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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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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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壹 傳 媒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282）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公佈

壹傳媒有限公司（「壹傳媒」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

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 1 –



簡化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1,697,780 1,498,348

生產成本

原材料成本 (554,449) (526,833)

其他費用 (90,139) (61,632)

員工成本 (422,023) (337,617)

員工成本不包括直接生產員工成本 (276,670) (214,263)

其他收入 22,757 16,928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73,193) (64,783)

其他支出 (185,500) (151,812)

融資費用 4 (3,148) (7,268)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891 —

除稅前盈利 116,306 151,068

所得稅開支 5 (40,151) (28,896)

期內盈利 6 76,155 122,172

其他全面收入

期內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及其他全面收入 19,149 50,87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95,304 173,048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 76,002 119,569

非控股權益 153 2,603

76,155 122,172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5,134 170,527

非控股權益 170 2,521

95,304 173,048

每股盈利 8
基本 3.2港仙 5.0港仙

攤薄 3.1港仙 5.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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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300,881 1,300,881
物業、機器及設備 1,810,661 1,797,812
預付租賃款項 64,250 65,149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按金 156,649 1,54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116 —
投資非上市票據 6,216 —
衍生金融工具 1,584 —

3,345,357 3,165,387

流動資產
存貨 195,402 133,91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592,866 543,449
預付租賃款項 1,797 1,797
可收回稅項 1,681 999
受限制銀行結存 5,411 5,411
銀行結存及現金 653,050 794,527

1,450,207 1,480,09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548,209 466,053
貸款 118,842 116,869
融資租賃債務 21 30
本期稅務負債 59,348 28,910

726,420 611,862

流動資產淨額 723,787 868,23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069,144 4,033,624

非流動負債
貸款 146,070 202,079
退休福利債務 24,323 22,705
遞延稅項負債 287,260 291,029

457,653 515,813

資產淨額 3,611,491 3,517,81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412,497 2,412,497
儲備 1,195,483 1,101,97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607,980 3,514,473

非控股權益 3,511 3,338

權益總額 3,611,491 3,51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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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此等簡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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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

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按公平值（以合適者為準）計算的金融工具外，此等簡化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法

編製。

此等簡化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此外，於目前期間，本集團已就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發生之交易採用下列會計政策：

共同控制實體

合營企業安排涉及成立獨立實體，而當中各經營方對該實體之經濟活動擁有共同控制權者乃列作共

同控制實體。

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及資產與負債乃按權益會計法計入本綜合財務報表內。根據權益法，於共同控

制實體之投資乃按成本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列賬，並就本集團應佔該共同控制實體之資產淨值（扣除

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之收購後變動作出調整。當本集團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相等於或超出其

於該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包括實質上構成本集團於該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淨額之一部分之任何長

期權益），則本集團不再確認其應佔之進一步虧損。額外應佔虧損會作出撥備及確認負債，惟僅以

本集團已產生法定或推定責任或代表該共同控制實體支付之款項為限。

當集團實體與本集團共同控制實體進行交易時，損益會按本集團分佔有關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予以

撇銷。

嵌入式衍生工具

倘非衍生主合約所包括的衍生工具的風險及特性與成本合約並無密切關係，則該等衍生工具被視為

獨立衍生工具處理，而主合約不會按公平值計量而將公平值變動確認為損益。

於本中期，本集團首次採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新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

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就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預先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

零零八年經修訂）「業務合併」。由於本中期期間並無進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

訂）適用的任何交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相應修訂對本期間或之前會計期間的簡化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本集團於未來期間的業績可能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相應修訂所適用未來交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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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計劃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內容關於二零

一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確認非控股權益之虧絀餘額的會計處理情況，並於失去附屬公司控股權之會

計處理方法時，該準則可追溯應用。

就非控股權益之虧絀餘額的會計處理情況而言，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前，倘非控股權益應佔之

虧損超過於該附屬公司權益中之非控股權益，除非該非控股權益須承擔約束性責任及有能力支付額

外投資以彌補虧損，否則該虧損餘額應由本集團之權益分配。

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附屬公司之全面收入及開支總額應分配至本集團之股東及非控股權益

