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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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之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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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全年業績公佈

第一視頻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謹此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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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65,922 58,400
收益成本 (45,822) (31,806)
毛利 20,100 26,594
其他收入 3 5,655 8,396
其他盈利及虧損 4 69,895 25,808
銷售及營銷費用 (81,800) (17,580)
行政費用 (79,235) (86,387)
其他經營費用 (24,747) (7,953)
融資成本 5 (29,974) (22,916)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2,412) (20)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122,518) (74,058)
所得稅 7 (20) –
本年度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122,538) (74,058)
已結束業務
本年度已結束業務溢利 – 11,872
本年度虧損 (122,538) (62,18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21,004) (59,680)
少數股東權益 (1,534) (2,506)

(122,538) (62,186)

每股虧損 8
基本（港仙）
– 持續經營及已結束業務 (7.1仙) (3.8仙)

– 持續經營業務 (7.1仙) (4.7仙)

攤薄（港仙）
– 持續經營及已結束業務 不適用 (4.3仙)

– 持續經營業務 不適用 (5.1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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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268 16,418
於一家聯營公司權益 52,444 48,034
商譽 265,188 231,792
其他應收賬款 19,495 19,01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定金 10,853 10,399

370,248 325,659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0 148 4,629
其他應收款項、定金及預付款項 40,923 97,648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16,560 30,371
應收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4,491 4,221
銀行結餘及現金 249,846 553,601

311,968 690,470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11 64,947 14,895
已收定金 21 570
融資租約承擔 8 8
其他借款 1,414 1,414

66,390 16,887

流動資產淨值 245,578 673,58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15,826 999,242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23 32
可換股票據 12 – 359,614

23 359,646

資產淨值 615,803 639,596

權益
股本 17,314 16,441
將予發行股份 8,292 –
儲備 564,246 598,58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589,852 615,029
少數股東權益 25,951 24,567

權益總額 615,803 63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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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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服務特許權安排」、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限額、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重新分類金融資產」，對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於財務報表批准日期，下列準則與詮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呈報(i)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i)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ii)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i)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對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投資之成本(i)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i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改進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i)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i)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iii)

—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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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顧客長期支持計劃(iv)

—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造協議(i)

—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沖境外經營淨投資(v)

— 詮釋第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ii)

 —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轉讓客戶之資產(vi)

— 詮釋第1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vii)

(i)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ii)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iii)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或之後之年度期間生效
(iv)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v)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vi)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接獲從客戶轉讓之資產時生效
(vii)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於二零零九

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著手評估此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或詮釋於首次應用期間之預期影響。

2.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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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業績全部源自在中國提供電訊媒體服務。因此，並無呈列

業務分類資料。

於二零零七年，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業績源自下列兩個業務分類︰

‧ 製造、買賣及承包中藥產品；及

‧ 在中國提供電訊媒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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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業務分類於二零零七年收益、業績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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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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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予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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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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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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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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付款支出 – – 3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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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類

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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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即營業額）指已售貨品之發票淨值（已扣除退貨準備及商業折扣）及所賺取項目服務費。收益及其

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有關以下項目之電訊媒體服務收入：

– 廣告服務 64,601 27,872

– 電信增值服務 848 21,476

– 節目製作 241 3,857

– 其他 23 4,631

廣告收入 209 564

65,922 58,400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5,655 8,283

其他 – 113

5,655 8,396

總收益及其他收入 71,577 66,796

已結束業務

收益

藥物銷售 – 6,426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 8

總收益及其他收入 – 6,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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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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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60 42,413

購回可換股票據之收益（附註12） 24,312 –

分配予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發行成本 – (9,630)

匯兌虧損淨額 (3,777) (6,864)

二零零七年出售附屬公司之額外成本 (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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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95 25,808

已結束業務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55)

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包括以下各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可換股票據之應歸利息（附註12） 29,972 22,915

