,165 －
就購股權獲行使發行股份之影響 85,181,150 1,372,712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1,580,339,988 810,986,941

由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具
有反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呈列有關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9.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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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

本集團按到期付款日計算於結算日之應收賬款減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 3,205 －
兩至三個月 14 40
四至六個月 1,410 199
七至十二個月 － 931
一年以上 － 486

4,629 1,656

本集團應收脹款之信貸期一般介乎 30至 60天。

11. 應付賬款

本集團按到期付款日計算於結算日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 － 3,446
兩至三個月 － 553
四至六個月 － －
七至十二個月 － 1,072
一年以上 － 403

－ 5,474

12.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九日，本公司與六名獨立第三方就認購本金總額港幣 410,000,000元之可換股票
據（「票據」）訂立票據認購協議。票據按年息率 1.5厘複息計息，將於發行日期後第二週年日屆滿
（「屆滿日期」）。票據可由發行日期之後第 7日起計之任何時間至屆滿日期之前 7日按初步兌換價
每股港幣 4.1元（「兌換價」）兌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

倘股份於緊接票據發行日期之後 6個月、12個月及 18個月之日（各為「重訂日期」）之前 30日前連續
20個交易日每日收市價之算術平均數低於當時生效之兌換價，兌換價將作出調整，兌換價將自動
向下調整至重訂日期之 20日平均價，惟就兌換價作出之任何調整須以經調整兌換價在任何情況下
均不低於初步兌換價之 85%為限（可就兌換價作出相若適用之慣常反攤薄調整）。

倘於屆滿日期之前任何時間，本公司股份於連續 30個交易日其中任何 20個交易日在聯交所錄得之
收市價均相等於或高於當日兌換價之 150%，則當時尚未兌換之每項票據之本金額將被視為於上述
20個交易日最後一日之下一個營業日予以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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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票據未獲兌換，則將於屆滿日期結束時按面值贖回。認購可換股票據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
三日完成。票據亦規定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可於任何時間及不時以本公司或該附屬公司與有
關票據持有人協定之任何價格購入票據。本公司將註銷任何就此購入之票據。

於初步確認時，內含換股權（即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乃按二項模式以公平值計算，並呈列為
衍生財務工具部分。任何所得款項超出初步確認為衍生工具部分金額之差額，均確認為負債部分。
發行可換股票據相關之交易成本按所得款項總額之分配比例，分配至負債及衍生工具部分。有關
衍生工具部分者則即時於損益賬確認。有關負債部分者計入負債部分之賬面值，並按可換股票據
年期以實際利率法攤銷。

倘於損益賬期內扣除或計入之公平值出現變動，則衍生工具部分連同該變動於資產負債表按公平
值列賬。負債部分其後按攤銷成本列賬。於損益賬之負債部分確認之利息開支乃使用實際利率法
計算。

倘票據已兌換，衍生工具及負債部分之賬面值轉撥至股本及股份溢價，作為所發行股份之代價。倘
票據已贖回，已付金額與兩個部分之賬面值間之差額於損益賬確認。

衍生工具部分 負債部分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發行可換股票據 97,444 312,556 410,000
發行成本 － (30,888) (30,888)
應歸利息 － 22,915 22,915
公平值變動 (42,413) － (42,413)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5,031 304,583 359,614

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乃按二項模式計算，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九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主要數值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七月九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價 4.01元 1.98元
行使價 4.01元 4.01元
波幅 41.93% 108.71%
無風險利率 4.328% 2.564%

由於二項模式涉及非常主觀假設，包括股價波幅、故有關假設之變動將對所估計之公平值構成重
大影響。

年內，由於本公司股價大幅下跌，故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亦有所下跌，所得出公平值收益約
為 42,413,000港元。

票據利息開支乃使用實際利率法，就票據之負債部分使用每年 20.65厘之實際利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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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3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 0.01元之新普通股因一名合資格參與人士行使購
股權而發行。行使價為每股港幣 1.83元。於結算日前，本公司收取發行股份所得款項合共港幣 549,000
元。

審閱全年業績

全年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
權刊發。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經營業績及股息

本集團年內營業額約為港幣 58,400,000元，去年則為港幣 7,256,000元。營業額大幅增加，
主要由於去年業務經營僅約一個月。股東應佔經營虧損為港幣 59,680,000元，相當於每股
虧損港幣 3.8仙，較上年減少 46%。董事會建議不會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派付任何股息。