（即使此舉導致非控股權益出現虧絀）。此應用並無對本集團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簡化綜合財務報

表產生重大影響。

就獲取附屬公司控制權後於附屬公司所有權發生變動之會計事宜而言，本集團現有就本集團於附屬

公司擁有權增加或減少之會計政策與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的方式相同，故

就此方面而言，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以及其後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

訂本對本集團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簡化綜合財務報表概無影響。

除上述者外，採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簡化綜合財

務報表概無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劃分之報告分部如下：

經營分部 主要業務

報章出版及印刷 於香港及台灣從事報章銷售以及供應相關之印刷及廣告業務

書籍及雜誌出版及印刷 於香港、台灣、北美洲、歐洲及大洋洲從事書籍及雜誌銷售以及供應

相關之印刷及廣告業務

電視 於台灣從事電視廣播、節目製作及其他相關業務

互聯網業務 於香港及台灣從事來自互聯網業務之廣告收入、互聯網訂閱及互聯

網內容供應業務

不同業務分部間之所有交易均按市價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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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回顧期內按經營分部分析之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報章出版

及印刷

書籍及

雜誌出版

及印刷 電視

互聯網

業務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1,197,205 493,884 — 6,691 — 1,697,780

分部間銷售 1,579 9,801 — — (11,380) —

總計 1,198,784 503,685 — 6,691 (11,380) 1,697,780

業績

分部業績 221,021 81,576 (141,648) (30,998) — 129,951

未分類支出 (16,898)

未分類收入 5,51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

盈利 891

融資費用 (3,148)

除稅前盈利 116,306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報章出版

及印刷

書籍及

雜誌出版

及印刷 電視

互聯網

業務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1,038,750 435,165 — 24,433 — 1,498,348

分部間銷售 1,369 13,416 — (441) (14,344) —

總計 1,040,119 448,581 — 23,992 (14,344) 1,498,348

業績

分部業績 147,369 64,286 (15,399) (29,267) — 166,989

未分類支出 (13,732)

未分類收入 5,079

融資費用 (7,268)

除稅前盈利 151,068

分部盈利指各分部所賺取盈利，而並無分配來自利息收入、紙卷處理收入、融資費用、應佔共同控

制實體盈利、若干企業及行政開支以及稅項開支。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管理層報告之計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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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銀行貸款之利息開支 3,148 7,259

融資租賃之利息開支 — 9

3,148 7,268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銷包括：

本期稅項：
香港 38,964 30,303

其他司法管轄區 4,984 2,906

過往年度超撥備 (28) (1,097)

遞延稅項：
期內計入 (3,769) (3,216)

40,151 28,896

香港利得稅乃按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全年加權平均所得稅率之最佳預期予以確認。截至二零一

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用之估計加權平均年度稅率為16.5%（二零零九年：16.5%）。

其他司法管轄區產生之稅項乃按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全年加權平均所得稅率之最佳預期予以確

認。所用之估計加權平均年度稅率為17%（二零零九年：25%），乃有關司法管轄區之現行稅率。於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將法定企業所得稅率由先前已調降之20%再調降

為17%，自本財政年度起生效。

6. 期內盈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盈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呆賬撥備（已計入其他開支） 13,144 11,019

經營性租賃費用：
物業 5,226 3,639

機器及設備 8,284 6,375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已計入其他開支） 899 899

處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710 1,377

法律及專業費用之撥備（已計入其他開支） 31,888 27,127

– 7 –



7. 股息

董事決議不會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盈利 76,002 119,569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數目 2,412,496,881 2,412,496,881

攤薄潛在普通股影響：
股份期權及股份認購計劃 2,846,330 —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數目 2,415,343,211 2,412,496,881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並未假設期內已授出若干股份期權獲

行使，因其經調整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平均市價。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淨額 486,743 433,700