融資租約支出 2 1

29,974 2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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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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以下者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工資 18,462 8,692

退休金供款 3,428 1,540

股份付款支出 3,519 22,307

25,409 32,539

已售存貨成本 – 3,257

存貨撥備 – 12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金額 – 3,269

攤銷中藥知識產權及專業知識 – 3,26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881 2,424

呆賬撥備 – 366

核數師酬金 630 1,580

製作及節目成本（計入其他經營費用） 24,747 7,953

7. 所得稅

(a) 列入綜合收益表之稅項為按以往年度撥備徵收之香港利得稅。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稅項虧損，

故並無就所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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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計算，惟第一

視頻信息工程有限公司（「TMD2」）按照中國稅務規定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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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 持續經營業務 (122,518) (74,058)

– 已結束業務 – 11,872

(122,518) (62,186)

按中國所得稅稅率25%（二零零七年：33%）計算之稅項 (30,630) (20,521)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13,724) (13,262)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9,675 10,392

未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25,088 13,123

其他司法權區稅率之影響 9,588 10,268

其他 23 –

本年度所得稅 20 –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虧損：

– 持續經營業務 (7.1) (4.7)

– 已結束業務 – 0.9

每股虧損總額 (7.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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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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虧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121,004) (59,680)

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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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238)

計算持續經營業務之

每股基本虧損所用本年度虧損 (121,004) (73,918)

股份數目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1,644,074,049 1,390,756,673

就可換股票據獲兌換發行股份之影響 – 104,402,165

就購回可換股票據發行股份之影響 43,819,881 –

就購回可換股票據將予發行股份之影響 11,975,620 –

就購股權獲行使發行股份之影響 572,131 85,181,150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700,441,681 1,580,339,988

(b)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由於年末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乃就假設本公司所發行可換股票據（附註12）

按初步兌換價每股港幣4.10元獲兌換而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而本集團之本公司

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則就對銷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以及可換股票據之應歸利息及應佔發行

成本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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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及

已結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

虧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虧損 (59,680) (73,918)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收益 (42,413) (42,413)

– 可換股票據之應歸利息 22,915 22,915

–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應佔發行成本 9,630 9,63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虧損 (69,548) (83,786)

每股攤薄虧損（港仙） (4.3) (5.1)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580,339,988

就假設可換股票據獲兌換而調整 48,219,178

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28,559,166

9.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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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扣除撥備）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 – 3,205

兩至三個月 – 14

四至六個月 – 1,410

七至十二個月 – –

一年以上 148 –

148 4,629

本集團應收賬款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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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購回可換股票據之應付款項(i) 57,200 –

其他應付款項 6,567 13,973

應計支出 1,180 922

64,947 14,895

附註：

(i) 該結餘指於二零零八年六月購回可換股票據時應付之現金代價。購回可換股票據之詳情載於附註

12(b)。該結餘其後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支付。

12. 可換股票據

年內可換股票據負債及衍生工具部分之變動如下：

衍生工具部分 負債部分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 51,027 51,027

轉換為普通股 – (51,027) (51,027)

發行可換股票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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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歸利息 – 29,972 29,972

已付利息 – (5,780) (5,780)

公平值變動 (54,360 ) – (54,360)

購回可換股票據(b) (671 ) (328,775) (329,446)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a)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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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按票面年息率1.5厘計息，並將於發行日期後第二週年日（「到

期日」）到期。票據可於發行日期後第七天起至到期日前七天止任何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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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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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於緊接票據發行日期起計滿六個月、十二個月及十八個月之日（各自為「重設日期」）之前三十日

