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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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EIJING	MEDIA	CORPORATION	LIMITED
北青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000）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二零一零年營業額為人民幣���,���,000元，較二零零九年減少人民幣��,���,000
元，即�.��%

�. 二零一零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為人民幣�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減少人民幣
��,���,000元，即��.��%

�. 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元，較二零零九年下降人民幣0.��元，即��.��%

�. 董事會建議派發二零一零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較二零零九年增加人
民幣0.�0元，即��%

本公司之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法例的披露要
求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計綜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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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 759,473		 ���,���
銷售成本  (662,229	)	 (���,��� )    

毛利  97,244		 �0�,��0
投資收益 � 29,631		 ��,���
其他收益 � 14,984		 �,��0
銷售及分銷開支  (18,907	)	 (��,��� )
行政開支  (46,395	)	 (��,��� )
融資成本 � (3,080	)	 (�,��� )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3,075	)	 (�,��� )
解除財務擔保負債  16,484		 –
財務擔保開支  –		 (��,��� )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17,948		 –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465	)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收益（虧損）  2,315		 (��,��� )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收益  –		 ��0,���    

除稅前溢利  106,684		 ���,00�
所得稅開支 � (3,002	)	 (�,��� )    

年內溢利與全面收益總額 � 103,682		 ���,���    

年內溢利與全面收益總額撥歸：

本公司所有人  101,644		 ��0,���
非控股性權益  2,038		 (�,��� )    

  103,682		 ���,���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人民幣每股） � 0.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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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631		 ��,���
 土地使用權預付款項  27,900		 ��,���
 投資物業  13,642		 �,���
 無形資產  22,747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135		 �,000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117,328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500		 –
 貿易應收賬款 �0 1,868		 �,���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21,475		 ��,���
 受限制銀行存款  25,000		 ��,000
 遞延稅項資產  1,034		 ��0    
  252,260		 ���,���    
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預付款項  889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  –		 �,000
 持有至到期的金融資產  5,000		 �0,000
 存貨  66,847		 ��,��0
 貿易應收賬款 �0 132,754		 ���,���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66,520		 ��,���
 受限制銀行存款  99,648		 ��,���
 短期銀行存款  944,565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8,963		 ���,���    
  1,515,186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 137,299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1,648		 ���,���
 遞延收入  8,600		 ��,���
 應付非控股股東股息  2,717		 �,���
 應付所得稅  876		 �,���
 銀行貸款  60,000		 –
 財務擔保負債  –		 ��,���    
  361,140		 ���,���    
流動資產淨值  1,154,046		 �,��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406,306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7,310		 ���,��0
 儲備  1,184,741		 �,��0,���    
本公司所有人應佔權益  1,382,051		 �,���,���
非控股性權益  24,082		 ��,���    
權益總額  1,406,133		 �,���,���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000
 遞延稅項負債  173		 –    
  1,406,3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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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1.	 編製基礎

在本年度內，本集團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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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之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詮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作為二零零八
  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集團以現金結算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號 財務報表之列報 – 借款人對包含隨時要求還款
  條文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分配非現金資產予擁有人
 －詮釋第��號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本集
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業務合併

本集團日後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應用於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
後的業務合併。本集團日後亦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應用於
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的獲得控制權後附屬公司的權益變動以及喪失附屬公司
控制權的會計處理。

由於本年度並無交易適用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因此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號（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相應修訂不會影響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之綜合財
務報表。

倘日後之交易適用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相應修
訂，則有可能影響本集團未來期間之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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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導致「少數股東權益」項目變更為「非控股性權
益」以及本集團就於本集團附屬公司的所有權權益增加或減少的會計政策出現變動。

於過往年度，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特定規定下，於現有附屬公司的權益增加會以與收
購附屬公司一致的方式處理，並按適用情況會確認商譽或議價購入收益。並無涉及喪失控
制權（即已收代價與應佔所出售資產淨值賬面值的差額）的附屬公司權益減少的影響則於損
益確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所有該等收益的增加或減少均於
權益處理，對商譽或損益皆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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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因交易、事件或其他情況而喪失附屬公司的控制權時，該經修訂準則要求本集團按所有
資產、負債及非控股性權益的賬面值，取消確認所有資產、負債及非控股性權益。於前附
屬公司保留的任何權益乃於喪失控制權當日按其公平值確認。喪失控制權的收益或虧損乃
於損益確認為所得款項（如有）與該等調整的差額。