預付款項 59,618 51,369

租務及其他按金 15,645 14,224

其他 30,860 44,156

592,866 543,449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七至一百二十日之信貸期。

以下為於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一個月 243,470 224,810

一至三個月 239,646 204,447

三個月以上 3,627 4,443

486,743 43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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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126,544 122,441

其他應付款項 421,665 343,612

548,209 466,053

以下為於結算日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一個月 86,659 88,831

一至三個月 29,005 24,632

三個月以上 10,880 8,978

126,544 12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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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出版報章、書籍和雜誌供零售及訂閱銷售；提供印刷及分色製版服

務；提供互聯網內容；製作及廣播電視節目；銷售報章、雜誌及網站的廣告版位；及銷

售電視廣播的廣告時段。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總收益1,697,800,000港元，較二零零

九年同期之1,498,300,000港元增加199,500,000港元或13.3%。增長主要有賴香港和台灣

之廣告市場復甦，為旗下報章和雜誌帶來更多收入所致。

回顧期間，本集團未計利息、稅項、折舊、減值、攤銷及扣除非控股權益後之盈利總額

為193,4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之221,400,000港元下跌12.6%。每股基本盈利為

3.2港仙，去年同期則為5.0港仙。

本集團亦錄得未經審核綜合盈利76,2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之122,200,000港元

下跌37.6%。

整體盈利下降，主要由於本集團對台灣電視業務所作出之投資所致。該項目已由二零零

九年同期的經營前準備階段，進展至本年度第二季度的試播階段。電視業務錄得分部虧

損141,6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同期虧損則為15,400,000港元。另一方面，本集團出版

業務之盈利總額顯著增長，超越期內之行業平均水平。

鑑於對電視業務所作出之投資，本集團對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整體業績感到滿意。

主要市場概覽

本集團出版及印刷業務錄得亮麗的半年業績，反映香港和台灣之經濟狀況於期內有所改

善。

香港經濟繼續穩步增長。按年計，實際本地生產總值於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增加8.0%，而

於第二季則增加6.5%。出口勢頭持續強勁，訪港旅遊業及零售業亦因中國大陸旅客人數

急升而受惠。經濟欣欣向榮，加上收入上升，刺激本地消費者增加消費。物業市場繼續

暢旺，就業情況亦見平穩，而股市則大幅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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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經過多年沉寂後，反彈的勢頭更為顯著。相較於二零零九年的1.9%負增長，二

零一零年的預測增長為6.1%，主要由於台灣強勁的出口表現，與及不斷增加的私人投資

及消費所致。政府官員指出，出口表現強勁背後之主要推動力，源自台灣現任政府上台

後，兩岸關係得以逐漸改善，促使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額大幅增加。同時，海峽兩岸

的旅遊業亦乘勢蓬勃發展。

隨著經濟前景日趨明朗，加上歐美步入新一波衰退之可能性減低，均提升香港及台灣消

費者之消費信心。

以上因素推動了兩地市場之公司增加廣告預算。因此，本集團旗下所有刊物之廣告收益

按年增加10.0%至20.0%不等，高於同業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於二零一零年首三個季

度，本集團需應付紙張價格攀升，而紙張成本一直是本集團最主要的成本之一。

營運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的業務佔本集團收益約57.0%，二零零九年

同期為58.1%。台灣的業務佔41.4%（二零零九年：40.2%）。

兩地市場之經濟氣候更趨明朗，成為推動元素，促進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業績增長。

儘管如此，本集團乃採取審慎態度處理成本問題，包括繼續仔細監督旗下刊物內廣告及

專欄頁數之比例，並整理版面設計，務求以較少紙張頁數展示相同內容。本集團亦密切

監控印刷數量，減少浪費。

報章出版及印刷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章出版及印刷業務取得佳績。《蘋果日報》及

《台灣蘋果日報》對該業務之外部收益貢獻最大，共達1,197,2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

益70.5%，亦較去年同期之1,038,800,000港元增加15.2%。該業務之分部盈利與二零零

九年同期之147,400,000港元比較，增加49.9%至221,000,000港元。

《蘋果日報》在過去半年期間，進一步鞏固其為香港最暢銷及最多讀者閱讀之收費報章之

地位。《蘋果日報》於回顧期間之廣告收益合共為345,8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之

