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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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公佈，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MMB VISION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移 動 多 媒 體 廣 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前稱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71）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未 經 審 核 中 期 業 績

中國移動多媒體廣播控股有限公司（前稱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

（「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的比較數

據，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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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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5,897,164 126,080

銷售成本 (8,715,488) (6,069,412)

毛損 (2,818,324) (5,943,332)

其他收入 663,225 968,371

分銷及銷售開支 (138,769) (122,603)

行政開支 (3,203,425) (2,322,998)

其他開支 (2,043,097) －
撥回（確認）貿易及其他應收
　款項減值虧損淨額 1,194,764 (268,278)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的收益 2,755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9,618) (683,189)

財務成本 (739,263) (1,012,482)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5 (7,091,752) (9,384,511)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6 － (8,000,805)

期內虧損 (7,091,752) (17,385,316)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時產生的匯兌差額 33,336 23,13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7,058,416) (17,362,182)

美仙 美仙

每股虧損 8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26) (1.07)

　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26)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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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20,122,575 21,603,268
　預付租金－非即期部分 877,412 1,100,588
　可供出售投資 26,824 3,676,678
　就CMMB項目墊付款項 1,998,328 －

23,025,139 26,380,534

流動資產
　存貨 1,747,729 671,80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1,437,395 8,269,254
　預付租金－即期部分 459,496 456,986
　銀行結餘及現金 4,643,318 2,721,621

18,287,938 12,119,66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3,150,302 13,046,764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55,445 199,916
　應付董事款項 － 154,129
　其他借貸－須於一年內償還 589,023 585,806

13,794,770 13,986,615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4,493,168 (1,866,954)

27,518,307 24,513,58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696,929 2,979,580
　股份溢價及儲備 (8,807,650) (11,318,208)

(5,110,721) (8,338,628)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23,622,631 23,566,815
　其他應付款項 9,006,397 9,285,393

32,629,028 32,852,208

27,518,307 24,51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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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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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所載的適

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編製。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已因應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

生虧損7,091,752美元，而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負債超過其資產達5,110,721美元而

謹慎考慮本集團日後的流動資金狀況。

本公司董事認為，計及以下（包括但不限於）各項改善財務狀況的措施後，本集團應該可於未來

一年按持續經營基準維持業務運作：

(a) 本公司在實施重組計劃後，一直積極商討有關中國移動多媒體廣播（「CMMB」）海內外收購

兼併的項目，以助本公司迅速發展成為一個CMMB移動多媒體服務運營商及提供商；

(b) 本公司計劃與國內機構合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遼寧省、雲南省及若干其他省份

建造及經營省級的CMMB互動多媒體頻道，其營運將擁有40,000小時以上的內容作為節目支

持。本公司亦希望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將此相關業務注入；

(c) 同時，本公司已經與數個海外市場正式接觸，積極商討開發如蒙古、印尼及非洲等發展中

國家的CMMB業務，預計將很快有成果；

(d) 本公司董事預計，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底前將會完成洽談中的潛在收購及發展項目，並準

備以股票和現金作為投資，盡量減低資金成本；

(e) 本公司預計收購後將逐漸由硬性印刷線路板廠房的盈利模式，轉向移動電視多媒體與互聯

網服務結合盈利模式。新業務營運資金需求將小於製造業，初步預計第一年約人民幣

30,000,000元，有助於整體改善本公司的溢利率。詳情載於本公司在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刊

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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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認為上述措施將可有效改善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並信納本集團將擁有足夠財務

資源，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起全面履行其銀行借貸及其他應付款項分別23,622,631美元及

9,006,397美元的財務責任。因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可換股貸款票據的換股權衍生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

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

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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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本為二零零八年

　頒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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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頒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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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現金結算股份形式付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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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所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本集團就收購日期在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

訂）「業務合併」。本集團亦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

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之規定，其與取得或喪失對附屬公司的控制權而引起之擁有權權益變化之會

計處理有關。

由於本中期期間並無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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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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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集團本或前

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產生任何影響。

本集團未來期間的業績將可能因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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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到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修訂

作為二零零九年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就租賃

土地之分類作出修訂。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未修訂前，承租人須將租賃土地分類為經營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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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並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將租賃土地呈列為預付租賃款項。有關修訂刪除了此項規定。取而