根據有關過渡條文，該等變更已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應用。

該經修訂準則之應用已影響本年度本集團視作出售其於北京北青鼎力傳媒廣告有限公司
（「北青鼎力」）部分權益之會計計算。政策變動已導致喪失控制權當日於損益中確認北
青鼎力保留權益之公平值約人民幣��,���,000元與北青鼎力保留權益之賬面值約人民幣
��,���,000元的差額約人民幣�,���,000元。因此，會計政策之變更導致年內溢利及於共同
控制實體的權益分別增加約人民幣�,���,000元及人民幣�,���,000元。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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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
  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遞延稅項 – 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聯方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分類供股�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披露對比較
  數字之有限度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嚴重高通脹及剔
  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披露－金融資產轉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本要求之預付款項�

 －詮釋第��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消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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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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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並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修訂）引
入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分類及計量的新規定以及取消確認的規定。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規定所有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範疇之已確認金融資產隨後將按攤餘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具體而言，於隨後會計期間
末根據業務模式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所持有，及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
利息而產生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資一般按攤餘成本計量。於隨後會計期間末，所有
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乃按公平值計量。

• 有關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大部分重大影響均與金融負
債（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信貸風險變動引起的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的呈列有
關。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就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
債而言，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引起的金融負債的公平值金額變動乃於其他全面收
益中確認，除非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該項金融負債信貸風險變動之影響將會導致或擴
大損益之會計錯配。由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引起的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於損益重列。
而之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規定，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所有
公平值變動金額均於損益中確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准予提早應
用。

本集團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年度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如將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號，應用新準則將對本集團所呈報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金額產生重大影響。然而，在詳
盡審核完成前無法對有關影響提供合理之估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披露－金融資產轉讓」之修訂增加了有關轉讓金融資產交易之披露
要求。該等修訂旨在就轉讓人在轉讓金融資產時保留該資產中某程度的持續風險提供更高
透明度的風險披露。有關修訂亦要求披露整個期間最終未分派之金融資產轉讓。

董事預期，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不會對本集團就之前已生效之貿易應收賬款
轉讓之披露產生重大影響。然而，倘本集團於未來達成其他類別的金融資產轉讓事項，有
關該等轉讓之披露可能將受到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關聯方之披露」（二零零九年經修訂）修訂關聯人士之定義並簡化政府
相關企業之披露。

由於本集團為政府相關企業，故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所引進之披露豁
免將對本集團造成影響。倘於未來會計期間應用準則之經修訂版本，一些交易方以往符合
關聯人士之定義，如國有企業，可能不包括該準則範圍內，因此有關關聯人士交易之披露
及載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之結餘將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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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分類供股」之修訂強調將以外幣列值之若干供股分類為權益工具或金
融負債。本集團至今尚未達成任何符合有關修訂範圍內之任何安排。然而，本集團於未來
會計期間達成有關修訂範圍內之任何供股，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將對該等供股之
分類造成影響。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就透過發行權益工具抵消金融負債之會計核
算提供指引。本集團至今尚未達成此種性質之交易。然而，倘本集團於未來達成任何該類
交易，則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將對所需之會計核算造成影響。
尤其是，根據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按照有關安排發行之權益工具將按彼等之
公平值計量，被抵消之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已發行權益工具之公平值之差額將於損益中確
認。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
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銷售廣告版面及印刷相關物料貿易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扣除給予之折扣及銷售相
關稅金（倘適用）以及提供印刷及發行服務。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的資料劃分經營分部，旨在向各分部
分配資源及評估彼等之表現。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劃分的經營及須予報告的分部如下：

廣告： 銷售本集團、北京青年報社及河北青年報社所經營媒體或活動
之廣告版面。

印刷： 提供印刷服務。

印刷相關物料貿易： 銷售用於印刷之紙張、油墨、潤滑劑、菲林、預塗感光液版及
橡膠板以及其他印刷相關物料。

發行： 發行主要由河北青年報社出版的報章。

有關上述分部的資料報告如下。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須予報告分部劃分的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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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印刷相關
	 廣告		 印刷		 物料貿易		 發行		 抵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472,566		 56,080		 219,337		 11,490		 –		 759,473
分部間銷售	 –		 188,889		 –		 –		 (188,889	)	 –           

