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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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第一視頻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4 70,381 53,575
收益成本 (21,308) (34,758)

毛利 49,073 18,817
其他收入 4 2,725 3,711
其他盈利及虧損 5 (908) 71,525
銷售及營銷費用 (30,230) (12,452)
行政費用 (31,267) (38,165)
其他經營費用 — (4,684)
融資成本 6 — (29,972)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1,804) (40)

除稅前（虧損）／溢利 7 (12,411) 8,740
所得稅 8 — —

期內（虧損）／溢利 (12,411) 8,740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42) 9,253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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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12,553) 17,993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11,273) 8,899
非控制性權益 (1,138) (159)

(12,411) 8,74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11,415) 18,151
非控制性權益 (1,138) (158)

(12,553) 17,993

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港仙） 9 (0.6) 0.5

— 攤薄（港仙） 9 不適用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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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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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1,728 22,268
於一家聯營公司權益 11 50,639 52,444
商譽 12 265,188 265,188
其他應收賬款 19,490 19,495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定金 10,850 10,853

367,895 370,248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3 5,826 148
其他應收款項、定金及預付款項 40,128 40,923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18(d) 39,549 16,560
應收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18(c) 4,490 4,491
銀行結餘及現金 237,787 249,846

327,780 311,968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2,816 64,947
已收定金 706 21
融資租約承擔 8 8
其他借款 1,414 1,414

4,944 66,390

流動資產淨值 322,836 245,578

690,731 615,826

權益
股本 14 19,612 17,314
將予發行股份 — 8,292
儲備 646,287 564,24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665,899 589,852
非控制性權益 24,813 25,951

權益總額 690,712 615,803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19 23

690,731 61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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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將予發行 股份補償 匯兌波動 非控制性
股本 股份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儲備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權益 權益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6,441 — 838,366 33,474 17,823 11,508 (302,583) 615,029 24,567 639,596
購回可換股票據時發行股份 867 — 29,475 — — — — 30,342 — 30,342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3 — 301 — (85) — — 219 — 21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9,252 8,899 18,151 (158) 17,993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7,311 — 868,142 33,474 17,738 20,760 (293,684) 663,741 24,409 688,150

將予發行 股份補償 匯兌波動 非控制性
股本 股份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儲備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權益 權益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7,314 8,292 868,746 33,474 22,170 63,443 (423,587) 589,852 25,951 615,803
發行股份 237 (8,292) 8,055 — — — — — — —
認購新股份時發行股份 1,440 — 77,760 — — — — 79,200 — 79,200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621 — 8,988 — (3,085) — — 6,524 — 6,524
確認股份付款支出 — — — — 1,738 — — 1,738 — 1,73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142) (11,273) (11,415) (1,138) (12,553)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9,612 — 963,549 33,474 20,823 63,301 (434,860) 665,899 24,813 6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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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96,231) (42,78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527) (6,587)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85,720 (209,088)

現金及等同現金減少 (12,038) (258,459)
匯率變動影響 (21) 3,055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249,846 553,601

期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237,787 29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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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與詮釋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
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常規編製，並就重估若干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工具作出修訂。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幣（「港幣」）呈列，而港幣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自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
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下文所述之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外，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會
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已編製及呈列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因此，並無對過往期間
之調整進行確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將權益變動分為擁有人及非擁有人部分。股東權益變動表僅包括與
擁有人進行之交易詳情，而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作為單獨項目呈列。此外，該準則引入全面收
益表：該表呈列所有已確認之收入及開支項目（無論於單一報表或兩份有聯繫報表內）。本集團
選擇呈列單一報表。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
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八年五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四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3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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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4

　—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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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詮釋第18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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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或之後之年度期間生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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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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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會影響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首
個年度報告期間首日或之後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影響母公司
於附屬公司之擁有權變動之會計處理。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
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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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收益及資產主要源自在中國提供電
訊媒體服務。因此，並無就上述期間提供業務或地區分類分析資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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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有關以下項目之電訊媒體服務收入：
— 廣告服務 64,380 52,781
— 電信增值服務 8 590
— 節目製作 182 54
— 其他 115 22
廣告收入 21 128
購彩相關收入 5,675 —