代之，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規定租賃土地須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之一般原則分

類，即按出租人或承租人就租賃資產擁有權所附帶風險及回報的程度而確定。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過渡性條文，本集團根據其訂立租約時存在之資料，重新評

估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尚未到期租賃之土地部分之分類。由於沒有土地部分符合融資租賃分

類規定，因此無須作出重新分類。

採納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或前會計期間所呈報之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造成任何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下列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對首次採納者披露

　比較數字之有限豁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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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資本規定之預付款項4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抵銷金融負債3

　－詮釋第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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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對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將於二零一三年一

月一日起生效，並可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所有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

量」範疇之已確認金融資產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具體而言，(i)根據業務模式以收取合約

現金流量為目的持有；(ii)僅為支付本金額及未償還本金額之利息而產生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

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乃按公平值計量。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可能會對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造成影響。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

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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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規定，確認經營分部必須依從本集團之內部呈報分類作為基

準；該等內部呈報分類乃定期由營運總決策人（即執行董事）審視，並對各分類進行資源分配及

業績評估。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按主要產品劃分之兩個經營分部為(i)硬性印刷線路板；及(ii)硬性印刷線路

板組裝。各經營分部透過銷售產品產生收入，有關分部之管理工作獨立進行，理由是各項產品

所需技術及市場推廣策略不同。

本集團曾從事柔性印刷線路板及柔性印刷線路板組裝，該等業務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起終止經營（見附註6）。有關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比較數字已經重新呈列。

本集團按持續經營業務之經營分部劃分之分部資料分析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硬性印刷 硬性印刷

線路板 線路板組裝 綜合

美元 美元 美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5,897,164 － 5,897,164

銷售成本 (10,716,411) － (10,716,411)

分銷及銷售開支 (138,769) － (138,769)

分部虧損 (4,958,016) － (4,958,016)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硬性印刷 硬性印刷

線路板 線路板組裝 綜合

美元 美元 美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62,358 63,722 126,080

銷售成本 (4,600,341) (245,491) (4,845,832)

分銷及銷售開支 (98,120) (24,483) (122,603)

分部虧損 (4,636,103) (206,252) (4,84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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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虧損為總虧損以及分銷及銷售開支減存貨撇減及存貨撇減撥回。此為向執行董事呈報之方

式，以作資源分配及分部業績評估之用。

本集團分部虧損與期內虧損的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總分部虧損 (4,958,016) (4,842,355)

未分配項目：

　利息收入 8,195 484

　其他收入 655,030 967,887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的收益 2,755 －

　撥回（確認）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淨額 1,194,764 (268,278)

　存貨撇減撥回 2,000,923 －

　利息開支 (739,263) (1,012,482)

　存貨撇減 － (1,223,5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9,618) (683,189)

　其他開支 (5,246,522) (2,322,998)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7,091,752) (9,384,511)

4. 稅項

本集團並無於香港及台灣產生或獲得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及台灣所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規例，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自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之稅率為25%。由於所有中國附屬公司於兩段期間均無應課稅收入，因

此並無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計提中國所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有關法例及法規，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佳通科技（蘇州）有限公司（「佳通科技（蘇

州）」），獲豁免繳納其自首個獲利年度起兩年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免稅期」）獲減

免一半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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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科技（蘇州）首個獲利年度為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二零零五年十二

月，佳通科技（蘇州）再度注資，將其資本增加16,000,000美元後成為至48,000,000美元。因此，

根據相關稅務機構頒布的一項批准，佳通科技（蘇州）自再度注資日期起以資本比例為基準有權

享有另一段免稅期。因此，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九年間，佳通科技（蘇州）應課稅溢利的三分

之一享有免稅期。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佳通科技（蘇州）之稅率

分別約為20.83%及25%。

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向股東分派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賺取的溢利時須繳

納預扣稅。並無就該等因缺乏期內未分派溢利而引致的預扣稅確認遞延稅項負債。

5.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達致的持續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76,349 1,725,126