總計 472,566		 244,969		 219,337		 11,490		 (188,889	)	 759,473
           

分部溢利（虧損） 44,544		 (4,376	)	 4,896		 (16,142	)	 		 28,922
       

投資及其他收益          	 44,615
未分配企業開支           (55	)
融資成本          	 (3,080	)
解除財務擔保負債           16,484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17,948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465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收益          	 2,315           

除稅前溢利           106,684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印刷相關
 廣告  印刷  物料貿易  發行  抵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0��  �0,���  �0�,���  �,���  –  ���,���
分部間銷售 –  ���,���  –  –  (���,��� ) –           

總計 ���,0��  ���,���  �0�,���  �,���  (���,��� ) ���,���
           

分部溢利（虧損） ��,���  �,���  �,���  (��,��� )   ��,���
       

投資及其他收益           ��,���
未分配企業開支           (��� )
融資成本           (�,��� )
財務擔保開支           (��,���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收益           ��0,���           

除稅前溢利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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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間銷售按當前市價收取款項。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取得的收益（虧損），未計投資
及其他收益、未分配企業開支、融資成本、分佔聯營公司虧損、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收益（虧
損）、視作出售附屬公司收益、出售共同控制實體收益、解除財務擔保負債及財務擔保開
支。此乃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目的而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的標準。

分部間銷售按當前市價收取款項。

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按須予報告分部劃分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印刷相關
	 廣告		 印刷		 物料貿易		 發行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171,607		 42,182		 123,667		 16,362		 353,818
未分配企業資產         1,413,628         

綜合資產       		 1,767,446
         

分部負債 146,790		 53,933		 85,929		 13,612		 300,264
未分配企業負債        	 61,049         

綜合負債       		 361,313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印刷相關
 廣告  印刷  物料貿易  發行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0�  �0,��0  ���,���  �0,���  ��0,���
未分配企業資產         �,���,���         

綜合資產         �,���,�0�
         

分部負債 ���,���  ��,���  ��,�0�  ��,���  ���,���
未分配企業負債         ��,���         

綜合負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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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監控分部表現及於各分部間分配資源：

• 除遞延稅項資產、投資物業、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持有至
到期的金融資產、於聯營公司的權益、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受限制銀行存款、短
期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未分配企業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須予報告分
部。由數個須予報告分部共同使用的資產根據個別須予報告分部取得的營業額進行分
配；及

• 除遞延稅項負債、銀行貸款、財務擔保負債及應付所得稅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須予
報告分部。由數個須予報告分部共同承擔的負債根據個別須予報告分部取得的營業額
進行分配。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計入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計量的金額：

	 		 		 印刷相關
	 廣告		 印刷		 物料貿易		 發行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增加（附註）	 6,027		 3,834		 171		 931		 10,963
折舊 2,607		 186		 155		 691		 3,639
攤銷費用 1,920		 12		 11		 78		 2,02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		 –		 3		 3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
 款項減值虧損 61		 –		 3,014		 –		 3,075
存貨減記撥回 –		 (1,409	)	 (1,192	)	 –		 (2,601	)
         

通常提供給主要經營決策者，但未計入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計量的金額：

	 		 		 印刷相關
	 廣告		 印刷		 物料貿易		 發行		 未分配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		 –		 –		 –		 1,135		 1,135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117,328		 –		 –		 –		 –		 117,328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		 –		 –		 –		 (465	)	 (465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收益 2,315		 –		 –		 –		 –		 2,315
利息收入 17,687		 1,527		 1,367		 4		 8,832		 29,417
融資成本 (812	)	 –		 –		 (2,268	)	 –		 (3,080	)
所得稅開支 (174	)	 –		 (630	)	 –		 (2,198	)	 (3,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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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計入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計量的金額：

