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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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QIN JIA YUAN MEDIA SERVICES COMPANY LIMITED
勤 +緣 媒 體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66）

二零一一年全年業績公佈

勤＋緣媒體服務有限公司（「公司」）董事宣佈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業績。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742,234 424,610
直接成本 (557,349) (257,812)

184,885 166,798

其他收入 3(a) 1,285 1,499
其他收益淨額 3(b) 20,183 5,730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93,544) (67,366)

經營溢利 112,809 106,661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22,817 16,85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3,486 (55)
財務成本 4(a) (78,953) (40,826)

除稅前溢利 4 60,159 82,631
所得稅 5 (5,691) (2,603)

本年度溢利 54,468 80,028

下列各項應佔：
公司股權持有人 53,748 80,472
非控制性權益 720 (444)

本年度溢利 54,468 80,028

每股盈利
基本 7(a) 6.16仙 10.64仙

攤薄 7(b)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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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54,468 80,028

本年度其他全面損益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6,765) (1,721)
現金流量對沖：公平值變動之有效部分 
（已扣除遞延稅項） — 868
交叉貨幣利率掉期合約結算虧損之重新分類調整 4,264 —

(2,501) (853)

本年度全面損益總額 51,967 79,175

下列各項應佔：
— 公司股權持有人 51,247 79,619
— 非控制性權益 720 (444)

本年度全面損益總額 51,967 7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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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20,447 150,337
無形資產 877,661 783,804
商譽 21,076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0,973 67,487
其他財務資產 31,908 31,908
其他資產 380 380

1,122,445 1,033,916

流動資產
存貨 377,903 341,089
應收賬款 8 409,663 311,47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54,283 173,908
已抵押存款 89,281 69,03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1,875 236,796

1,343,005 1,132,304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及透支 (332,248) (348,252)
來自一名股東之貸款 (28,000)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04,301) (285,459)
即期稅項 (19,252) (12,663)
衍生金融工具 (40,937) (125,288)
可換股票據 (120,790) (116,144)

(1,045,528) (887,806)

流動資產淨值 297,477 244,49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19,922 1,278,414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 (107,250)
銀行貸款 (68,703) (63,543)
遞延稅項負債 (8,609) (2,008)

(77,312) (172,801)

資產淨值 1,342,610 1,10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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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9
股本 10 72,879 63,827
儲備 1,267,528 1,040,892

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340,407 1,104,719
非控制性權益 2,203 894

權益總額 1,342,610 1,10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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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年度業績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詞彙統稱包括所有個別適用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年度業績同時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中適用之披露規定。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集團及公司目前會計期間首次
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該等準則之發展並無使本年度業績於列示期間所應用之會計政策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2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媒體服務，包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提供電視節目類服務、電視廣告服務、戶
外廣告服務與其他公關服務。

集團向中國電視製作公司提供有關電視節目製作之全面服務，由策劃以至後期階段。集團亦直接向其他權
利持有人購買若干發行特許權，藉此將此類權利暫讓給電影或電視節目貿易公司以賺取特許權使用費或直
接向發行商出售該等權利。

此外，集團向客戶提供其他增值服務，例如提供劇本及電視節目劇本編寫服務。

集團亦向廣告代理公司就於電視頻道及戶外電視屏幕刊登廣告提供廣告類服務，以及分別向廣告商、廣告
公司及電視台提供公關服務及產品推廣服務。

營業額指電視節目類、電視廣告、戶外廣告和公關服務收入，並已扣除中國營業稅。本年度已於營業額確認
之各項主要收入類別之金額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視節目類收入 593,762 296,774

電視廣告收入 98,759 100,369

戶外廣告收入 36,846 19,578

公關服務收入 12,867 7,889

742,234 424,610

就所列示之期間而言，由於集團僅從事媒體類服務，故管理層決定不列示營運分部。集團位於中國境外之
資產及源自中國境外活動之營運收入分別佔集團資產及營運收入不足5%。由於地區資料並不重大，故並無
列示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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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a)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855 825