須於五年內悉數清償的銀行及其他借款利息 739,263 929,133

可換股貸款票據的實際利息開支 － 83,349

裁員成本 － 228,099

向顧問支付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計入其他開支）（附註iii） 2,043,097 －

撥回預付租金 228,049 222,912

存貨撇減（撥回）（附註i） (2,000,923) 1,223,580

（撥回）確認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減值虧損淨額（附註ii） (1,194,764) 268,278

銀行利息收入 (8,195) (484)

附註：

(i)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存貨按高於其可變現淨值之售價售出，因此已確認

存貨撇減撥回2,000,923美元（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無）。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部分存貨按高於可變現淨值之價值列賬，因此已確認撇減

1,223,58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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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獲歸還往年已撇銷的應收款項，因此已確認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回1,194,764美元（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無）。

(iii)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顧問支付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乃與發展

CMMB業務的諮詢服務有關。

6.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日，本集團訂立一項股份買賣協議，以出售旗下一間在中國註冊成立的

全資附屬公司蘇州佳茂科技有限公司（「蘇州佳茂」）的全部股權（「股份買賣協議」），並訂立一項

資產買賣協議，出售佳通科技（蘇州）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資產買賣協議」）。因本集團與

同一訂約方在同日簽立股份買賣協議及資產買賣協議，故股份買賣協議及資產買賣協議項下擬

進行之交易已綜合為一項交易，並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完成出售。出售完成後，本集

團終止生產柔性印刷線路板及柔性印刷線路板組裝。

有關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比較數字已經重新呈列。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期內虧損淨值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 (8,000,805)

載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的已終止經營業務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

業績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收益 — 3,276,808

銷售成本 — (9,461,77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622,030)

分銷及銷售開支 — (186,046)

行政開支 — (1,007,764)

期內虧損 — (8,0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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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虧損包括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撥回預付租金 — (3,360,642)

存貨撇減 — (1,494,93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622,030)

分部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按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經營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柔性印刷 柔性印刷

線路板 線路板組裝 總計

美元 美元 美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621,660 2,655,148 3,276,808

銷售成本 (4,323,657) (3,643,178) (7,966,835)

分銷及銷售開支 (117,673) (68,373) (186,046)

分部虧損 (3,819,670) (1,056,403) (4,876,073)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虧損為總虧損以及分銷及銷售開支減存貨

撇減，此為向營運總決策人呈報之方式，以作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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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虧損與已終止經營業務除稅前虧損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已終止經營業務

分部虧損 — (4,876,073)

未分配開支：

存貨撇減 — (1,494,93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622,030)

行政開支 — (1,007,764)

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 (8,000,805)

7. 股息

於兩個報告期內，並無支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8.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的期內虧損 (7,091,752) (17,385,316)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683,411,077 1,617,81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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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每股虧損計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7,091,752) (17,385,316)

減：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期內虧損 － 8,000,805

就計算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的期內虧損 (7,091,752) (9,384,511)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採用已於上文詳述之相同分母計算。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0.0049美元，

乃根據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期內虧損8,000,805美元以及於上文詳述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分母計

算。

由於行使購股權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因此在計算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

攤薄虧損時，並無對購股權作出調整。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期內的平均市價，而轉換可換股貸款票據將導致每股

虧損減少，因此在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對購股權

及可換股貸款票據作出調整。

9.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期內，本集團按無償代價（二零零九年：抵銷其他應付款項2,467,662美元）售出賬面值為9,618美

元的若干廠房及機器（二零零九年：3,150,851美元），導致出現出售虧損9,618美元（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683,189美元）。

此外，本集團斥資約33,887美元（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164,000美元）

於中國添置機器及設備，藉以擴充其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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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30日至150日的平均賒賬期。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並經扣除呆賬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0-30日 1,286,182 583,281

　31-60日 1,490,021 2,620,957

　61-90日 1,442,520 473,081

　91-120日 264,229 －

　121-150日 163,600 －

　150日以上 806,247 25,074

5,452,799 3,702,393

其他應收款項 5,984,596 4,566,861

11,437,395 8,26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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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0-90日 1,540,297 3,331,265