     印刷相關
 廣告  印刷  物料貿易  發行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增加（附註） �,���  ���  ���  ���  �,��0
折舊 �,���  ���  ���  ���  �,���
攤銷費用 �,0��  �0  ��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  –  ��  ���
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  –  �0�  –  �,���
存貨減記撥回 –  –  (�,0�� ) –  (�,0�� )
         

通常提供給主要經營決策者，但未計入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計量的金額：

     印刷相關
 廣告  印刷  物料貿易  發行  未分配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  –  –  –  �,000  �,000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 –  –  –  (��,��� ) (��,��� )
利息收入 ��,���  ���  ���  ��  ��,��0  ��,���
融資成本 (��� ) (��� ) (��� ) (�,��� ) –  (�,��� )
所得稅開支 –  (�,��� ) (�,��0 ) –  (�,��� ) (�,��� )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遞延稅項資產、於聯營公司的權益、於共同控制實體
的權益、貿易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和受限制銀行存款。

本集團所有收入來源於中國市場，全部資產均位於中國，故並未呈列按地理位置進行的收
入及資產分析。

本集團的客戶群包括多種不同的客戶。本集團並無對單個客戶的收入達至或超過本集團收
入的�0%，因此並無對來自特定客戶的收入來源有重大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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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利息 26,980		 ��,���
非流動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歸利息收入 2,437		 ���   

利息收入總額 29,417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收益 121		 –
持有至到期的金融資產之收益 93		 ���   

 29,631		 ��,���   	 	

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入（按並非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類別）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貸款及應收款項（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 29,417		 ��,���
持有至到期的金融資產 93		 ���   

 29,510		 ��,���   	 	

4.	 其他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租賃收入(a) 7,544		 �,��0
政府補助(b) 600	 –
放棄代理費 2,525	 –
諮詢服務收入 330	 �0�
財務擔保收入 –	 ���
匯兌收益 2,690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1,063	 –
其他 232	 ���   

 14,9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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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a). 與截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租賃收入有關的總額約為人民幣�,���,000
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000元）的直接支出計入本年度行政開支。

(b). 政府補助是從中國政府獲取的無條件的對傳媒技術省級改造項目的補助。政府補助由
相關中國政府部門自行決定。

5.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之利息開支 3,080	 �,���
銀行承兌票據貼現費用 –	 ��   

 3,080	 �,���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2,782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中國企業所得稅 191	 ��
遞延稅項 29	 ���   

 3,002	 �,���   	 	

本公司為一家主要於中國從事提供報章廣告服務之企業。根據北京市朝陽區地方稅務局發
出之批文，本公司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年
度的稅率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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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內溢利

年內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639	 �,���
攤銷費用（計入行政開支） 2,021  �,���   

折舊及攤銷總額 5,660  �,���   

核數師酬金 1,560  �,��0
匯兌收益 2,69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  ���
樓宇經營租約租金 8,427  �,���

就金融資產確認的減值虧損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3,075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   

 3,075  �0,0��   

存貨減記撥回（計入銷售成本） (2,601	)	 (�,0�� )
僱員福利開支 53,843  ��,�0�
自損益賬扣除的存貨成本 397,299  ���,���  	 	

8.	 股息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
 （二零零九年：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人民幣0.�0元）  78,924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批准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元，合共人民幣��,���,000元。該等款項已從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留存收益撥付。

董事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共計人民幣��,���,000元。該擬派股息須經股東
於應屆股東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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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所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依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所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101,644	 ��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97,310		 ���,��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  0.52	 0.��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由於並無攤薄事件，因此每股基本盈利與每
股攤薄盈利相同。

10.	 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8,685	 ��,���
 －應收其他關聯方款項  38,261  ��,���
 －應收第三方款項  93,056  ���,�0�   

  140,002	 ���,�0�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5,380	) (��,0�� )   

貿易應收賬款  134,622	 ���,���   	 	

就呈報目的分析為：
非流動資產  1,868	 �,���
流動資產  132,754	 ���,���   

  134,6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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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於報告日期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80,100	 �00,���
四至六個月  24,139	 ��,���
七至十二個月  14,008	 ��,���
一至兩年  15,485	 ��,�0�
兩年以上  6,270  �,���   

  140,002	 ���,�0�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包括關聯方，但不包括若干分類廣告的廣告代理）的信貸期由發票日
期起計為期一週至三個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包括未過
期且未減值的結餘約為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00元）。本集團
並無就未過期且未減值的貿易應收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