273,700,000港元上升26.3%。銀行業佔《蘋果日報》廣告收益最大份額，電訊及金融業分

別佔第二及第三位。

《台灣蘋果日報》仍然是台灣最多讀者閱讀之報章，同期之總收益增加 1 7 . 0%至

592,2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同期則為506,000,000港元。廣告收益中，房地產、化妝

品、百貨及連鎖店佔最大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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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報》，本集團於台北出版之免費報章，繼續受讀者及廣告商追捧。該報逢星期一至星

期六每天早上在台北的捷運站外派發予乘客，並繼續吸引認為傳統印刷媒體收費過於昂

貴之小型本地公司。

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

報章印刷業務表現理想，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收入。香港印刷業務收益達

195,8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之186,000,000港元，增長5.3%。

撇除與壹傳媒旗下刊物有關的交易，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於回顧期間的收益為

64,6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之57,500,000港元，增加12.3%，當中主要由於香港

及海外市場狀況好轉，促成印刷訂單增加所致。

書籍及雜誌出版及印刷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書籍及雜誌出版及印刷業務雖然面對競爭激烈的

經營環境，依然表現理想，外部收益總額達493,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435,200,000

港元，增長13.5%。

本集團維持其在香港雜誌市場之優勢，出版兩本全港最暢銷及讀者人數最多之週刊。

本集團之旗艦刊物《壹週刊》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益130,3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17,200,000港元，上升11.2%。於回顧期間，《NEXT+ONe》— 一

份內容匯聚城中高檔時尚、奢華產品與及生活品味等話題的增刊正式推出，並連同《壹

週刊》以合併本形式出售，目標鎖定吸納高檔及優質品牌的廣告。

《忽然1周合併本》仍為香港最暢銷及讀者人數最多之週刊。《忽然1周合併本》包括《忽然1

周》、《飲食男女》及《ME!》，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益總額

150,8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之134,400,000港元﹐躍升12.2%。此增長某程度上

正反映廣告開支整體反彈，而《ME!》的女性讀者群的強勁消費力，最受廣告商青睞，尤

其是香水、化妝品、護膚品、浴室用品、時裝及時尚飾品的廣告商，令雜誌的廣告收益

顯著增長。

《FACE合併本》包括《FACE》、《交易通》及《搵車快線》，繼續成為受到香港年輕人歡迎

之高檔資訊娛樂週刊。儘管須面對同類雜誌異常激烈的廣告收入競爭，截至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FACE合併本》錄得總收益47 ,500 ,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43,000,000港元，增長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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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壹週刊》依然是台灣最暢銷及讀者人數最多之週刊。受惠於台灣經濟的全面復甦，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台灣壹週刊》的外部收益總額達111,600,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的93,200,000港元，增長19.7%。

除印刷本集團旗下雜誌外，該業務亦為外部客戶提供高質素的印刷服務。面對劇烈競爭

及紙品成本上升的情況，該業務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益

52,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45,600,000港元，增加14.0%。

因此，該業務錄得分部盈利81,6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錄得之64,300,000港元，

上升26.9%。

電視業務

有關台灣電視廣播牌照的申請仍在進行中。當中的體育頻道及電影頻道牌照已獲核准，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申請其他牌照。

本集團決定進軍台灣電視市場，其中一個原因乃台灣的電視產業近二十年來發展停滯不

前，現有頻道的節目質素差劣、內容陳陳相因、技術落後。例如，台灣約六條全新聞頻

道所播放的節目均大同小異，而且絕大部分的台灣電視節目只以模擬制式製作及播放；

約80.0%台灣電視用戶僅能接收有線平台以模擬制式提供的服務。

有見及此，本集團致力製作具原創性及吸引力的高清節目內容，為現時台灣主流的有線

平台，提供另外的分流。在繼續申請電視廣播牌照的同時，本集團已透過其他不需要廣

播牌照的方式接近電視觀眾，以網絡電視方式推出限量電視節目。另外，本集團已簽立

傳輸廣播協議，將精選節目於有線電視及MOD（數碼）平台播出，並會繼續開拓其他播

放平台。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裡，本集團一直在為不需要電視廣播牌照的新IPTV平台開