70,381 53,575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559 3,670
其他 2,166 41

2,725 3,711

73,106 57,286



— 8 —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公平值收益 — 54,360
購回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 19,094
匯兌虧損淨額 (908) (1,929)

(908) 71,525

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包括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換股票據之應歸利息 — 29,972

7.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虧損）／溢利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2,622 1,646
核數師酬金 40 183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工資 8,010 9,987
退休金供款 1,626 1,507
股份付款 477 —

10,113 1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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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錄得稅項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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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其後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三年獲寬減50%中國所得稅。

9.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盈利總額 (0.6) 0.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所用期內（虧損）／溢利 (11,273) 8,899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1,765,444,991 1,644,838,842

由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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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該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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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就假設本公司所發行可換股票據按重設
兌換價每股港幣3.4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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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人應佔溢利則就對銷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及應歸利息作出調整。

（未經審核）
溢利 港幣千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溢利 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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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7)
— 可換股票據之應歸利息 6,433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期內溢利 3,665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0.2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44,838,842
就假設可換股票據獲兌換而調整 25,251,076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70,089,918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期內，本集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約港幣96,000元（二零零八年：港幣4,484,000元）。

11. 於一家聯營公司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負債淨額 (4,270) (2,465)
商譽 54,909 54,909

50,639 52,444

本集團聯營公司詳情如下：

註冊成立及 擁有權比例
公司名稱 營業地點 擁有權權益 所持投票權 主要業務

第一視頻數碼媒體技術 中國 49% 49% 提供電訊媒體業務支援
有限公司（「TMD1」） 及內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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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聯營公司財務資料概要載列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總值 1,005 1,103
負債總額 (9,722) (6,135)

負債淨額 (8,717) (5,032)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負債淨額 (4,270) (2,46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64,389 624

期內虧損 (3,689) (145)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期內虧損 (1,804) (40)

12. 商譽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期／年初之結餘 265,188 231,792
匯兌調整 — 33,396

於期／年終之結餘 265,188 265,188

商譽乃按營業國家及業務分類分配至本集團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於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之賬面值與本集團之電訊媒體服務業務有關。

本集團每年進行減值檢測，或於有跡象顯示商譽可能出現減值時更頻密進行。本集團委聘一名
專業估值師就知識產權（包括專利權、商標及相關技術）進行估值，以檢測收購現金產生單位產
生之商譽。



— 12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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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 5,678 —
一年以上 148 148

5,826 148

14. 股本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961,158,663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31,366,355股） 19,612 17,314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年／期內之變動如下：

普通股數目 股本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1,644,074,049 16,441
購回可換股票據時發行股份 86,692,306 867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600,000 6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731,366,355 17,314
購回可換股票據時發行股份 23,692,308 237
認購新股份 144,000,000 1,440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62,100,000 621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1,961,158,663 1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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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經營租約安排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根據經營租約已支付之最低租金付款 3,796 3,531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其物業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於以下日期到期須支付之未
來最低租金付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8,073 4,879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9,020 4,836

17,093 9,715

16. 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訂約惟未撥備：
—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194 5,451

17. 股份付款交易

本公司之股本結算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七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計劃」），董事可酌情邀請任何合資格參
與人士接納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本中之股份。購股權之行使價須按計劃及上巿規則有關條
文釐定。授出購股權價值之成本於年內確認為支出。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日，合共17,000,000份購股權授予本集團一名執行董事。該承授人已就所獲
授購股權支付現金代價港幣1元，承授人有權按行使價每股港幣0.157元認購普通股。購股權之
行使期為二零零九年三月二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一日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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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合共5,000,000份購股權授予一名合資格參與人士。該承授人已就所獲
授購股權支付現金代價港幣1元，承授人有權按行使價每股港幣0.153元認購普通股。購股權之
行使期為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等參與人士共行使62,100,000份購股權。所得款項已用
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18.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有關連人士名稱 關係

第一視頻通信傳媒有限公司 張力軍博士為第一視頻之股東
（「第一視頻」）
中天通信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TMD2之少數股東

(a) 除本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披露之交易外，本集團於期內進行以下重大有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自聯營公司TMD1賺取服務費收入 64,380 53,371