在接受新客戶前，本集團銷售部門會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及按客戶釐定信貸額度。給
予客戶的信貸額度每年覆核一次。�0%（二零零九年：�0%）之貿易應收賬款既未過期亦未
減值，於本集團有良好過往記錄。

本公司與若干廣告代理訂立安排，容許代理在未來二至六年內清償有固定還款期的未償還
餘款。在訂立該等安排之前，本公司已評估該等客戶的還款記錄及還款能力。本集團將到
期日超過��個月的未償還餘款列為非即期貿易應收賬款，按實際利率法以攤餘成本入賬，
按介乎每年�.��%的利率計息（二零零九年：�.��%至�.��%）。

借方賬面總額約為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000元）已計入本集團
的貿易應收賬款結餘，該款項於報告日期已到期，而本集團並無作出減值虧損撥備。

對已過期但未減值的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逾期：
三個月內  24,139	 ��,���
四至六個月  7,004	 ��,���
七至十二個月  7,910	 ��,���
一至兩年  11,098	 ��,���
兩年以上  75	 ���   

	 	 50,2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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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過期但未減值的貿易應收賬款涉及多名獨立客戶，是銷售給可確認及資信可靠的獨立客
戶。這些根據信貸條款交易的客戶經過信貸驗證程序。根據以往的經驗，管理層認為，
毋須就有關結餘作出減值撥備，因為信貸質素並無重大改變，有關結餘仍被視為可全部收
回。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

貿易應收賬款的減值虧損變動：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月一日 	 14,063	 �,���
確認的減值虧損  3,014	 �,���
撇銷無法收回的金額  –	 (�,��� )
就視作出售附屬公司取消確認  (11,697	) –   

十二月三十一日  5,380  ��,0��   	 	

在釐定貿易應收款項是否可收回時，本集團考慮由初始授出信貸當日起至報告日期期末，
有關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質素是否出現任何變動。由於客戶群較大及客戶之間互不關連，
故信貸風險之集中程度有限。

在貿易應收賬款的減值虧損中，合計結餘約為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000元）的貿易應收賬款按個別認定法減值。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之賬齡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逾期：
三個月內  –	 –
四至六個月  –	 –
七至十二個月  2,965	 –
一至兩年  559	 ��,���
兩年以上  1,856		 �,���   

  5,3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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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7,949	 �,�0�
 －應付其他關聯方款項  25,470	 ��,���
 －應付第三方款項  103,880	 ��0,���   

  137,299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付賬款結餘包括應付票據約為人民幣�0,���,000元
（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000元）。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20,392	 ���,���
四至六個月  14,031	 ��,���
七至十二個月  2,103	 ��,���
一至兩年  270	 ���
兩年以上  503	 ��0   

  137,299  ���,���   	 	

購買貨品的平均信貸期為�0至�0日。本集團訂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
信貸期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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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有三項：(�)廣告銷售，本集團營業額大部份來自該業務；(�)印刷，該
業務營業額包括來自北青物流安排印刷之刊物的印刷收入；及(�)印刷相關物料貿易，該
業務為供應及買賣（其中包括）新聞紙、油墨、潤滑劑、菲林、預塗感光液版及橡膠等物
料予包括商業印刷商在內的客戶。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之總營業額為人民幣���,���千元，較二零零九年下降�.��%（二零零九
年為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本公司所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0�,���千元，較
二零零九年下降��.��%（二零零九年為人民幣��0,���千元）。

二零一零年受中國政府加強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的影響，北青傳媒廣告收入亦受
到影響。在過去一年本集團經營團隊堅持創新、多種營銷手段並舉，通過運用新技術、
新舉措與廣告營銷相結合，積極探索新的經營模式，繼續佔據北京都市報廣告市場前
列。北青傳媒作為北京地區強勢主流媒體，依然在逆境中獲得了更多的機會，使本公司
主營業務來源－廣告收入在北京市平面媒體中所佔的市場份額依然穩定，同時本公司附
屬公司業績也呈現大幅增長趨勢，成為本集團發展的一大亮點。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
的廣告業務收入為人民幣���,���千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升0.��% （二零零九年為人民幣
���,0��千元）。