發硬件及軟件。本集團擬於本年底推出自身之開放式互聯網、數碼互動IPTV平台。這將

是一項令人鼓舞的發展，不僅令本集團旗下電視台可以接觸到廣大的觀眾層面，而且預

期假以時日，能夠促使台灣的電視業生態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

於回顧期間，該業務產生資本開支39,900,000港元，及錄得經營分部虧損141,600,000港

元，去年同期尚處於經營前階段的虧損為15,400,000港元。本集團計劃於未來數月在僱

員招聘、內容製作、購置設備、辦公室物業及系統軟件方面作進一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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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業務

互聯網業務作為加強本集團於年輕人心目中品牌形像之渠道，繼續擔當重要角色。入門

網站仍然佔該業務廣告收益的大部分，而網絡廣播服務亦對收益有所貢獻。

動畫製作業務繼續拓建本地及海外業務。該業務分部最近於紐約設立工作室，為北美洲

媒體公司提供動畫服務，並已開始從著名動畫客戶及多個電視製作室賺取收益。動畫製

作業務透過網絡轉載和本身網站播放響譽中外的動畫新聞片段開拓收益，截至本回顧期

末，錄得平均每月10,000,000次的瀏覽量。

該業務於回顧期間之外部收益總額為6,7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的24,400,000港

元，下跌72.5%。下跌主因為集團內部經營分部重新分配廣告收益所致。本集團持續向

動畫及網絡廣播作出資本投資，因此該業務錄得分部虧損31,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

虧損為29,300,000港元。

未來前景與展望

香港及台灣的經濟在近月依然表現強韌，台灣的營商環境尤其明朗，走出多年的陰霾。

本集團深信能夠繼續藉著旗下刊物擁有廣大而多元化讀者群的優勢，在港台兩地日益增

長的廣告開支金額中，爭取到理想的市場佔有率。

與此同時，大家必須謹記香港及台灣的繁榮昌盛，越來越取決於中國內地經濟情況，而

中國內地與美國及歐洲等其他區域的經濟聯繫亦越來越緊密。雖然本集團認為中國內地

經濟增長於未來數月將持續強勁，但美國及歐洲經濟的穩健度及尚未解決的人民幣匯率

問題，可能在日後帶來不利影響。本集團對此採取謹慎樂觀的態度。

本集團將於未來數月投入更多資源，將旗下電視項目由初步階段發展至全面推出播放，

並且建立及擴展開放式互聯網IPTV平台。然而，本集團深信電視項目將會成功，而新的

開放式互聯網平台在未來將為本集團帶來更多商機。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業務經費主要來自其經營活動所產生之現金，以及小部分來自主要往來銀行所

提供之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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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可使用之銀行融資共計1,188,200,000港元，其中已動

用270,400,000港元。所有銀行借貸均以浮息計息。其借貸需求並無季節性之分別。本集

團之銀行借貸以港元及新台幣結算。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獲由八間銀行組成之財團授出有期貸款，總金額為650,000,000港

元，以用作一般營運資金。此項融資之到期日將為首次動用融資日期起計三十六個月。

根據該融資之條款及條件，借貸人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與作為其擔保人之本公司及若干附

屬公司，必須確保本公司控股股東黎智英先生將繼續擔任本公司主席，並繼續直接或間

接持有不少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之51.0%。有違上述條件可能構成違反一般承諾，

財團中之銀行可能宣告註銷對融資作出之所有承諾，及╱或宣告尚未償還的債項連同相

關利息即時到期並須償還。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已動用該融資中的

100,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儲備為658,500,000港元。於同日之

流動比率為199.6%，而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241.9%。本集團於同日之負債