前連續二十個交易日本公司普通股每日收市價之平均數低於當時生效之兌換價，則將調整兌換價，

票據兌換價將於重設日期自動下調至該二十天平均價，惟兌換價於任何情況下不得低於初步兌換

價85%，並須受兌換價相關之類似通用反攤薄調整所規限。

倘於到期日前任何時間，本公司普通股於聯交所連續三十個交易日其中任何二十個交易日所報收

市價相等於或超過當日兌換價150%，每張當時未兌換之票據本金額將被視為於該二十個交易日最

後一日之下一個營業日獲兌換。

倘票據未獲兌換，有關票據將於到期日結束時由本公司按面值贖回。票據另規定，本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可於任何時間不時按本公司或有關附屬公司與有關票據持有人可能協定之價格購回票

據。據此購回之票據將由本公司註銷。票據認購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完成。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兌換價根據票據條款及條件自動重設為港幣3.485元。

(b)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九日及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本公司分別與本金總額港幣322,000,000元可換

股票據之五名持有人（「票據持有人」）訂立多項有條件協議（「票據購回協議」）及補充協議（「補充協

議」）。根據票據購回協議及補充協議，本公司須(i)按全額面值購回本金總額為港幣209,300,000元

之可換股票據（「購回票據」，相等於有關可換股票據未償還本金額65%）；及(ii)按每股港幣1.30元

兌換本金總額為港幣112,700,000元之可換股票據（「餘下票據」，相等於有關可換股票據未償還本金

額35%）為普通股。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完成購回上述可換股票據，為此，本公司已向票據持有人支付

港幣209,300,000元並發行86,692,306股新普通股。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本公司邀請持有本金額為港幣88,000,000元之餘下持有人考慮購回條款，但餘

下持有人直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仍未就有關邀請作出回應。根據票據購回協議及補充協議之相同

條款，本公司將以現金及發行23,692,308股新普通股之方式購回本金總額為港幣57,200,000元之餘

下可換股票據之65%，以按每股港幣1.30元兌換餘下可換股票據35%為為普通股。

購回可換股票據之總代價為港幣305,134,000元，包括港幣266,500,000元之現金代價及於完成日期

已發行及將予發行股份之公平值港幣38,634,000元。總代價與可換股票據賬面值之差額港幣

24,312,000元確認為「購回可換股票據之收益」，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13.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本集團早前於「收益成本」披露製作及節目成本港

幣7,953,000元。管理層認為將有關成本計入「其他經營費用」為本集團業務之較公平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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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全年業績

全年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經營業績

本集團的營業額為港幣65,922,000元，較去年港幣58,400,000元上升約13%，其中廣告服務收
入較2007年增加132%，主要原因是集團廣告業務的拓展及公司作為奧運合作伙伴整體形象的
提升。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營業額較二零零七年下半年上升逾兩倍。然而，由於奧運會過後
經濟放慢及在金融海嘯的影響下，本集團的廣告服務收入在下半年減少。股東應佔經營虧損
為港幣121,004,000元，相當於每股虧損港幣7.1仙，而去年則為虧損港幣59,680,000元，相當
於每股虧損港幣3.8仙。

業務回顧

VODone Broadcasting Union System第一視頻聯播網(BUS) (bus.vodone.com)

第一視頻聯播網(VODone BUS)是目前中國最強大、最有價值、極具影響力的網絡視頻廣告播
放平台，可發布視頻、圖文等不同形式的廣告。作為第一視頻通信傳媒的主要收益來源，截
止到二零零九年四月，第一視頻聯播網(VODone BUS)的廣告瀏覽量每天達1.5億次。有2,500
萬個第一視頻播放器覆蓋在中國的200多萬家網站上，具有十分強大的影響力。最近新升級的
第一視頻聯播網(VODone BUS)首次形成了包括品牌院㵟、財經院㵟、女士及體育院㵟等8大
院㵟系列，實現了更加清晰的用戶分類和廣告劃分，幫助廣告主在進行廣告投放的過程中更
精準、更便捷，幫助廣告主實現廣告品牌的有效傳播。同時集團不斷研發第一視頻聯播網
(VODone BUS)的新型廣告形式，滿足廣告客戶的不同需求。