二零一零年，本公司附屬公司河青傳媒所經營的《河北青年報》的品牌影響力不斷攀升，
由此帶動了《河北青年報》內容質量和媒體競爭力的大幅提升，河青傳媒的經營狀況和盈
利能力也相繼得到顯著改善，成功實現了經營業績的跨越，�0�0年全年實現扭虧為盈，
廣告收入較�00�年增長��.�0%，年度盈利近�00萬元。

《河北青年報》採取「以活動促發行」策略，通過舉辦「讀者滑雪節」、「讀者童話節」、「開心
植樹節」、「河青開心農場」等一系列活動，實現了河北省省會市區的地區性優勢覆蓋和高
素質人群全方位覆蓋，拓寬了徵訂渠道，優化了讀者人群。二零一零年《河北青年報》已
形成自成特色的發行優勢，即石家莊市區零售量連續�年佔據絕對第一；相比較當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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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報紙，擁有較明顯的獨佔優勢，獨佔讀者比例超過�0%，讀者的忠誠度高達��.�%。
《河北青年報》因而擁有了更具性價比的媒體傳播平台、更具創意和活動推廣能力的廣告
團隊及豐富多樣的廣告產品。其中「河青團購」，已經成為河北省會一個響亮的品牌，是
石家莊市媒體與商家合作活動營銷的經典代表。

二零一零年河青傳媒與河北出版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協議約定以各自優勢資源
強強聯合，充分發掘河北市場機會，該協議的簽訂將進一步鞏固河青傳媒於河北省內之
領先市場地位。

本公司附屬公司北青茜茜專注於代理高檔女性時尚期刊《CéCi姐妹科學》雜誌的廣告經營
業務，二零一零年《CéCi姐妹科學》相比二零零九年廣告業績上升趨勢依然顯著。作為亞
洲新時尚的代表，《CéCi姐妹科學》一直致力於推動不斷創新的亞洲文化發展，二零一零
年七月，為了更好地推廣中國的陶瓷文化，《CéCi姐妹科學》雜誌整合多方資源，成功推
出了「中國陶瓷T恤」系列，借助上海世博的契機，以「將陶瓷藝術時尚化」為宗旨，打造強
勢宣傳平台，讓世界通過陶瓷藝術觸摸到中國文化的豐富底蘊，《CéCi姐妹科學》通過一
系列的市場活動塑造了自身良好的品牌形象。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進一步整合內部資源，擴展投資思路，實現了投資模式的多元化。本
集團先後投資設立了以經營全新的航空媒體版塊為主的運營主體－北青航媒，設立經營
全國連鎖網吧業務為主的全資附屬公司－中網視通，參與科印傳媒股份化改制和投資蘇
州華映文化產業投資企業等。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整合首都機場T�航站樓LED業務與《中國民航報TOP時空》業務，投資
設立北青航媒，打造了全新的航空媒體版塊，以北青航媒為基礎，本集團將大力發展全
國機場LED聯播網、航空平面媒體、航空戶外媒體等業務。推動本集團發展成為全國領
先的跨媒體航空傳媒集團。

作為戰略投資者，北青傳媒參與了科印傳媒股份化改制。科印傳媒隸屬中國印刷集團，
主營印刷專業期刊、圖書、互聯網及印刷物料電子商務。投資科印傳媒，旨在於現有北
青物流業務基礎上，進一步將產業鏈向印刷媒體、印刷行業展會、印刷物料電子商務、
字庫等領域延伸，做強本集團的印刷領域業務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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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國家扶持和鼓勵網吧的連鎖化、規模化、專業化、品牌化，支持和引導非連鎖網吧
向連鎖業態發展的趨勢和政策，北青傳媒全資成立了中網視通，主要目的是通過整合收
購全國網吧進行經營全國網吧連鎖業務。

此外，北青傳媒二零一零年成功投資蘇州華映文化產業投資企業，該企業預期投資總額�
億元人民幣，由蘇州高新創業投資集團與新加坡華映資本聯合發起，以傳媒、影視、文
化、互聯網為主要投資方向。