　91-120日 27,301 42,759

　121-180日 5,485 －

　181-365日 18,300 24,783

　365日以上 2,968,177 2,897,618

4,559,560 6,296,425

其他應付款項 8,590,742 6,750,339

13,150,302 13,046,764

12. 重大訴訟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一間附屬公司在多項中國法院訴訟中作為被告，原因為拖

欠應付供應商及債權人款項總計約1,952,000美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40,000美

元）。索償款項已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全數撥備，並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中。

業務／營運回顧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則主要從事產銷印刷線路板及組裝。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總營業額約5,900,000美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約

5,800,000美元（約59倍）。

本公司繼近期成功完成其企業重組之後，現正致力尋求中國新政策支援之三網融合

政策（包括電視、電訊及互聯網）帶來的商機，尤其是集中發展根據中國移動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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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CMMB」）規範之移動電視及互動多媒體廣播業務。本公司之目標是發展為一

家移動電視多媒體公司，於國內及全球其他市場提供CMMB規範的服務、解決方案

及創新移動媒體服務。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本公司之英文名稱更改為「CMMB Vision Holdings

Limited」，中文名稱則更改為「中國移動多媒體廣播控股有限公司」，更能反映本公

司的新身分及目標業務。本公司正發展多項戰略性創新業務，目標是創建一個縱向

整合的移動電視新媒體廣播產業平台，支持業務擴展。迄今已取得預期進度。

CMMB乃中國自創的移動電視技術規範，為具備附隨互動多媒體功能的移動終端（如

智慧型手機、車載電視、衛星導航系統、手持電腦等）提供地域及衛星廣播傳送。這

項規範的主要始創人是本公司副主席劉輝博士。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SARFT」）

轄下中廣傳播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開始提供CMMB商業服務，並經已經營涵蓋超

過三百個城市（居民超過五億人）的全球最大規模移動電視廣播網絡。

CMMB也是實現中國三網融合的主要動力。中國移動是全球最大規模的移動網絡經

營商，現正準備推出其融合式雙網合一的移動電視（TD-CMMB）服務，把配套的TD-

SDMA 3G話音、數據及互聯網服務與CMMB移動電視服務結合。預期於二零一零年

開始提供這項服務，預估未來數年有遠超一億用戶。

財務回顧

在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期內虧損約7,100,000美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期內虧損則約為17,400,000美元，減幅約為59.2%。本公司每股虧損約為0.26

美仙（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7美仙），每股負債淨值約為0.18美

仙（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36美仙）。

營業額及毛損率

在本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5,900,000美元、毛損約2,800,000美元及虧損約

7,100,000美元，而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則約為100,000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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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毛損約5,900,000美元及虧損約17,400,000美元，營業額增加約59倍，而毛損及

虧損則分別減少約52.5%及59.2%。

營運開支

本期間內，本集團的分銷及銷售開支增加13.0%至大約139,000美元（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23,000美元）。

本期間內，本集團的行政開支增加126.1%至大約5,200,000美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300,000美元），其中主要包括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約

2,600,000美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而這亦是本集團行政開

支增加的主要原因。

本期間內，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回約為1,200,000美元（截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300,000美元）。本集團已加緊控制客戶發出的

訂單，因此，大部分即期貿易應收款項均於信貸期內清償，而本期間內亦已收回若

干壞賬。

本期間內，財務成本下降30.0%至大約700,000美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1,000,000美元）。財務成本減少，主要原因是一間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償還大部分銀行貸款所致。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向本公司股東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股東赤字約為5,100,000美元。流動資產約為

18,300,000美元，主要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約4,600,000美元以及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項約11,400,000美元。流動負債約為13,800,000美元，主要包括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約13,2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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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33（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86），而資產負債比率（貸款總額與資產總值的比率）則為80.4%（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6.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結餘約為23,600,000美元，所有貸款為

定息借款，年息率介乎3.28厘至9.36厘。

二零一零年一月七日，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按每股認購股份0.103港元的

認購價認購合共 20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總代價為 20,600,000港元（折合

2,658,065美元）。是次認購所得款項淨額於本期間內用作一般營運資本。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按每股認購股份0.108港

元的認購價認購合共165,945,000股本公司新股份，總代價為17,922,060港元（折合

2,312,524美元）。是次認購所得款項淨額於本期間內用作一般營運資本。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按每股認購股份0.111港

