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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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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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C MEdia Group LiMitEd 
財訊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5）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財訊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146,136 115,699
銷售成本 (50,175) (46,852)

毛利 95,961 68,847
其他收入 1,465 575
其他盈虧 4,177 (7,618)
銷售及分銷成本 (77,691) (73,819)
行政開支 (15,812) (16,481)
分佔聯合控制公司之虧損 (3,948) (8,406)
融資成本 3 (4,535) (4,121)

除稅前虧損 4 (383) (41,023)
稅項 5 (1,778) (90)

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2,161) (41,113)
換算產生之外匯差額，即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945 98

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216) (41,015)

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 7 (0.12) (2.36)

　攤薄 (0.12)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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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
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9,140 51,201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按金 431 1,043
　獨家代理權 129,544 133,309
　商譽 118,886 118,886
　於聯合控制公司之權益 7,488 –
　應收一間聯合控制公司款項 17,347 8,658

322,836 313,097

流動資產
　存貨 1,226 1,161
　應收貿易賬款 8 125,034 90,839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893 4,704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項 10,030 10,288
　已抵押銀行存款 9 18,075 30,467
　銀行結餘及現金 23,821 74,381

181,079 211,840

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90,149 –
　衍生金融工具 60 6,654
　應付貿易賬款 10 28,110 32,876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49,383 47,431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5,246 4,346
　銀行借貸 13,514 49,495
　應付稅項 13,927 12,932

220,389 153,734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39,310) 58,10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83,526 371,203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 88,679

資產淨額 283,526 282,52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173,956 173,956
　儲備 109,570 108,568

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本權益總額 283,526 28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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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
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淨流動負債約39,300,000港元。儘管如此，但因本
公司擬在市況合適時於日後進行若干籌資計劃，包括但不限於供股、配股及安排新的長期
債務融資，以改善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故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
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應能於來年繼續持續經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乃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一致。

於本中報期間內，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譯（「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本，作為二零零八
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支付之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註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本集團就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之業務合併預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有關於
取得控制權後附屬公司之擁有權變動或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會計處理，本集團預期於二
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應用。

由於本中期期間並無交易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經修訂），故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及
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往後修訂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並無影響。

本集團於未來期間之業績或會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往後修訂適用之未來交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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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 次採納者就可比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
露之有限豁免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預付最低資金規定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3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引進有關財務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將由二零
一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並可提前採用。此準則規定所有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
具：確認及計量」範疇內之已確認財務資產，須按已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i)
以業務模式持有而旨在收取訂約現金流，及(ii)有純粹支付未償還金額之本金及利息之訂
約現金流工具債務投資，一般按已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按公平值
計量。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財務資產之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
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營運分部乃基於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本集團之執行董事）報告之資料而作出，以及
按收入來源劃分，即(a)提供廣告代理服務以及舉辦及主辦會議和活動及(b)銷售書籍及雜
誌。

以上分部之資料呈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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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按業務分部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廣告收入
銷售書籍
及雜誌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部銷售 128,915 17,221 146,136

業績
分部溢利（虧損） 24,168 (5,898) 18,270

未分配收入 1,465
未分配開支 (15,812)
其他盈虧 4,177
分佔聯合控制公司之虧損 (3,948)
融資成本 (4,535)

除稅前虧損 (383)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廣告收入
銷售書籍
及雜誌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部銷售 94,542 21,157 115,699

業績
分部溢利（虧損） 2,605 (7,577) (4,972)

未分配收入 575
未分配開支 (16,481)
其他盈虧 (7,618)
分佔聯合控制公司之虧損 (8,406)
融資成本 (4,121)

除稅前虧損 (41,023)

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賺取之溢利╱虧損，當中並不涉及分配中央行政費用、董事薪
酬、分佔聯合控制公司之虧損、其他盈虧及融資成本。此乃報告予本集團之執行董事之計
量，以便其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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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1,670 1,346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開支 2,865 2,775

4,535 4,121

4.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4,192 3,531
獨家代理權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4,883 4,17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22 5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310) 247
銀行利息收入 (617) (62)

5. 稅項

由於有關集團實體在香港錄得稅項虧損，故兩個期間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期間稅項支出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並按中國相關地區之現行稅率計
算。