其他 430 674

1,285 1,499

 (b) 其他收益淨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9,910 (1,421)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 10,273 7,151

20,183 5,730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成本：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墊款與其他借貸之利息 76,104 39,129

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其他借貸之利息 2,831 1,635

其他利息開支 18 62

78,953 40,826

(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8,075 19,800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2,367 790

30,442 20,590

(c) 其他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 36,201 37,669

固定資產折舊 9,174 10,337

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1,428 1,308

— 其他服務 401 370

有關物業之經營租賃支出 10,193 7,828

存貨成本 82,308 4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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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代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85 128

即期稅項 — 香港境外稅項撥備
本年度撥備 6,292 3,023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686) (548)

5,691 2,603

(a)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香港利得稅撥備按估計本年度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一零年：
16.5%）計算。

(b) 根據澳門特區離岸法，勤加緣媒體投資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集團之附屬公司及一家澳門離岸
公司）獲豁免澳門所有稅項。

(c) 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代表下列中國所得稅撥備：

— 對位於中國深圳並在當地經營業務及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前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批准成
立之外資企業附屬公司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提供五年過渡期，而過渡稅率於截
至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分
別為18%、20%、22%、24%及25%。其他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之溢利須繳納中國所得稅。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境內及外國企業之所得稅率統一為25%。

— 就於中國設有常設機構之外國企業而言，在中國賺取之收入亦按視為溢利基準以25%之稅率繳納
中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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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a) 屬於本年度應付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每股1.28港仙 

（二零一零年：1.28港仙） 11,937 10,464

結算日後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0.03港仙 

（二零一零年：1.28港仙） 1,403 10,474

13,340 20,938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向股東宣派以股代息之中期股息，但股東可選擇收取
現金。

董事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03港仙（二零一零年：1.28港仙），總
額乃根據建議供股（附註10(vii)）後之股份數目4,678,326,050股計算。於結算日後建議派付之末期股息於
結算日尚未確認為負債。

 (b) 屬於上個財政年度應付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於本年度批准及派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內批准及派付屬於上個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1.28港仙 

（二零一零年：0.88港仙） 10,765 6,323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年內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盈利53,74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80,472,000港元）及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873,171,000股（二零一零年：756,407,000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 千股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818,294 718,474

轉換可換股票據之影響 18,145 —

配售股份之影響 32,718 28,414

以股代息之影響 690 591

收購附屬公司之影響 2,921 6,608

報酬股份之影響 403 2,320

於九月三十日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873,171 75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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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列示每股攤薄盈利，原因為年內未行使購股權、
與一名執行董事及兩名非執行董事之股權支付交易以及可換股票據之轉換權之存在對每股基本盈利具
有反攤薄效應。由於當時條件假設不變，故不符合重定及調整條件。

8 應收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409,663 311,472

預期自結算日起計十二個月內收回之應收賬款中包括以下應收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409,663 311,472

集團根據與有關客戶訂立之各份協議所列條款，提供介乎三個月至十五個月之賒賬期。視乎與客戶之磋商，
若干擁有良好業務紀錄之主要客戶獲較長賒賬期。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會定期編製，並受到密切監控，以
盡量降低與該等應收款項有關之任何信貸風險。

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記入撥備賬目，除非集團相信收回可能性低，在此情況下減值虧損直接於應收賬款沖銷。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均無重大應收賬款個別釐定為呆賬或減值。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集團評定大致上所有應收款及應收款項均未逾期且未
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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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資本及儲備

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一般儲備
資本贖回

儲備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對沖儲備
可換股票據
之權益部分

認股權證
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制性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 56,041 719,282 666 95 5,922 (11,620) (5,132) — — 127,810 893,064 702 893,766

本年度全面損益總額 — — — — — (1,721) 868 — — 80,472 79,619 (444) 79,175

就上年度宣派之股息 65 1,269 — — — — — — — (6,323) (4,989) — (4,989)