業務回顧

電訊媒體服務業務－現有業務

回顧年內，本集團聯同其策略夥伴第一視頻通信傳媒有限公司（「第一視頻通信傳媒」）
專注發展其電訊媒體業務環節。第一視頻通信傳媒為一家國有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
並獲發牌照於中國直接及間接向其客戶提供影音傳播平台，從而提供一系列跨媒體電
訊內容及增值服務。第一視頻通信傳媒與第一視頻數碼媒體技術有限公司（「TMD1」）
就本集團自二零零六年起五十年內提供獨家業務支援及內容服務訂立總協議，而本集
團則經 TMD1收取第一視頻通信傳媒增值服務產生之收益。第一視頻通信傳媒主要集中
於 VODone Broadcasting Union System（「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及七大廣播頻道。
電訊媒體業務為中國最具市場潛力之業務環節之一。

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

本集團現時主要專注於推出 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業務上。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
初設立 Web Union網站聯盟之業務模式，該平台各方面之商業運作及試驗均已於二零零
七年八月正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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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為一個網上廣告、內容綜合及付款平台，網站基建非常完
善，可配合文字、橫額、flash、圖像及最重要之視像格式之網上廣告。此數碼化基建可於
任何時間向任何地區任何群組接收人準確傳送資料，預期將成為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

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可因應廣告商喜好在經策略挑選之會員網站登載廣告。
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於中國各地逾 40,000個聯屬網站設置媒體播放器，在成員
網站廣播內容及視像廣告。Web Union網站聯盟之參與網站成員之瀏覽次數或點擊率會
一併收集並大批售予廣告商以取得廣告收益。Web Union網站聯盟成員可分佔少部分廣
告收益，而本集團則收取大部分收益。現時透過不同渠道獲取廣告宣傳活動。本集團擁
有內部銷售團隊，經常物色潛在廣告客戶，包括大型及小型中國公司以及有意打入中
國巿場之國際知名品牌。本集團亦已與多家 4A廣告代理訂立協議，有關代理既有效且
能夠帶來滿意成果。此外廣告客戶可瀏覽入門網站 www.vodone.com並自行上載廣告。此
乃 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提供之獨有方法，主要針對只有小額廣告預算之小規模
公司。該網上平台自成立以來，瀏覽次數一直急速上升。按獨立公司 AC Nielsen尼爾森公
司之審計，現時瀏覽次數每日達 1.2億人次，反映產生優厚收益之潛力，並為大型網上視
像廣告奠下穩固基石。如此高之瀏覽次數相信足以推動 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吸
引尋求新發展領域之廣告商於網上廣播廣告對準指定用戶群，各大小廣告商可選擇刊
登其廣告之會員網站類型、時間及國家／地區喜好設定。此項精密工作之準確性透過
專業內部技術隊伍以及知名美國網上廣告公司 DoubleClick雙掣軟件技術方案公司之先
進科技得到保障，本集團於中國註冊成立並擁有 97%權益之附屬公司「TMD2」（第一視
頻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已與 DoubleClick雙掣軟件技術方案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簽訂服
務協議。

網上視像廣告日趨普及，尤其是美國及日本，勢將於中國成立有效普及之廣告渠道。
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為中國於此領域之先驅，而本集團是中國少數擁有全套執
照以於網上發放影像內容之公司之一。信息產業部頒佈新互聯網規定後，自二零零八
年一月三十一日起，網上公司倘無相關牌照而發放影像內容，即屬違法，故本集團於此
方面之優勢更進一步加強。相信政府將於未來數月積極對違法網站採取行動。本集團
為少數牌照持有人其中之一，且有先驅優勢。本集團努力不懈，並投放大量資源發展
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之基建。由於 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於二零零七年大
部分時間仍處於發展初階，預期將於短期內逐步見證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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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Done LIVE第一視頻直播平台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底 在 第 一 視 頻 網 上 平 台 推 出 之 七 個 資 訊 娛 樂 廣 播 頻 道 現 已 併 入
www.vodone.com入門網站「 Live」環節中。頻道名稱已就配合新企業形象而更改。

VODone LIVE為入門網站 www.vodone.com之足版，集「七大頻道」內容及內部製作及直播
節目內容於一體。由於獨立維持七大頻道所需維護、製作及人力成本高昂，故作出此項
調整。現時部分現場節目使用第一視頻通信傳媒持有之牌照。部分現場節目由特定公
司贊助，且預期贊助商數目將會增加。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將可全面發揮中國
現場節目之真正價值，同時為集團產生更多收益。