6. 股息

報告期間並無派付、宣佈或建議派發股息。董事建議不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7. 每股虧損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虧損 (2,161) (41,113)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股數 1,739,565,174 1,739,565,17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計算之每股攤薄虧損並不
假設行使購股權、兌換可換股債券或行使認股權證，因該等行使或兌換將導致每股虧損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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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應收貿易賬款之平均信貸期乃由確認銷售日期起計不超過三個月。

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百分比 千港元 百分比

三個月內 73,172 58 57,073 63
四個月至六個月 34,545 28 21,935 24
七個月至一年 17,317 14 11,831 13

125,034 100 90,839 100

9. 已抵押銀行存款

已抵押銀行存款指抵押予銀行以作為本集團獲授短期銀行融資額之擔保之存款，將於清償
有關銀行借貸後解除有關抵押。

10.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百分比 千港元 百分比

三個月內 18,893 67 25,163 77
四個月至六個月 8,221 29 7,303 22
七個月至一年 741 3 127 –
超過一年 255 1 283 1

28,110 100 32,876 100

11.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3,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739,566 173,956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發行股份及並無購股權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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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連人士交易

除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所披露之若干關連人士結餘外，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各六個月，本集團已付及應付主要管理人員薪酬，包括短期福利（即袍金及
薪金及其他福利）484,639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58,326港元）、僱
員退休福利（即退休福利計劃供款）101,118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1,856港元）及股份為基礎付款（即購股權福利）95,59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97,530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付上海聯辦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辦公室租
金約1,81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734,000港元），而由於本公
司之主要管理人員於上海聯辦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擁有重大權益，故其與本集團存在關連關
係。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
九年：無）。

業務回顧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世界經濟在逐步向好，但前景尚不明朗。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
研究中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世界經濟形勢回顧與展望》，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世界
經濟延續了去年復蘇的態勢，新興經濟體繼續領先發達經濟體強勁增長。但是，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不斷惡化引發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動盪，而新興經濟體經濟
過熱引發的通脹預期進一步增強，打破了經濟復蘇的良好預期。未來世界經濟復
蘇的前景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這種經濟背景之下，財訊傳媒集團在二零
一零年上半年共錄得營收14,610萬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26%，而集團上半
年的經營虧損更大幅度下降95%，僅為微虧220萬港元。虧損額的大規模減小得益
於集團的部份新創雜誌廣告營收的大幅增加。

雖然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出現短暫波動，但《Caijing財經》的營收迅速恢復到其
既有水平，並保持其在本集團刊物中旗艦的地位，集團希望下半年《財經》雜誌能
夠創出新高。

本集團近年新刊行之雜誌已經逐漸走出培育期，營收增長非常迅速。借助於已
經在體育界樹立的地位和積極地參與南非世界盃足球賽報道，本集團《Sports 
Illustrated體育畫報》中文版在上半年取得了高於二零零九年同期的50%的營收增
長，同時繼續擴大了在體育類讀者中的影響，成為國內深度報道體育事件著名雜
誌。

雖然隨着中國汽車行業的發展，國內的汽車類雜誌十分豐富，但無疑《China Auto 
Pictorial中國汽車畫報》是其中最大的雜誌，擁有眾多的讀者，具有廣泛的影響，
憑藉專業與獨到的報道，《中國汽車畫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營收繼續同比大幅
增長達62%，進一步鞏固了它作為汽車類雜誌旗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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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新創辦的《GRAZIA紅秀》雜誌面向時尚領域，提供最新潮流資訊。雖然創
立時間僅一年，但由於定位準確，時尚資訊豐富領先，已獲得廣泛讀者追捧，營
收更大幅高速增長。

中國作為當前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
體，伴隨着經濟發展的是消費的快速增長。根據中國中央電視台經濟頻道報道
(CCTV2)，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中國奢侈品的消費總額佔到
了全球的27.5%。再過五年，中國將會佔據全球奢侈品消費市場的首位。而本集
團的《TimeOut消費導刊》與《HisLife他生活》雜誌中文版正是針對不同的讀者定
位，面向消費生活的雜誌，提供最新的時尚，休閒，購物，品鑑信息，以滿足日
益富裕的消費者需要。今年上半年，上述刊物均取得了超過一倍的增長。

《CapitalWeek證券市場周刊》是本集團刊物中的傳統雜誌，面向股票證券，金融
投資等財經領域讀者，伴隨上半年中國股市的轉好以及新上市公司的增加，本年
度前六個月營收成倍增長。而本集團的《Marketing China成功營銷》雜誌的營收也
同樣取得了倍增。