(b)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人員期內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福利 6,215 6,633
股份付款支出 1,260 —

7,475 6,633

(c) 應收一家關連公司款項為免息、無抵押及須按要求償還。

(d)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主要於上文附註(a)所詳述買賣交易產生，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
求償還。

19. 結算日後事項

二零零九年四月，本公司宣佈透過向一名獨立第三方發行87,500,000股新股的方式收購Domouse
域名、Domouse軟件、Domouse數據庫、Domouse信息管理平台以及任何與運營該業務相關的資
產及知識產權。是項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完成。

20. 批准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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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經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為港幣70,381,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31%，而較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則上升約470%。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為港幣11,273,000元。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非營運相關購股權開支約港幣1,738,000元，而去年同期
則無產生是項開支。去年同期經計入一次性可換股票據相關收益港幣73,454,000元和扣除應歸
利息開支港幣29,972,000元後，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8,899,000元。

經營環境

本集團一直集中發展網絡視頻及新媒體服務業務，並已清楚地瞭解其互聯網廣告、廣播、遊
戲與電信市場（包括手機購彩）結合所帶來的市場潛力。中國龐大人口為不斷蓬勃發展的互聯
網及手機市場打造穩健根基，並將創造長遠商機。

截至二零零九年七月底，中國互聯網用戶已突破3.38億人，遠超美國，成為全球最大互聯網
市場。隨著網絡用戶人口增加，網上廣告業也蓬勃發展起來。據報告指出，儘管國際（以西歐
及美國為主）經濟情況欠佳及廣告預算萎縮，但中國仍有龐大增長潛力。由於經濟下滑，企業
將尋求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來宣傳產品，預期網上廣告將成為最佳選擇。對於某些公司，網
上廣告早已成為一種潮流。汽車製造商及房地產開發商等行業紛紛削減報刊及電視廣告開支，
反而不斷增加對網上廣告的投入。此持續增長趨勢，有利於VODONE BUS第一視頻聯播網業
務模式及入門網站www.vodone.com的廣告業務，也有利於本集團的其他網上互動業務。

進入本世紀以來，手機用戶人數一直有驕人的增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公
佈的統計數字，截至二零零九年四月底，中國的移動通訊服務用戶達6.788億人，按月增長了
1.26%，按年增長了16.33%。截至今年四月底，用戶數量佔全國總人口50.7%。中國的手機用
戶在四月份共發出文本信息602.5億條，平均每天每名用戶發出信息2.98條。這一切均展現了
中國手機市場的潛力，也有利於我們的手機增值服務，如手機購彩等服務。

業務概況

本集團為其策略夥伴第一視頻通信傳媒有限公司（「第一視頻」）提供電訊媒體服務。該公司為
民政部下屬的國有企業，是一間具備全套經營國內網上視像廣播所需的許可證及牌照的網絡
視頻新媒體公司，牌照包括網絡視聽許可證、互聯網新聞許可證、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
互聯網出版許可證、福利彩票銷售許可證及所有其他必需的許可證，為未來業務的健康發展
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福利彩票發行中心負責監控中國福利彩票的經營及購買，它與中國社工協會一樣同受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監管。第一視頻作為中國社工協會控股的國有企業，其彩票銷售渠道十
分可靠。第一視頻與本集團簽訂了為期50年的經營合同，確保本集團向第一視頻提供獨家業
務支持及一系列電訊媒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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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視頻的優勢

第一視頻是目前少數獲得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廣電總局」）、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
（「信息產業部」）及中國其他政府機關發出全部相關及所需牌照的公司之一，因此第一視頻可
自行製作影音節目於互聯網上廣播，並可於國內經營電信傳媒相關業務。這優勢還使第一視
頻有能力為不同喜好及需求的各類觀眾製作不同類型的節目及播放廣告，而不像其他網站一
樣只依賴用戶原創內容（UGC）。

根據信息產業部與廣電總局共同頒佈的互聯網規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起，從事在
互聯網上提供原作內容／節目製作及影像串流相關業務的公司如無持有所需牌照將被責令停
止服務，其與廣告商的合作亦須終止。信息產業部和廣電總局也已採取行動嚴格執行有關規
定。