以上一系列投資舉措推動了本集團投資模式的多元化，並使本集團的媒體平台對受眾人
群的覆蓋更加立體，形成了報紙、雜誌、網絡、航空的立體傳播。本集團為廣告客戶提
供的整合營銷媒體投放組合平台也更趨完善與合理，廣告客戶可於本集團內部媒體中選
擇跨渠道、跨媒體、跨地域等各種投放組合，從而獲得超值回報。

行業回顧

二零一零年北青傳媒繼續保持行業領先地位，佔據房地產、汽車等重點廣告投放行業的
優勢。通過運用新技術、新舉措與廣告營銷相結合，積極探索新的經營模式，以品牌推
廣活動帶動相關行業廣告投放，舉辦論壇及展會，進一步深化了公司與房地產、汽車行
業的緊密合作關係，鞏固了北青傳媒品牌在汽車、地產等重點廣告投放行業的絕對優
勢。

另外，本集團通過強化《尚色》時尚雜誌的執行團隊等方式將優勢擴大到奢侈品等行業。
此外，本集團其他業務也取得良好的發展勢頭；來自本集團外的印刷業務亦維持了良性
的增長。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將繼續以銷售報章廣告為核心業務，同時致力發展多媒體業務，整合
集團資源，優化結構，夯實經營基礎。

廣告業務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來自廣告銷售的營業額為人民幣���,���千元，佔總營業額的��.��%，
較二零零九年上升0.��%（二零零九年為人民幣���,0��千元，佔總營業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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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注重創新，通過探索廣告經營新模式，以品牌推廣活動帶動相關行業廣告投放，
涉足展會新行業、舉辦汽車展覽會、房地產論壇及展會，二零一零年繼續鞏固了北青傳
媒品牌在汽車、地產等重點廣告投放行業的絕對優勢，直接拉動了汽車行業的廣告投放
金額大幅上升。

同時本集團也積極運用新技術、新舉措與廣告營銷相結合。結合�D技術的廣泛應用，
《北京青年報》在二零一零年九月推出北京地區首份制作精良，立體效果明顯的�D房展特
刊，受到客戶廣泛好評。當期特刊廣告收入顯著，有效地拉動了廣告投放、提升了市場
份額。

在營銷手段上進一步強化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意識，積極開拓新客戶，培育新的業務增
長點；為零投放廣告客戶量身定制營銷方案，積極搭建整合營銷的溝通平台；以本集團
多種資源為客戶服務，既避免以單純的低價格吸引客戶，影響廣告價格體系，同時又可
使本集團的資源利用最大化，為本公司增加額外收入。廣告經營在內部管理上更加注重
流程管理和團隊建設，創造規範化的工作環境，提高經營效率，有效地預防和控制了財
務隱患和風險；並根據市場需要推出了客戶關係管理短信平台，主要應用於客戶關係管
理，在登門拜訪、電話聯繫等傳統方式之外，豐富了廣告部客戶服務人員為廣告客戶提
供服務的手段。

印刷業務及印刷相關物料貿易

本集團透過旗下的北青物流從事印刷業務及印刷相關物料貿易。二零一零年，本集團來
自印刷業務及印刷相關物料貿易的營業額分別為人民幣��,0�0千元及人民幣���,���千元
（二零零九年分別為人民幣�0,���千元及人民幣�0�,���千元），比二零零九年分別上升
��.�0%及下降��.��%。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一日，北青物流設立北京青年報數碼印刷中心，使北青物流成為北
京市第一家生產影像及數字印刷企業。該中心的設立旨在打造涵蓋商業影像拍攝、平面
設計輸出前介入、數字印刷輸出和現場後期裝訂成品的完整服務的產業鏈。這將進一步
帶動本集團印刷業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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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籌辦活動

二零一零年，本公司繼續主辦了二零一零年北京汽車展覽會，協辦了二零一零年北京四
季房展，並作為獨家指定戰略合作報媒參與了二零一零年北京國際車展，舉辦了汽車行
業的「賽道風雲評選」 等活動。