就本年度宣派之股息 51 800 — — — — — — — (10,464) (9,613) — (9,613)

配售股份 5,761 96,632 — — — — — — — — 102,393 — 102,393

股權支付交易 — — — — 2,916 — — — — 905 3,821 — 3,821

發行附帶認股權證之可換股
票據 — — — — — — — — 5,392 — 5,392 — 5,392

報酬股份 273 4,767 — — — — — — — — 5,040 — 5,040

收購附屬公司 1,636 28,356 — — — — — — — — 29,992 636 30,628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63,827 851,106 666 95 8,838 (13,341) (4,264) — 5,392 192,400 1,104,719 894 1,105,613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 63,827 851,106 666 95 8,838 (13,341) (4,264) — 5,392 192,400 1,104,719 894 1,105,613

本年度全面損益總額 — — — — — (6,765) 4,264 — — 53,748 51,247 720 51,967

就上年度宣派之股息 121 1,870 — — — — — — — (10,765) (8,774) — (8,774)

就本年度宣派之股息 — — — — — — — — — (11,937) (11,937) — (11,937)

配售股份 6,560 102,423 — — — — — — — — 108,983 — 108,983

股權支付交易 — — — — 3,691 — — — — — 3,691 — 3,691

報酬股份 137 2,069 — — — — — — — — 2,206 — 2,206

收購附屬公司 459 7,080 — — — — — — — — 7,539 589 8,128

轉換可換股票據 1,775 26,587 — — — — — — — — 28,362 — 28,362

將可換股票據重新分類 — — — — — — — 54,371 — — 54,371 — 54,371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72,879 991,135 666 95 12,529 (20,106) — 54,371 5,392 223,446 1,340,407 2,203 1,34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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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附註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股 (i) 2,600,000 202,800 1,200,000 93,6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十月一日 818,294 63,827 718,474 56,041

轉換可換股票據 (ii) 22,760 1,775 — —

配售股份 (iii) 84,100 6,560 73,858 5,761

作為以股代息發行之股份 (iv) 1,546 121 1,489 116

報酬股份 (v) 1,750 137 3,500 273

收購附屬公司 (vi) 5,890 459 20,973 1,636

於九月三十日 934,340 72,879 818,294 63,827

附註：

 (i) 增加法定股本

透過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公司之法定普通股本增加至
2,600,000,000股股份，方式為增設1,4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股，新增普通股與公司現有普
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ii) 轉換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First Media Holdings Limited（「First Media」）本金額為30,223,231港元之A