第一視頻還是全國首批獲認可手機購彩服務供應商之一，它與黑龍江福彩中心合作，相信是
中國目前唯一提供全國性手機購彩服務的公司。相關合作方已簽訂了為期96個月的服務協議。

二零零九年的成就及獎項

第一視頻獲頒的殊榮如下：

二零零九年七月 2009中國品牌與傳播大會「品牌貢獻獎」影響中國新媒體貢獻大獎

二零零九年七月 2009中國品牌與傳播大會「品牌貢獻獎」影響中國十大傳媒創新人物

二零零九年三月 「2008中國廣告新媒體貢獻大獎－網路視頻廣告大獎」（2009中國廣告與品
牌大會）

二零零九年二月 「天語SX4杯第四屆新春祝福短信組織獎」

二零零九年一月 「2005-2008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常務理事單位」

二零零九年 第一視頻為「2008年第三屆中國創意產業年度大會獨家視頻媒體支援」

張力軍博士的個人殊榮：

二零零九年一月 「影響中國十大傳媒創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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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電信媒體服務業務

第一視頻聯播網（VO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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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影響力的網絡視頻廣告
播放平台，可發布視像、文字、動畫及圖文等不同形式的廣告。它是第一視頻的主要收益來
源之一，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第一視頻聯播網（VODONE BUS）的廣告瀏覽量每天達1.5億
次，已成為最具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最近新升級的第一視頻聯播網（VODONE BUS）首次形
成了包括品牌院線、財經院線、女士院線及體育院線等8大院系，實現了更加清晰的用戶分類
和廣告劃分，這使廣告商能更精準、更便捷地進行廣告投放，幫助廣告商實現廣告品牌的有
效傳播。集團同時不斷研發第一視頻聯播網（VODONE BUS）的新型廣告形式，以滿足廣告客
戶的不同需求。二零零九年，很多用戶已暸解到第一視頻聯播網（VODONE BUS）帶來的好處，
因此與二零零八年下半年比較，廣告業務收入增加了427%。

第一視頻入門網站（www.vodone.com）

乃最大網上視像入門網站之一，瀏覽簡易，網站匯集各地節目，方便3.38億中國網民觀賞及
分享精彩影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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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更推出多個新頻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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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以第一視頻聯播網（VODONE BUS）最具代表性。入門網站也為公司的業務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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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及多類內容，升級了的第一視頻入門網站能提供更清晰的視
像廣播分類，覆蓋也更加全面。

第一視頻直播平台（live.vodone.com）

第一視頻之一大特色，是擁有自創視像節目，並以網上互動形式直播節目。第一視頻頻道眾
多，覆蓋3.38億中國網民。第一視頻於二零零九年推出兩個自製直播節目：「港股直擊」及「A
股縱橫」（http://v.vodone.com/gu）。它是首家推出港股即時直播節目的新媒體。我們很榮幸邀
請到資深國際金融專家王冠一擔任「港股直擊」的策劃人及組織人，並有著名嘉賓為港股走勢
作即時分析，當中包括僑豐金融董事林賽盈、時富金融中國資本投資部董事羅尚沛、申銀萬
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聯席董事鄭家華、荷蘭銀行股票衍生工具及私人投資產品部董事何啟
聰及英皇證券集團有限公司研究部副總裁林建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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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視頻手機購彩服務（cai.vodone.com）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一視頻成為全國首批獲認可手機購彩服務供應商之一，它與黑
龍江福彩中心合作，相信為中國目前唯一提供全國性手機購彩服務的公司。雙方已簽訂合作
期限為96個月的服務協議。同時，本集團已開通名為「彩民生活」的「cai.vodone.com」頻道，播
放由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及《公益時報》獨家提供的彩票新聞及資訊。第一視頻與《公益時報》已
攜手推出「專家說彩」頻道，提供獨家彩票新聞。