元的認購價認購合共184,4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總代價為20,468,400港元（折合

2,641,084美元）。是次認購所得款項淨額於本期間內用作一般營運資本。

匯兌風險

於本期間，本集團大部分資產、負債及買賣均以人民幣（「人民幣」）、港元（「港元」）

及美元計值。管理層認為匯兌風險不會對本集團產生任何影響，皆因以人民幣進行買

賣已將外幣交易的風險大幅對沖，故本集團於本期間未有作出任何其他對沖安排。

分部資料

本集團本期間的詳盡分部資料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

僱員福利

於本期間，本集團僱員的平均數目約為500人（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為1,500人），而本集團的員工成本約為1,100,000美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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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止六個月：約為2,200,000美元）。本集團的薪酬政策每年進行檢討，並符合現行

市場慣例。於本期間，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向一

位董事及本集團僱員授出56,455,000份購股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的僱員為中國地方政府運作的國家管理社會福利計劃的成員。

根據有關計劃，本集團按相關中國法規向其中國僱員提供退休、醫療、僱員工傷、

失業及懷孕福利。本集團須將彼等薪金的指定比例撥入社會福利計劃，以為有關福

利提供資金。本集團就有關社會福利計劃所負的責任僅限於作出指定供款。

重大收購及出售與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的重大交易。

本公司計劃與國內機構合作，在中國遼寧省、雲南省及若干其他省份建造及經營省

級的CMMB互動多媒體頻道，其營運將擁有40,000小時以上的內容作為節目支持。

同時，本公司已經與數個海外市場正式接觸，積極商討開發如蒙古、印尼及非洲等

發展中國家的CMMB業務。董事預計，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底前將會完成洽談中的

潛在收購及發展項目，並準備以股票和現金作為投資，盡量減低資金成本。

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擔保其銀行借款而質押其物業及預付租賃付款

分別約為17,500,000美元及700,000美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約為

18,600,000美元及700,000美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或本公司均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 20 –

前景

本公司一直致力尋求中國新政策支援之三網融合政策（電視、電訊及互聯網）帶來的

商機，尤其是集中發展根據中國移動多媒體廣播（「CMMB」）規範之移動電視及互動

多媒體廣播業務。本公司之目標是發展為一家移動電視多媒體公司，於國內及全球

其他市場提供CMMB規範的服務、解決方案及創新移動媒體服務。

CMMB乃中國自創的移動電視技術規範，為具備附隨互動多媒體功能的移動終端（如

智慧型手機、車載電視、衛星導航系統、手持電腦等）提供地域及衛星廣播傳送。這

項規範的主要始創人是本公司副主席劉輝博士。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SARFT」）

轄下中廣傳播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開始提供CMMB商業服務，並經已經營涵蓋超

過三百個城市（居民超過五億人）的全球最大規模移動電視廣播網絡。CMMB也是實

現中國三網融合的主要動力。中國移動是全球最大規模的移動網絡經營商，現正準

備推出其融合式雙網合一的移動電視（TD-CMMB）服務，把配套的TD-SDMA 3G話

音、數據及互聯網服務與CMMB移動電視服務結合。預期於二零一零年開始提供這

項服務，預估未來數年有遠超一億用戶。本公司將全力配合國家CMMB及三網融合

的業務發展，並預期與相關政府部門及主要服務運營商有更密切的合作。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於本期間，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有關條款與上巿規則附錄

十所載上巿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規定的標準同樣嚴

格。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查詢其於本期間內有否違反標準守則，所

有董事確認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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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鑑於上市規則的多項修訂，特別是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附錄十四，本

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

則條文（「企業管治守則」），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具追溯效力。董事會將繼續檢

討及改善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及準則，確保業務活動與決策過程獲得恰當而審慎

之監管。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惟本公司有所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

則條文第A.2.1條。本公司有所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的原因是本公

司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並無分離。由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起，黃秋智先生（「黃