系列票據按照First Media認購協議以每股普通股1.3278港元之換股價獲轉換為22,760,000股普通股。

 (iii) 配售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日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之配售期內，公司按每股1.48港元向獨立投資者配售一
名主要股東所持之35,922,000股公司現有股份。其後，一名主要股東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按相同價
格認購35,922,000股新股份。配售價較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日之每股收市價1.56港元折讓約5.12%，
並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日（包括該日）止十個交易日之每股平均收市價1.49港元折讓約0.67%。所得
款項淨額已用於償還公司部分未償還銀行借貸，並為公司擴展媒體廣告業務提供資金。該等股份與公
司現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八日，公司按每股1.3278港元之價格向First Media配售37,936,475股股份。配售價較股
份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之每股收市價1.15港元溢價約15.46%，並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
日（包括該日）止十個交易日之每股平均收市價1.25港元溢價約6.22%。所得款項淨額已用於支援根據豐
富業務顧問知識及營運經驗進行營運改善及策略規劃行動。該等股份與公司現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
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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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公司按每股1.35港元之價格向獨立投資者配售84,100,000股公司股份。配售
價較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之每股收市價1.36港元折讓約0.74%，並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四月
二十七日（包括該日）止十個交易日之每股平均收市價1.332港元溢價約1.35%。所得款項淨額已用於償
還集團之未償還銀行借貸，為集團媒體廣告及電視製作業務提供資金，並作為一般營運資金。該等股
份與公司現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iv) 作為以股代息發行之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公司以每股1.60港元向股東發行及配發833,689股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
股。根據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佈之以股代息計劃，該等股東收取公司股份以替代二零
零九年末期現金股息。該等股份與公司現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公司以每股1.30港元向股東發行及配發654,614股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股。
根據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公佈之以股代息計劃，該等股東收取公司股份以替代二零一零年中期
現金股息。該等股份與公司現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公司以每股1.288港元向股東發行及配發1,545,631股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
股。根據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公佈之以股代息計劃，該等股東收取公司股份以替代二零一
零年末期現金股息。該等股份與公司現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v) 報酬股份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舉行之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公司股東批准於劉毓慈先生（「劉先生」）任滿
十二個月後，向劉先生發行及配發3,500,000股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3,500,000股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股已就劉先生根據其委任函出任為非執行
董事及策略委員會主席而發行及配發予劉先生。該等股份與公司現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舉行之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公司股東批准於林孝信先生（「林先生」）及謝
偉權先生（「謝先生」）任滿十二個月後，向林先生及謝先生分別發行及配發最多1,750,000股股份及2,000,000

股股份。此外，公司已批准於梁鳳儀博士（「梁博士」）達成若干表現條件及任滿後向梁博士發行及配發
20,000,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八日，1,750,000股每股面值0.1美元之普通股已就林先生根據其委
任函出任非執行董事而發行及配發予林先生。該等股份與公司現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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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舉行之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公司股東批准就收購裕溢傳媒51%已發行股本而
向裕溢傳媒發行及配發20,973,154股股份。代價股份已按每股1.43港元發行，有關價格乃按於二零一零
年六月八日之收市價計量。該等股份與公司現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亮麗集團有限公司（「亮麗集
團」，其主要業務為提供諮詢服務）已發行股本之55%，收購代價包括現金36,000,000港元及公司之5,890,438

股普通股。代價股份已按每股1.28港元發行，有關價格乃按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日之收市價計量，據此，
亮麗集團成為公司之附屬公司。該等股份與公司現有普通股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vii) 供股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公司公佈其建議透過按合資格股東當時每持有一股普通股獲配發四股供
股股份之比例進行供股，以每股供股股份0.08港元之認購價發行3,742,660,840股至4,824,397,052股每股面
值0.01美元之新普通股。

因此，公司建議將其已發行股本增加7,400,000,000股股份至10,000,000,000股。該等新發行股份將在所有方
面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供股所得款項淨額（扣除相關開支後）介乎約291,928,000港元至376,303,000港
元，半數將用於償還集團之債務，可能包括償還貸款及贖回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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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家」或「境內」）在過去五年之經濟持續蓬勃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平
均達10.1%。根據國家統計局之資料，二零零六年為11.6%、二零零七年為13.0%、二零零八年
為9.6%、二零零九年為9.1%、二零一零年為10.4%、二零一一年預測為不少於9.0%。二零零八
年底至二零零九年之全球金融大海嘯浩劫，嚴峻衝擊全球經濟，但由於國家早在二零零七年
已開始鼓勵內需市場，所建立的良好經濟增長基礎，能使中國在二零零九年之全球金融海嘯
中算是獨善其身之極少數國家之一。二零一一年九月全球經濟雖然又因歐美之經濟情況極度
疲弱而引致全球經濟衰退危機浮現，惟集團業務扎根於中國境內，業務性質亦在國家政策重
點扶植之文化產業與媒體服務之範疇內，相信會產生危中取機的樂觀可能性。

行業概覽

集團以電視劇製作發行為核心業務的跨媒體服務平台，主要是依賴中國龐大人口為根基之消
費者市場之不斷壯大而發展。中國民生越來越寬裕、追求生活和精神享受的慾望越來越旺盛，
集團預期對娛樂消閒節目的需求的意向日濃，文化產業與媒體服務振興的助力也預期越來越強。