手機購彩較其他傳統購彩方法優勝，因彩民可隨時隨地購彩。彩民只須於「cai.vodone.com」完
成登記手續，然後登入並下載購彩軟件，即可透過手機查詢購彩資料、投注、查閱賬戶結餘、
自選號碼或隨機選擇號碼投注。此外，系統在開發時亦確保了無紙化電子購彩服務的安全，
它設有特別程序將手機號碼及身份證號碼結合成為用戶登記的核證資料。黑龍江福彩中心會
為每張彩票生成一個獨一無二的安全編碼，安全性上無懈可擊。

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第一視頻與黑龍江福彩中心推出了「時時彩」（http://ssc.vodone.com/）。「時時
彩」為一種快節奏、數字型固定賠率組合玩法的彩票業務。全天開獎84期，從上午十時至凌晨
十二時每10分鐘開獎一次，第一視頻透過互聯網於其網站上視頻直播發佈「時時彩」的即時開
獎結果。黑龍江福彩中心自主研發的「電子開獎系統」順利通過了由中科研究生院資訊安全國
家重點實驗室教授及哈爾濱工程大學教授組成的專家團隊的鑒定，保證了「時時彩」安全可靠。
同時，「時時彩」為國家的福利事業籌集資金提供了一個重要渠道。自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開
播以來，贏得全國彩迷及網民的廣泛關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底，第一視頻彩票業務的登記用戶已飆升至逾1,000,000人，較內部預定
時間提早四個月實現目標。

福利彩票被視為中國福利服務的核心支援事業，並已發展成為社會福利的主要收入來源。在
中國，彩民人數已逾1億人，每年投注額超過人民幣1,000億元，其中福利彩票的投注額每年
約為人民幣600億元，說明中國彩票業務具有龐大的市場潛力。黑龍江省福彩中心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財政部、民政部批准的第一批手機購彩試點單位，而黑龍江省在全國福彩銷售一直保
持前十名，在手機購彩技術領域擁有領先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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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視頻網上購物平台（ego.vodone.com）

第一視頻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亦推出一個名為「快樂易購」的新網上購物平台。據統計，二零零
八年中國的網上購物交易金額達人民幣500億元，第一視頻看準網上購物這一個龐大市場。在
中國大多數購物網站互相抄襲，經營方式類似，第一視頻則設法利用其營業執照及獨特之處，
在銷售產品同時加入網上視頻來展示產品，用戶只需在感興趣的產品上滾動鼠標，由模特兒
穿上該產品的視像便會在熒幕上顯示，令用戶購物時更感便捷。這不但令網上購物更添樂趣，
更排除了錯購產品的可能。此外，第一視頻更擁有一支優秀的團隊，專責確保購物安全及所
有網上產品的質素。

Domouse

二零零九年四月，本公司宣佈收購網絡社區平台Domouse。Domouse網絡社區平台結合了一些
成功之社區關係網站的管理概念，建立了具創造性、激發性的「搜索未來」互聯網社區管理平
台。它是新型的、富有中國特色的互聯網社區管理平台，具無限的發展前景。

本集團相信在Domouse龐大的網絡社區平台與本集團的視頻資訊平台結合下，使用本集團服
務的忠實用戶人數將大幅飆升。

營銷

作為中國領先電訊媒體服務營運商，本集團明白，營銷資源乃業務取得成功的主要推動因素。
本集團有強大的營銷團隊穿梭中國各地，瞭解客戶需要及設計滿足客戶要求的產品。二零零
九年四月，李嘉欽博士獲委任為本集團顧問，負責向本集團的營銷團隊提供意見。李博士曾
於奧美集團（Ogilvy Group）在中國、香港及台灣的分公司擔任多個高級職務。

此外，於二零零九年八月，黃康銘先生獲委任為本集團首席營銷官。黃先生為一名經驗豐富
的商業行政人員，在亞太地區的銷售及營銷、策略性規劃、渠道管理、夥伴聯盟及業務發展
等領域擁有逾18年的豐富經驗。黃先生曾於多家頂尖跨國公司，包括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康柏電腦有限公司（二者其後與惠普合併）、Check Point Software Technologies
Limited及Citrix Systems擔任不同高級管理職務。黃先生持有香港理工大學電腦科學學士學位
及理科碩士學位以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VODONE品牌名稱及網站均獲高度肯定。透過不斷進步及委任有能力的
高級行政人員，本集團預期會繼續朝樂觀方向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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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投資者