雖然仍有新創雜誌尚未完全走出培育期，但與去年上半年相比，各種新創雜誌的
虧損已經大幅度縮減，集團整體經營業績在上半年已經近乎盈虧平衡。

前景與展望

從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經營業績可以看出，本集團綜合各種新創雜誌已經基本走
出培育階段，幾乎所有雜誌營收均有大幅增長，有望迎來全面的贏利收獲期。本
集團將繼續保持此種良好的發展態勢，借助互聯網與新媒體向全媒體集團邁進，
取得更加優良的營收業績。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營業收入約為146,1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
約115,700,000港元，增長26.3%。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毛利率為65.7%，較二零零
九年同期的59.5%有所改善。

鑑於經營環境艱難且經濟前景不明朗，本集團已採取措施削減成本並縮減開支。
由於採取成本控制措施，銷售及分銷成本亦僅微升5.2%至77,700,000港元，行政
開支亦減少4.1%至15,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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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內，其他收益主要為與本公司可換股債券有關的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收
益，而二零零九年有關工具則錄得虧損。應佔聯合控制公司虧損為3,900,000港
元，對比二零零九年同期為8,400,000港元。此乃全部與本集團與意大利雜誌及出
版集團Mondadori集團成立以於中國推出潮流時裝雜誌《Grazia》中文版的合營公
司財迅萌達（北京）廣告有限公司的日常營運有關。

在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2,2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
同期虧損41,100,000港元大幅下降。

為保留財務資源作為本集團日後拓展業務和營運的資金，董事會於期內不建議派
付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日常營運資金以內部資源撥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權益約
為283,500,000港元，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282,5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換股債券約為90,100,000港元，而本集團於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可換股債券約為88,7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之資本負債比率為43.7%，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則為46.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已抵押銀行借貸約為13,500,000港元，於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49,5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定期存款約為23,800,000港元，而於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定期存款約為74,400,000港元。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固定存款約為18,100,000港元，已抵押
予銀行作為授予本集團之銀行融資額，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30,5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質押其於中國及賬面值約為34,100,000
港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作為授予本集團銀行借貸之抵押，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並無質押資產。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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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大部份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美元或人民幣列值。本集團之財
務政策為於本集團之財務受重大影響時管理外匯風險。期內，除可換股債券及銀
行借貸外，本集團並無任何定息借貸，亦無持有任何金融工具以從事對沖或投機
活動。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有630名僱員（二零零九年：567
名）。僱員薪酬、花紅及褔利乃根據市場情況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而釐定。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整個期間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
守則（「守則」），惟下述之重大差異除外：

守則條文a.2.1

守則A.2.1規定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或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須分開及不
應由同一人擔任。

本公司現時並無高級職員之職銜為「行政總裁」或「董事總經理」。現時，本公司
之主席兼執行董事王波明先生擔當本公司行政總裁之角色，並負責本集團之策略
計劃及企業政策。

董事認為王波明先生為擔當行政總裁之角色之最適當人選，因彼於中國之廣告及
印刷業務擁有相當之知識及經驗，亦擁有於本集團之豐富領導及企業經驗。董事
相信授予同一名人士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可為本集團提供統一及可持續之發
展，亦可令本公司之決策及營運效率更強勁及有更統一的領導。

守則條文a.4.1

守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有固定任期及須接受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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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之任期與所有董事相同（即無指定任期及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條
文輪值告退，及有資格膺選連任）。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三分之一之在任董事
（或若人數並非三之倍數，則最接近但不少於三分之一之人數）須輪值告退，而每
名董事須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守則條文E.1.2

守則E.1.2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會主席因公務繁忙而缺席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章知方先生（執行董事及獲選為該會議之主席）於該會上回答提問。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克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及丁宇澄先
生。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之主席為傅豐祥先生，
另包括兩名成員，分別為王翔飛先生及張克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併審
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以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行為守則，其條款之嚴謹程度不遜於上市
規則附錄十（「標準守則」）之條款。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
確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要求之標準及本公
司自訂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董事會成員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波明先生（主席） 丁宇澄先生
戴小京先生 傅豐祥先生
李世杰先生 王翔飛先生
章知方先生 張克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波明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