回顧二零零八年底驟然而至的金融大海嘯，影響至二零零九年境內的一片停拍棄拍電視劇的
風潮，但二零一零年電視劇仍是電視媒體不可或缺之主流節目，在熱烈渴求新上市的優質電
視劇大氣氛中，並在相關的國策鼓勵下，電視劇製作發行恢復運作，且有雷厲拓展之勢頭。二
零一零年境內電視劇的銷售上升至人民幣59.2億元。國家廣播電影電視局預測交易總數會達到
人民幣63.9億元，而二零一二年更預測可達人民幣69.0億元。

業務回顧

回顧期間，集團之營業額742,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74.8%。集團淨溢利54,500,000港元，
較去年比較下滑31.9%。集團秉承一向派息的政策，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03港仙予股東，股東
亦可選擇收取現金股息以代替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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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主流業務電視劇製作與發行在期內不但發展暢順，且在零九年金融大海嘯之後，集團獲
得長期電視劇製作發行之合作夥伴支援下，二零一零年度共有110集電視劇是繼續透過新的有
保障的投拍合作模式完成。這已證實不但使集團能一如既往地以優厚盈利佔領市場，且確保
集團在電視劇的投資不會因回收期長而須冒上在有金融大海嘯或全球經濟衰退發生時再產生
須撇賬棄拍之風險。除此之外，集團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成功與中央電視台全資全控之中國
電視劇製作中心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央電視台），簽署長達四年的合作策劃、投資、製作
與發行電視劇之協議。首部合作之電視劇《預備警官之鷹巢》已於回顧期內順利拍制完成，預
計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即可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播出。集團與中央電視台集團各自於每齣
電視劇作出的投資將按個別協議協定。中央電視台集團將負責安排於中央電視台頻道的首播權。
此外，集團的豐富片庫繼續能在市場上發揮以有可觀盈利出租與出售播映權的優勢，證明了
集團的電視劇業務實能產生穩定之經常性收益。

集團在電視媒體廣告的經營策略為集中在有強勢電視頻道關係與優質而有收視率保障之節目
投放之上。這種較彈性之電視廣告代理業務既有利於集團之現金流量，且能有效地為廣告客
戶提供更優質及範圍更廣之服務。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日，集團收購亮麗集團有限公司55%股
權，其主要管理層於中國從事廣告業務超過十年，成績斐然。於獲得該公司之控制性權益後，
集團預期可加強境內電視廣告業務專業團隊的實力，並為集團創造協同效益。

集團的市場策劃及公關業務在境內順暢發展，除不斷開創新客戶外，在集團全力發展電視劇
製作發行業務的情況下，市場策劃業務將伸展至輔助製作電視劇的發展，為電視劇的贊助商
提供更優質及更有效的公關及市場宣傳活動上。此業務單位除向集團之長期電視廣告商提供
專業服務外，繼香港貿易發展局為主要客戶之外，在年內尚獲得恒基兆業集團及金至尊集團
的相關業務合約，使集團的主要客戶平添兩大品牌。相信市場策劃及公關業務能成為集團跨
媒體業務的催化劑及滑潤劑，所產生的協同效應不可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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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集團在電視劇業務上之發展，需要為數不少的新進演員演出，集團亦具備了演出之平台，
讓演藝人員有充分發展才藝之機會，於回顧期內，集團除在境內安排演唱會外，並向同業提供
演唱會策劃及執行的專業服務，且同步發展藝員管理業務。集團計劃日後將積極安排其藝員
參演其自行製作之電視劇及演唱會。

集團之戶外廣告在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出現了虧損，主要原因是位於北京之大型電視屏幕，在
二零一一年年初暫時停播新聞及廣告，導致集團客戶取消廣告訂單，且由於廣告權乃「捆綁」
出售，故亦嚴重影響其他相關電視屏幕的廣告收入。然而，由集團擁有22.95%實際股權、從事
北京市區逾6,000輛公交車車身廣告業務的科倫比亞戶外傳媒廣告（北京）有限公司的業績一如
預期錄得溢利。