第一視頻通信傳媒入門網站(www.vodone.com)

此最大網上視像入門網站瀏覽簡易，方便2.98億中國網民從四方八面搜尋及搜集影片。入門
網站不斷改進及提升，以滿足網民的最新要求。除了既有頻道外，入門網站更推出不少新頻
道，涵蓋新聞、財經、體育、娛樂、原創內容及遊戲，並匯聚旗下網站的各類產品，以
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最具代表性。這也為公司的業務夥伴、網絡廣告客戶和推銷商
提供一個有效的市場推廣平台。我們的產品及服務包括如前述的電郵、博落格、網上廣告及
多類內容，使升級第一視頻通信傳媒門戶網站能提供更清晰的視像廣播分類，覆蓋更加全面。
第一視頻通信傳媒入門網站所完成的其中一項升級工程是新設立的電影頻道，播放全球熱門
電影。另一重要的舉措是與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訂立協議，讓第一視頻通信傳媒在入門
網站播放多套受歡迎的電視連續劇。入門網站的內容將於二零零九年繼續加強及升級。第一
視頻通信傳媒目前正與外國公司進行後階段的協商，以將更多獨特內容帶到中國。第一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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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傳媒新推出之另一特色節目是其入門網站上兩款遊戲：「三國風雲」及「泡麵三國」。這兩
款遊戲自推出以來已吸引數以萬計的玩家及購買者。由於反應熱烈，第一視頻通信傳媒計劃
向用戶推出更多遊戲。這不僅將增加第一視頻通信傳媒入門網站的網頁瀏覽次數，最終還可
吸引更多廣告客戶。

VODone Live第一視頻直播平台(live.vodone.com)

第一視頻通信傳媒之一大特色，是擁有自創視像節目，並以網上互動形式直播節目。第一視
頻通信傳媒頻道眾多，可供2.98億中國網民選擇。第一視頻通信傳媒計劃於二零零九年推出
一些新直播節目，當中以財經頻道為主。這些直播節目將集中提供有關A股及H股以及其他多
隻香港上市股票的分析資訊。第一視頻通信傳媒將國內資訊向世界傳播，同時也把全球資訊
帶到中國。

財務回顧

電信媒體服務業務

電信媒體服務業務於二零零八年財政年度為本集團營業額帶來港幣65,713,000元的貢獻，較二
零零七年上升14%，其中廣告服務收入增長132%，該收益主要來自向VODone BUS第一視頻
聯播網提供服務。營業額增長主要是由於集團廣告業務的拓展及公司作為奧運合作伙伴整體
形象的提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由於奧運會過後經營環境轉壞及在金融海嘯的影響下，
本集團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的營業額受到打擊。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營業額較二零零七年下半
年上升逾兩倍。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等同現金為港幣249,846,000元（二零零七年：
港幣553,601,000元）。營運資金為港幣245,578,000元，而去年底的營運資金則為港幣
673,583,000元。本集團流動資金減少，主要由於在年內購回港幣209,300,000元的可換股票據
所致。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授出66,300,000份可按每股港幣0.1元行使的購股權。於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本集團授出22,000,000份可按每股港幣0.116元行使的購股權。於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四日，本集團授出2,400,000份可按每股港幣0.127元行使之購股權。於二零零
八年，參與人士共行使600,000份購股權。於二零零八年因行使這些購股權帶來所得款項總額
為港幣769,000元，已撥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4.7（二零零七年：40.9），負債權益比率
及資產負債比率（即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除股東權益）分別下降至0.002（二零零七年：0.58）
及0（二零零七年：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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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為港幣682,216,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
1,016,129,000元），以股東資金港幣589,852,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615,029,000元）支付，負
債總額為港幣66,413,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376,533,000元），而少數股東權益為港幣
25,951,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24,567,000元）。