先生」）獲重新委任為本公司主席，而黃先生亦留任本公司行政總裁。根據企業管治

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以區分，不應由同一人擔

任。鑑於黃先生於本集團業務擁有豐富經驗，且自二零零七年加入本公司以來表現

甚佳，特別是在為本公司日後發展尋求潛在新商機及制訂整體策略規劃方面，故董

事會認為黃先生擔任本公司主席負責監督本公司經營將令本集團受惠。董事會認

為，該架構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集團管理層的權責平衡。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此項安

排的成效。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日，董事會將李山先生由非執行董事調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李

先生並同時獲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主席，兩項職務於同日起生

效。

自二零一零年三月二日起，本公司已遵從上市規則第3.10(1)和3.10(2)條的規定委任

足夠數量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適當的專業資格，

或具備適當的會計或相關的財務管理專長。

此外，為遵守上市規則第3.21條的規定，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成立審核

委員會。鑑於上市規則的修訂（特別是附錄十四）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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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審核委員會釐定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具追溯效力

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公司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

監控。

鑑於李山先生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日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本公司已遵守上

市規則第3.21條條文，即審核委員會要有三名成員，其中又要有一名是如上市規則

第3.10(2) 條所規定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具備適當的會計或相關的財務管理專長的

獨立非執行董事。另外，審核委員會的成員以獨立非執行董事佔大多數，出任主席

者亦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山先生及余錦基先生，以及非執行董

事周燦雄先生。李山先生現任審核委員會主席。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連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政策、審核、內部控制及財

務報告以及本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並建議董事會採納。此外，本公司核

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審閱本期間的未經審核

中期財務資料。

摘錄自本公司獨立核數師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保留結論之基準

(a)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誠如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所載，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產生虧損17,385,316美元。此外，　貴集團若干設施於該段期間中止生產活動。

再者，　貴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日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出售用作生產柔

性印刷線路板與進行柔性印刷線路板組裝業務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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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在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後錄得重大虧損。本行認為上述因素構成　貴集

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跡象。然而，並無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確認減值虧損。本行無法進行滿意的程序使本行信納物業、廠房及設備於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可收回數額超逾其賬面值，以及(i)應否確認截至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交易產生的潛在虧損；及(ii)應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確認任何額外減值虧損。因此，本行對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

期財務資料保留審核意見。任何有必要的調整或會影響　貴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

(b) 可換股貸款票據的公平值及賬面值

誠如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3所詳述，可換股貸款票據已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兌換為　貴公司股本中719,175,000股本金額為20,999,910港元（相

等於2,709,665美元）的普通股。可換股貸款票據的負債部分及換股權衍生工具的

公平值，於初步確認時由　貴公司董事釐定。此外，換股權衍生工具於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及轉換可換股貸款票據有關日期的賬面值亦由　貴公司董事釐定。

然而，本行無法獲得充分憑證，使本行信納　貴公司董事採納的估值方法及假設

對可換股貸款票據的負債部分及換股權衍生工具於初步確認時的估值以及換股權

衍生工具以有關轉換日期的估值而言是否合適。本行無法進行任何其他程序，使

本行信納可換股貸款票據的負債部分及換股權衍生工具於初步確認時及轉換可換

股貸款票據有關日期是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

工具：確認及計量」的規定按公平值列賬。因此，本行對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資料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

務報表保留審核意見。任何有必要的調整或會影響　貴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以及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的有關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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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審核範圍限制而引致之保留結論

除本行因未能取得有關「保留結論之基礎」一段所述事宜的充足資料，而可能釐定有

需要對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作出該等調整的影響（如有）外，

根據本行的審閱工作，本行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本行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所

有重大方面沒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規定編製。

強調事項

沒有進一步保留意見的前題下，本行謹請　閣下垂注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所示　貴集

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的虧損7,091,752美元，以及　貴集團

於該日的負債較資產超出5,110,721美元。誠如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所詳述，　貴

集團已識別措施改善其財務狀況，其中若干措施尚未施行。　貴集團能否按持續經

營基準經營業務的能力取決於該等措施是否能成功實施。以上狀況表明存在重大不

明朗因素，並可能對　貴集團能否持續經營構成重大疑問。」

承董事會命

中國移動多媒體廣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秋智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黃秋智先生；四名非執行董事周燦雄先生、楊毅先生、李

珺博士及劉輝博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偉霖先生、余錦基先生(BBS, MBE, JP)及李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