業務展望

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跨媒體服務，包括電視節目製作類服務、電視廣告、戶外廣告（包括戶
外電視螢幕廣告）、市場推廣及宣傳服務、藝術表演，及公關服務。

在集團電視劇策劃、投資、製作、發行等之有關業務上，集團根據福建引資總協議與福建廣播
電影電視集團長期合作，自二零零一年起製作6,000小時電視節目，於中國多個電視台的黃金
時間播映。此外，有關集團與中央電視台合作方面，與中央電視台的合作劇目，將於明年顯著
增長，中央電視台的合作尚存在一項優勢，就是由中央電視台確保安排合資的劇目在中央電
視台頻道首播。由於中央電視台協助發行合資劇目，集團日後將全力籌拍更多優質電視劇。

誠如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九日之公佈所述，華夏勤+緣與北京北奧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一間受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管理之國有企業）（「北京北奧」）於二零一一年七月
十一日訂立投資協議（「投資協議」），據此，華夏勤+緣與北京北奧將共同投資製作電視節目。
於合作期首三年內，北京北奧將投資不超過人民幣250,000,000元，與華夏勤+緣（或集團其他製
作單位）合作製作電視節目。華夏勤+緣與北京北奧（連同其他投資者（視適用情況而定））將就
投資、製作及發行各個共同投資電視節目分別訂立協議。該等節目產生之溢利將按彼等各自
之投資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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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將以樂觀的態度繼續拓展電視廣告代理業務資源，並以審慎積極的方式承購已有業績基
礎的當地廣告公司，擴大集團的電視廣告平台。

在戶外廣告方面，集團會發展有獨特性的其他戶外廣告資源，亦會探求策略性合作夥伴加盟，
優勢互補，以能發展戶外廣告業務。

集團將一方面透過探求策略性合作夥伴，致力以不同方式利用手上眾多作家作品之知識產權
盡量爭取回報，一方面透過出售作家作品之短期改編權取得短期收入，既可保存集團無形資
產的完整性、又能立即為集團創收，產生盈利。

集團年前承購之北京天下書趣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為集團新媒體業務確立了穩健之團隊，而新
媒體業務正是集團近期銳意發展之業務重點。此外，集團持有改編權之梁鳳儀博士在電子網
路上的出版亦為集團帶來可觀的贊助收益。集團有意採取穩步和審慎的態度積極發展其既有
跨媒體平台上之新媒體。

相信集團的跨媒體平台上的各項文化產業業務，將在電視製作及廣告的主流業務暢順發展帶
領下，產生獨特的協同效應。

經營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集團錄得營業額742,2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24,600,000
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增加74.8%。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集團錄得純利
54,5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純利則為80,000,000港元。

電視廣告收入為98,8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00,400,000港元），與去年之水平大致相若。電視
節目相關收益顯著增長100.1%，達593,8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96,800,000港元）。此兩類收
入佔本年度總營業額約93.3%。一般及行政開支上升至93,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7,400,000
港元），是由於年內員工成本、租金開支以及法律及專業費用上升。財務成本亦上升至
79,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0,800,000港元），乃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內與銀
行借貸及可換股債券相關之利息成本增加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集團就其整體業務營運採納審慎之資金及財務政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集團之現金
水平維持於301,2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05,800,000港元）。相關結餘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
值。集團擁有手頭現金及可用銀行信貸，財務資源足以應付其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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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集團之未償還銀行借貸約為401,000,000港元，包括無抵押銀行透支4,600,000港元、
短期循環貸款280,200,000港元、定期貸款59,200,000港元及按揭銀行貸款57,000,000港元。集團之
所有借貸均按浮動息率計息，並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尚未動用之銀行貸款信貸額為
166,6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6,400,000港元）。