比率（按長期負債（包括流動部分）除以資產總值計算）為5.5%，而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則為6.9%。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位於香港及台灣之物業及印刷設備，賬面值總額

1,113,100,000港元，已抵押予多家銀行，作為獲授銀行貸款之抵押。

匯率風險及資本性開支

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或新台幣為計算單位。本集團就新台幣承受之匯率風險

來自其於台灣之現有雜誌及報章出版、互聯網業務及電視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貨幣風險淨額為新台幣5,610,200,000元（相當於約

1,392,8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新台幣5,874,400,000元（相當於約

1,434,200,000港元）下跌4.5%。

股本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總額為2 ,412 ,496 ,881港元，分為

2,412,496,881股每股面值1.0港元之普通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因香港及台灣之多宗在其出版業務一般運作過程中產

生之法律訴訟而產生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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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與太元承建有限公司（「太元」）— 一間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蘋果日報印刷

有限公司興建印刷設施之承辦商 — 就興建該設施之應付款項發生糾紛。上述糾紛現已

進入仲裁程序，最終結果仍未確定。

由於根據法律顧問的意見，董事認為本集團能對索償成功抗辯，故除已在其他應付款項

累計法律及專業開支67,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51,200,000港元）外，並

無就上述未了結法律訴訟確認撥備。

因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收購Database Gateway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所收購集

團」）之事項關係，本公司主席兼控股股東黎智英先生已向所收購集團承諾就於二零零一

年十月二十六日後產生、作出或引致之所有付款、索償、訟案、賠償及和解付款及任何

有關費用及開支（源於或關於(1)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及之前任何第三者向所收購

集團提出之索償，(2)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及之前之任何時間所收購集團出版之報

章及雜誌之內容於日後可能引起之誹謗索償、侵犯知識產權索償以及其他訴訟索償，

及(3)與太元發生之合約糾紛），作出無限額個人彌償保證（「彌償保證」）。就彌償保證而

言，黎智英先生亦已安排銀行就其於彌償保證中之責任，向本公司及所收購集團提供為

數60,000,000港元之銀行擔保，自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起計為期三年。於二零一零

年十月二十五日，上述銀行擔保已進一步續期三年至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4,659名僱員，其中2,040名為香港僱員，2,614名

為台灣僱員，5名為加拿大僱員。於本公司二零零九╱一零年年報內披露與僱員薪酬、花

紅、股份獎勵計劃及員工發展有關之政策概無重大變動。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員工成本總額為698,700,000港元，去年同

期則為551,900,000港元。本集團員工成本總額增加乃主要由於期內電視業務之員工人數

增加所致。

中期股息

董事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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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全部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並由李嘉欽博士擔任主席。有

關審核委員會之資料明細，包括其角色及職權範圍，可瀏覽本公司網站。截至二零一零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所有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均能出席其與外聘核數師共同召

開，與及無公司執行董事出席的全部兩次會議。

另外，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的會計原則及慣例、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

及財務報告事項，其中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

報表（「中期財務報表」）。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依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

號「由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審閱

中期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完全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常規守則」），惟常規守則條文

第E.1.2條除外。由於其他事務，董事會主席黎智英先生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

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零年股東週年大會」），而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

裁朱華煦先生根據壹傳媒的組織章程細則條文主持二零一零年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所有董事已在本公司向其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均已完全遵守標

準守則之規定準則。

買賣及贖回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

的任何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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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刊載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當中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的所

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發予股東，並分別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之網站www.nextmedia.com刊載。

承董事會命

黎智英

主席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展望性陳述

本公告載有若干屬「展望」性質或使用各種「展望性」詞語的陳述。該等陳述乃按董事現時

對本集團所經營的行業及市場的信念、假設、期望及預測撰寫。敬請讀者注意，該等陳

述將受本集團控制能力範圍以外的風險、不明朗因素及其他因素影響。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分別為黎智英先生、朱華煦先生、張嘉聲先生、丁家

裕先生及葉一堅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霍廣行先生、黃志雄先生及李嘉欽博

士。

– 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