在 www.vodone.com廣播之現場節目計有二零零八年二月之「中國 Un-plugged不插電音樂會
葉蓓專場」、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之「中國 2008年度車型評選頒獎典禮」及二零零七年十
一月之「 2007世界小姐紅十字慈善晚會」等等。VODone LIVE另一好處在於用戶可將視
像檔案上傳網上與他人分享，媲美英美著名視頻上傳網站，讓用戶親身參與，藉此提高
用戶再次瀏覽次數。第一視頻通信傳媒有限公司（「第一視頻通信傳媒」）繼續與 MSN
及 CNCMAX合作，使用第一視頻通信傳媒之牌照，於中國發放網上視像內容。目前消費
者不大願意使用按次收費之服務，預期 VODone LIVE產生之收益將大幅低於 VODone BUS
第一視頻聯播網，故此集團決定縮減此業務範疇，調撥資源專注於預期將成為本集團
主要收入來源之 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

奧運會北京新聞中心

第一視頻通信傳媒為二零零八北京國際新聞中心（「北京新聞中心」）之官方指定新媒
體合作夥伴，該中心將為無登記之記者提供奧運會最新結果及消息。現時預期將約有
一萬名來自世界各地之新聞記者報導奧運盛事。該中心將以不同方式為此等記者提供
服務，如片段剪接及新聞刊登方面之支援，並可使用第一視頻通信傳媒之錄影室器材。
收入將會來自第一視頻通信傳媒在北京新聞中心以不同形式刊登之廣告，包括橫額、
宣傳板、LED及 LCD顯示板及投射等。第一視頻通信傳媒將可藉此提高其品牌價值，對
日後發展起關鍵作用。作為第一視頻通信傳媒之策略夥伴，本集團將從北京新聞中心
之業務中直接受惠。

水滸傳

本公司其中一家附屬公司連同一名獨立第三方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與中國安徽
電視台訂立協議，就定於二零零八年中製作之電視劇集水滸傳聯手舉辦全國選角比賽
節目。迄今已有多方電影紅星及藝人表示有意參演。國內及海外觀眾可透過互聯網投
票選出最喜愛藝人參演該節目，並於中國全國廣播投票過程。水滸傳網上投票選角日
漸成為娛樂及網上熱話。本集團將可自不同投票平台獲取收益。除此以外，本集團亦可
攤分安徽電視台自選角節目產生之廣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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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業務帶來之益處如下：

• 電視廣告收益

• 贊助商收入

• 與該節目有關之互聯網及電訊增值服務收益

• 提高第一視頻通信傳媒之知名度、受歡迎程度、瀏覽人次及網站點擊率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日，本集團與騰訊控股有限公司（「騰訊」）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
協議，據此，騰訊同意設立水滸傳主題網頁，刊登該電視劇集之故事大綱、角色介紹、最
新消息、圖片、精彩片段及該電視劇集主題曲等資料。騰訊提供之內容將連結瀏覽第一
視頻通信傳媒水滸傳官方網站之互聯網用戶至特定網頁，投選彼等最喜愛演員參演該
電視劇集。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四日，TMD2亦與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訂立協議，
據此，百度成為第一視頻通信傳媒之合作夥伴，透過設立主題網頁推廣水滸傳選角節
目，網頁將登載所有有關該節目及該電視劇集之新聞及活動，並將網頁直接連結至寄
存於 www.vodone.com之水滸傳官方網站，大大加強本集團之收益潛力及品牌知名度。

中藥業務－舊業務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出售中藥業務，以集中發展中國電訊媒體業務。出售原因
詳細討論，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之通函。年內確認出售收益港
幣 17,787,000元。出售後，除上述出售收益外，於華頤之權益已自綜合業績剔除。

財務回顧

中藥業務

按照管理層之決定，由本公司間接擁有 94%之附屬公司 Star Wisdom Investment Limited擁
有之中藥業務（華頤）60%全部權益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按人民幣 26,000,000元
售出。

電訊媒體服務業務

電訊媒體服務業務於二零零七財政年度為本集團營業額帶來港幣 58,400,000元之貢獻。
出售中藥業務後，董事視電訊媒體服務業務為核心業務，溢利將主要透過互聯網廣告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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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銷售、一般及行政費用為港幣 103,967,000元，較去年增加 52.5%，部分由於二零零七
年內大力擴展業務，包括將北京辦事處遷至海澱區一個 4,000平方米之物業。此外，年內
亦調撥更多資源進行有關水滸傳、奧運北京新聞中心及 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等
主要市場推廣及品牌建立活動。年內扣除之費用包括股份酬金相關成本港幣 32,803,000
元。年內，本集團並無確認任何商譽減值虧損。董事認為，隨著 TMD服務公司於來年錄
得營業額，財務業績及狀況將開始改善。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現金為港幣 553,601,000元（二零零
六年：港幣 206,320,000元）。營運資金亦改善至港幣 702,998,000元，去年底之營運資金則為
港幣 101,523,000元。本集團流動資金大幅改善，主要由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發行
可換股票據產生所得款項港幣 410,000,000元。本集團持有之現金金額當中，相當於港幣
117,091,000元之金額由附屬公司之中國銀行賬戶持有。港幣 17,368,000元則已承諾投資於
中國一個項目。