此外，集團向第三方發行之可換股票據金額為216,1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42,600,000港元），
作為擴展集團電視製作及廣告類業務之資金。

負債比率（以集團借貸總額減已抵押存款除以權益總額之百分比列示）為34.3%（二零一零年：
41.5%）。

按揭及抵押

銀行存款89,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9,000,000港元）及一間附屬公司之若干股份已抵押予銀
行，以就集團獲授之一般銀行信貸作出擔保。

賬面值為108,1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33,900,000港元）之若干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作為
57,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78,200,000港元）按揭銀行貸款之抵押品。

此外，公司以所持有若干附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之第一固定押記及該等附屬公司作出之擔
保作為未償還本金額為10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之抵押品。
該等附屬公司持有之淨資產總值為28,8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24,800,000港元）（包括賬面值
為322,9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68,600,000港元）之已購入特許權），已透過對於二零一一年九
月三十日擁有該已購入特許權之附屬公司全部資產之債權證方式作為上述可換股票據之抵押。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收購亮麗集團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日，集團完成收購亮麗集團已發行股本之55%，部分代價以現金36,000,000
港元償付，其餘則透過發行及配發公司之5,890,438股股份償付。亮麗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於中國
廣州提供諮詢及廣告服務。

股份配售所得款項用途

年內，公司透過配售84,100,000股股份籌得所得款項淨額（扣除費用後）約108,500,000港元。該等
所得款項淨額用於償還集團部分未償還銀行借貸及為拓展集團之媒體廣告及電視製作業務提
供資金，並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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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集團之匯率風險政策並無任何重大變動。集團之交易主要以港元或人民幣計值。然而，管理層
密切監察其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有關風險。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集團共有154名員工（二零一零年：88名）。集團按僱員之表現、經驗
和當前行業慣例支付薪酬，並會定期檢討薪酬政策和方案。花紅乃按集團之業務表現及個別
僱員之工作表現酌情釐定。福利包括退休計劃、醫療及牙科保險及購股權計劃。

末期股息

董事議決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以股代息之末期股息每股0.03港仙，合共
1,400,000港元，方式為配發新股或股東另可選擇以現金收取末期股息（或其部分）取代有關配
發（二零一零年：以股代息之末期股息每股1.28港仙，另可選擇以現金取代），將於二零一二年
五月十六日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名列公司股東名冊之公司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三）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內不會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為確定出席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
連同相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交回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
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3號中央廣場福利商業中心18樓，以
辦理登記手續。

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
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內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合資格收取擬派末期
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下午四時
正交回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3號中
央廣場福利商業中心18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內，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公司之
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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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惟公司主席黃宜弘
博士因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處理個人事務，而未有按上市規則守則條文第E.1.2條之規
定出席於當日舉行之二零一零年股東週年大會。

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公司已自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接獲其獨立身份之確認。公司認為所有獨
立非執行董事身份均屬獨立。

遵守標準守則

經作出特定查詢後，公司確認所有董事於年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可能因公司職務之便掌握未公佈股價敏感資料之相
關僱員須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審閱賬目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與管理層討論其內部監控及賬目。審核
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業績。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度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相關資料之業績公佈會於公司網站www.qjymedia.com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上登載。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候於上述
網站登載並寄發予股東。

代表董事會 
勤＋緣媒體服務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梁鳳儀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梁鳳儀博士（行政總裁）、饒恩賜先生、蔣開方先生
及楊青雲先生（首席財務長）；十名非執行董事：黃宜弘博士GBS（主席）、劉毓慈先生（副主席）、
林孝信太平紳士、何超瓊女士、FLYNN Douglas Ronald先生、歐陽龍瑞先生、Stanley Emmett 
THOMAS先生、潘林峰先生、Peter Alphonse ZALDIVAR先生及林俊波博士；及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劉漢銓GBS太平紳士、許冠文太平紳士及周璜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