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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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華媒體集團 有限公司萬華媒體集團 有限公司萬華媒體集團 有限公司萬華媒體集團 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426）））） 
 

截至二零零八年截至二零零八年截至二零零八年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止日止日止日止之第三季度業之第三季度業之第三季度業之第三季度業績公布績公布績公布績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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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於二零零七年同期之未經審核綜合比

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綜合未經審核綜合未經審核綜合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收益表收益表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止日止日止日止三三三三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4,772  69,238  
銷售成本  (30,185 ) (32,307 ) 
      
毛利   34,587  36,931  
其他收入 2 1,252  905  
銷售及分銷成本   (15,264 ) (14,602 ) 
行政支出  (7,397 ) (8,122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 13,178  15,112  
所得稅支出  4 (2,869 ) (2,882 ) 
      
本期溢利   10,309  12,230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309  12,230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仙呈列）      
 – 基本及攤薄 5 2.58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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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744  9,545  
無形資產  2,101  2,028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  4,409  
      
  9,845  15,982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0,513  10,08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70,815  63,6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9,905  106,239  

      
  201,233  179,987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211,078  195,969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0  400  
股份溢價   456,073  456,073  
其他儲備   (334,430 ) (335,562 ) 
保留溢利      
 -擬派股息 6 2,400  4,000  
 -其他  47,621  35,701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172,064  160,612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82  525  
長期服務金負債  140  140  
      

  522  665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23,943  28,176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409  2,456  
所得稅負債   10,140  4,060  
      

  38,492  34,692        
      
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   39,014  35,357        
      
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   211,078  195,969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62,741  145,29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2,586  16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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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本公司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常規編製，惟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已被重 
估列值。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需要採納若干重大會計估計，亦需要管理
層在應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用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第三季度業績報告應與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布及截至二零零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告一併閱讀。 
 

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主要報告格式－地區分部主要報告格式－地區分部主要報告格式－地區分部主要報告格式－地區分部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內地兩個地區經營業務。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月的分部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止日止日止日止三三三三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營業額 56,636  58,580  8,136  10,658  64,772  69,238  

             
分部業績 18,980  18,719  (4,395 )  (1,679 ) 14,585  17,040  

             
其他收入         1,252  905  
             
未能作出分部的費用 
 (附註) 

         
(2,659 

 
) 

 
(2,833 

 
)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178  15,112  
所得稅支出         (2,869 ) (2,882 ) 
             
本期溢利         10,309  12,230  

             
附註: 本集團於本期間產生之企業費用已分類為未能作出分部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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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續續續續) 
 
從屬報告格式－業務分部從屬報告格式－業務分部從屬報告格式－業務分部從屬報告格式－業務分部 
 
因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整段期間只經營單一業務
分部，即出版、推廣及分銷中文消閒生活雜誌，故並無呈列業務分部分析。 

 
3 除除除除所得所得所得所得稅前溢利稅前溢利稅前溢利稅前溢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已在除所得稅前溢利被扣除之項目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止日止日止日止三三三三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已用原材料 16,211  18,857  
折舊 857  887  
員工福利支出（包括董事酬金） 15,168  15,05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溢利)/虧損 (10 ) 2  

     
4 所得稅支所得稅支所得稅支所得稅支出出出出 

 
所得稅支出乃根據管理層就整個財政年度預計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率作出之最佳估計而確
認。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零七年：17.5%）計提撥備。 
 
由於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產
生應課稅溢利，故並未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止日止日止日止三三三三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期所得稅支出 2,933  2,827  
     
遞延所得稅     
  －本期遞延所得稅（撥回）／支出 (64 ) 55  
     
 2,869  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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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止日止日止日止三三三三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年八年八年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0,309  12,23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計） 400,000  400,000  
     
每股盈利（每股港仙） 2.58  3.06  

     
本公司所授出的購股權並無產生攤薄影響。 
 

6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港仙（二零零七年：無），合共2,400,000
港元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五日派發。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二零零七年：每股0.375港仙），
合共4,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1,500,000港元）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日派發。 
 

7 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擔保（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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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於回顧季度內，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64,772,000港元 (二零零七年：69,238,000港元) 及綜
合除所得稅前溢利13,178,000港元 (二零零七年：15,112,000港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分別減
少6%及13%。主要由於爆發席捲全球的環球金融危機，導致廣告客戶削減廣告開支，而本集
團綜合營業額及綜合除所得稅前溢利也因此減少。預期這金融危機將會持續一段時期。 
 
 

 
 
 

承董事會命 
張鉅卿張鉅卿張鉅卿張鉅卿 
董事 

 
香港，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鉅卿先生、張裘昌先生及董小可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白

展鵬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俞漢度先生、薛建平先生及陳福成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