誠如財務資料附註 12所述，倘票據尚未兌換，將由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到期日結束
時按面值贖回。票據亦規定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可於任何時間及不時以本公司或該附
屬公司與有關票據持有人協定之任何價格購入票據。

本集團之購股權計劃項下合資格參與人士行使購股權亦為本集團帶來額外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合共 151,435,000份購股權授予本集團董事及合資格參與人士。
每名承授人須就所獲授購股權支付現金代價港幣 1元，而承授人有權按行使價每股港幣
1.83元認購普通股。購股權之行使期為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二
十五日止期間。年內，71,290,000份該等購股權獲行使。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七日，合共
11,455,000份購股權授予本集團董事及合資格參與人士。每名承授人須就所獲授購股權
支付現金代價港幣 1元，而承授人有權按行使價每股港幣 1.87元認購普通股。購股權之
行使期為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七日至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六日止期間。年內，1,000,000份該
等購股權獲行使及 9,955,000份購股權獲註銷。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改善至 42.6（二零零六年：1.84），負
債權益比率及資產負債比率（即計息銀行貸款、可換股票據及其他借款除股東權益）分
別為 56%（二零零六年：13%）及 56%（二零零六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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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港幣 1,016,129,000元（二零零六年：
港幣 538,400,000元），以股東資金港幣 615,029,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 385,229,000元）撥
付，負債總額為港幣 376,533,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 123,376,000元），而少數股東權益為
港幣 24,567,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 29,795,000元）。

於二零零七年，本集團大幅擴闊其資本基礎，主要由於在七月發行可換股票據集資港
幣 410,000,000元，主要目的為撥付本集團於中國擴充及發展電訊媒體業務所需。

展望

中國經濟持續蓬勃發展，繼續積極參與全球經濟不斷發展。隨著人民生活質素及教育
水平不斷改善，對網上資訊及娛樂之需求將大幅上升，廣告宣傳之重要性亦將大大增
加。此利好市況可推動寬頻及流動電話用戶人數大幅增長。商業領域亦不斷急速擴展，
互聯網定將愈來愈普及。同樣地，視像格式互聯網廣告之宣傳方式亦將日漸普及，由於
數碼發放平台可於按指定時間及地點向指定接收人準確傳送廣告，故不單只成本遠較
傳統廣告宣傳方法低，且效率及成效更高。

預測中國網上廣告收益之複合年增長率於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一年間將達 37%，直至
二零一五年為止增長率仍將維持於 30%以上。此強勁增長主要受到互聯網滲透及使用
率以及價值鏈之發展不斷提升所帶動。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推行網站聯盟計劃，
招攬點擊率偏低之網上會員加入，以便其自行吸納廣告商。部分會員為網誌、討論區及
獨有網站等每天瀏覽人次不足 20,000次但對準獨有市場目標受眾之小型網站。然而，亦
有部分 Web Union網站聯盟會員為高瀏覽人次之受歡迎網站。預期集團將繼續同時招攬
對準獨有及大眾市場之網站，以擴大其 Web Union網站聯盟。Web Union網站聯盟已自二
零零七年七月 5,500名增至現時 40,000名，彰顯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之表現及成績。
本集團把握此黃金機會，成為提供視像資訊娛樂及互聯網廣告之翹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身之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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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文所述有所偏離守則第 A.2.1條守則條文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

根據第 A.2.1條守則條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士出任。截
至本年報日期，董事會未有委任行政總裁職務。行政總裁之職責由本公司全體執行董
事集體履行，特別是主席。董事會認為，此安排就本集團處於發展初階而言為適當及具
成本效益之做法，可由具備不同專長之全體執行董事參與有關工作，有利於貫徹推行
本公司之政策及策略。往後，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此安排之效益，並於適當時候委任個別
人士出任行政總裁。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全年業績

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5(1)至 45(8)段規定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全年業績之所有資料詳情，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第一視頻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王淳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張力軍博士（主席）及王淳女士以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陸海林博士、王志忱先生及王臨安先生。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