本集團因考慮策略性價值，引入了Och-Ziff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Och-Ziff」）作為策略
性投資者。Och-Ziff為一間居領先地位的環球機構性資產管理公司，所管理資產超過210億美
元。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二日，本公司宣佈Och-Ziff以每股港幣0.55元的認購價，認購144,000,000
股股份，為本集團籌得所得款項總額約港幣79,200,000元。是項認購加上Och-Ziff之前於二手
市場購買的股權，使Och-Ziff已成為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逾10%的主要股東。

財務回顧

電信媒體服務業務

電信媒體服務業務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本集團帶來港幣64,685,000元營業
額，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1%，而較二零零八年下半年上升約427%。毛利率由35%升至69%，
原因是i)整體經濟復甦及網上廣告開支增加； ii)實行成本控制措施；及iii)不斷透過市場推廣
及品牌建立活動，提昇品牌知名度。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與奧美集團亦緊密合作，聯合舉辦
了多項市場推廣活動。

自二零零八年下半年起，本集團增加了銷售經費，以推動第一視頻的銷售，從而直接增加本
集團的收入和市場佔有率。

彩票相關收入

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取得彩票相關收入港幣5,674,810
元。是項收入並無計入來自「時時彩」之收益，原因為該業務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即報告
期間後方推出。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等同現金為港幣237,787,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249,846,000元）。營運資金為港幣322,836,000元，去年底的營運資金則為港幣
245,578,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
行借款。Och-Ziff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二日按認購價每股股份港幣0.55元，以總代價約港幣
79,200,000元認購144,000,000股新股份。是項認購增加了本集團的資金流動性。本集團購股權
計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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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參與人士共
行使62,100,000份購股權。行使該等購股權產生所得款項總額共計港幣6,524,000元，已用作本
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收購的固定資產約為港幣96,000元（二零零八年：港幣4,484,000元）。由
於本集團大多數收益及成本均為人民幣，故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66.3（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4.7）。於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債務，而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債務數額
亦不重大。經考慮本集團可動用之財務資源後，董事認為本集團具備足夠營運資金應付其目
前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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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及重大或
然負債。

資本結構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為港幣695,675,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682,216,000元），乃來自股東資金港幣665,899,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589,852,000元），負債總額港幣4,963,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6,413,000
元）及少數股東權益港幣24,813,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5,951,000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擁有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港幣88,000,000元的最後一名可換股票據持有人
以兌換價每份港幣1.3元將該等票據的35%兌換為本公司普通股，而餘下65%則由本集團以現
金償付。因此，於二零零七年七月發行為數港幣410,000,000元的可換股票據已由本集團於二
零零九年悉數清償，故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已無債務。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本集團宣佈透過向一名獨立第三方發行87,500,000股新股的方式收購
Domouse域名、Domouse軟件、Domouse數據庫、Domouse信息管理平台以及任何與運營該業
務相關的資產及知識產權。是項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完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本集團宣佈，由Och-Ziff牽頭的一批投資者以港幣0.55元的認購價認購
144,000,000股股份，本集團集藉此集資約港幣79,200,000元。是項認購的詳情已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十二日公佈。

僱員薪酬與福利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內地及香港共聘用213名僱員，包括管理、行政、生產及
銷售人員。本集團定期對其專業團隊成員進行檢討，並將在必要時擴充管理隊伍。

本集團主要按董事及員工的貢獻、職責、資格及經驗確定各人的薪酬。本集團已實施僱員購
股權計劃。本集團已向董事及其他僱員授出購股權，以激勵彼等提升本集團價值及推動本集
團的長遠發展。

此外，本集團亦會定期為員工提供培訓，以提升他們的技能及知識。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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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年報所載企業管治報告所呈報及論述之偏離情況外，本公司董事概不知
悉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本公司目前或曾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任
何時間並無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
公司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均確認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
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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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於本公司網站（http://ir.vodone.com）及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刊
登。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將寄發予股東，並將於適當時候在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力軍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張力軍博士（主席）
王淳女士
余康柱先生
冼漢𡂴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海林博士
王志忱先生
王臨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