於二零零七年，本集團主要通過於二零零七年七月發行可換股票據集資港幣410,000,000元，
大幅擴闊其資本基礎。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九日及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本公司分別與本金
總額港幣322,000,000元可換股票據的五名持有人（「票據持有人」）訂立多項有條件協議（「票據
購回協議」及補充協議（「補充協議」）。根據票據購回協議及補充協議，本公司須(i)購回本金總
額為港幣209,300,000元的可換股票據（「購回票據」，相等於有關可換股票據未償還本金額
65%）；及(ii)兌換本金額額港幣112,700,000元的可換股票據（「餘下票據」，相等於有關可換股
票據未償還本金額35%）。根據票據購回協議及補充協議，本公司與票據持有人協定，於完成
時，本公司須按全數面值購回購回票據，而餘下票據則按每股港幣1.30元兌換。於結算日，
除金額為港幣88,000,000元的本金尚未回購外，已完成購回上述可換股票據。於結算日後，餘
下票據的票據持有人進行換股。金額為港幣57,200,000元（佔本金額港幣88,000,000元的65%）
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以現金償付，而餘下35%則按兌換價港幣1.30元兌換為本公司的
新股份。

展望

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令內地成為全球經濟大國。隨著生活質量及教育水平得到改善，人們對
網上資訊、娛樂及廣告的需求將持續增加。此利好市況可推動寬帶及手機用戶人數大幅增長。
商業領域也不斷急速擴張，互聯網定將越來越普及化，就算經濟下滑亦難阻這一趨勢。同樣
地，視像格式等互聯網廣告的宣傳方式亦將日漸普及。與傳統廣告宣傳方法相比，互聯網廣
告的明顯優勢在於成本低廉，而效率及成效也較高。隨著企業紛紛削減廣告預算，互聯網廣
告有望成為唯一受益者。

第一視頻通信傳媒在三大方面擁有優勢，包括擁有從事網上廣播及發佈的全部牌照、成功建
立的品牌及充裕的營運資金。憑藉所擁有之全部牌照，第一視頻通信傳媒得以拓展業務，涉
足新聞內容、購物及遊戲發佈等業務領域，此舉將提高第一視頻入門網站及第一視頻直播平
台的瀏覽次數；此外還可擴大網上廣告業務，為第一視頻通信傳媒帶來更豐厚收益。在舉行
多項全國性推廣活動、專設頻道報導512四川大地震及成為2008北京新聞中心唯一的新媒體合
作夥伴後，品牌知名度日高。品牌效應有助提升第一視頻通信傳媒的知名度，為本集團吸引
更多廣告商及帶來更大收益。同樣地，第一視頻通信傳媒也看好網絡遊戲的發展前景，並將
更密切注視此業務。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仍將為第一視頻通信傳媒二零零九年收入
的主要來源。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推行網站聯盟制，招攬多個點擊率偏低的網上會
員加入。部分會員為博客、論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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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受眾的小型網站。同樣地，也有部分網站聯盟會員是高瀏覽人次的受歡迎網站。預期集團
將繼續同時招攬對準獨有及大眾市場的網站，以擴大其Web Union網站聯盟。網站聯盟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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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增長迅速，彰顯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的表現及成功。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
播網近期亦已對平台進行大規模升級，讓用戶使用時感覺更高效。預測中國網上廣告收益的
複合年增長率於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一年間將達37%，至二零一五年前增長率仍將維持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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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不斷提升所帶動。本集團
已把握此黃金機會，成為提供視像資訊娛樂及互聯網廣告的翹楚。

本公司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視像廣告業務在下半年曾經下滑。但事實上，廣告收益對
比上一年度卻有明顯上升。雖然面對不利經濟環境的影響，但管理層將繼續提升第一視頻通
信傳媒所提供的服務，並對二零零九年的業務前景保持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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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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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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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8)段規定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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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張力軍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張力軍博士（ 主席）、王淳女士、余康柱先生
及冼漢迪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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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