以「創造快樂汽車生活、迎接綠色汽車社會」為主題的二零一零北京汽車展覽會，於八月
十二日至十五日在奧林匹克公園國家會議中心順利舉行。為期�天的展會匯集了三十多家
一線汽車品牌和一百五十多種市場主流車型，吸引了十餘萬觀眾現場觀展，累計銷車共
�0��台。此次展會，面積擴大、品牌增加。眾多汽車品牌以大區形式參展。日產瑪馳、
現代瑞納、三菱勁炫都將本次車展作為在北京上市發佈的第一站。北京汽車展覽會正在
成為汽車廠商新車進入北京市場的發佈平台。新車型的增加與展位標準的提升，使本集
團傾力打造的北京汽車展覽會向B級車展走出了堅實的一步。本次車展延續了往屆一系列
帶有人文色彩和公益性質的活動，「二零一零北京汽車模特大賽」獲得了上海汽車榮威品
牌的贊助，其他多項活動也獲得了商家認可與支持。二零一零北京汽車展覽會，已經成
為汽車廠家、經銷商和廣大北京市民交流互動的平台。

自二零一零年八月份開始，北青傳媒策劃主辦了「魅力京郊榜－讀者最滿意的假日棲居
地」評選活動。活動覆蓋了渡假村、農家樂、溫泉、採摘、滑雪、高爾夫等幾乎休閒遊的
所有項目，北京京郊各區縣上百家旅遊景點和項目參與了評選，打開了與京郊豐富的旅
遊資源聯繫的窗口，促進了旅遊廣告的投放。

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世界環境日，北青傳媒承辦了「綠行天下 綠動生活」健走活動，向
社會傳達低碳環保、追求健康的生活理念，引發人們對環境保護、身體健康的關注。此
外，本公司還協助新百倫在奧林匹克森林公園舉辦了「新百倫愛跑�公里城市系列賽」—北
京站活動。該類結合社會熱點推出的活動，都取得了較好的廣告收入和良好的品牌宣傳
效果。

前景展望及未來計劃

二零一一年，由本集團投資運營的《尚色》時尚雜誌強化了與北京市婦聯的合作關係，
將以《尚色SUNSHINE職業女性》的形式全新面世，作為一本關注白領女性個人成長和生
活品質的職場時尚刊物，《尚色SUNSHINE職業女性》將進一步圍繞目標人群，在美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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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文藝娛樂、時尚生活、社會關懷、健康情感上給女性讀者提供豐富而精美的文本，
成為富有智慧和活力的女性職場伴侶、時尚生活伴侶。大開本印制的《尚色SUNSHINE職
業女性》將與《CéCi姐妹科學》一起打造本集團的時尚期刊業務，強化本集團在美容、珠寶
等奢侈品行業的地位。

同時本集團將繼續以各成員公司現有業務為基礎，做強做大航空媒體業務、印刷傳媒及
相關產業鏈等業務。將以推進本集團平面媒體數字化轉型及為優勢廣告行業實現跨媒體
投放為核心，積極尋求於互聯網、手機、電子閱讀器等領域之突破性發展，分享高速發
展的新傳媒市場機遇；並將進一步開拓基於高端教育、旅遊等行業的專業傳媒業務。

本集團基於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及各級員工的共同努力，希望通過以上的發展計劃能
打造一個更龐大的媒體平台，成為中國領先的跨媒體平台企業，為股東謀求最大的回
報。

財務狀況及營運業績

1.	 營業額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之營業額為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千
元），較二零零九年下降�.��%。其中廣告銷售收入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
年：人民幣���,0��千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升0.��%；印刷收入人民幣��,0�0千元
（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千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升��.�0%；印刷相關物料貿
易收入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千元），較二零零九年下降
��.��%。

2.	 銷售成本和經營開支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之銷售成本為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千
元），較二零零九年下降�.��%；經營開支為人民幣��,�0�千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千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升��.��%。經營開支佔二零一零年本集團營業額的
�.�0%（二零零九年：�.��%），主要包括銷售及分銷開支和行政開支。

3.	 毛利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之毛利為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0千元），
較二零零九年下降�.��%。毛利率��.�0%（二零零九年：��.��%）。

4.	 本公司所有人應佔溢利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之本公司所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0�,���千元（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0,���千元），較二零零九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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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二零零九年：每股人民幣0.�0元）。

6.	 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為人民幣���,��0千元（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其中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土
地使用權預付款項、投資物業及無形資產，分別為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人民幣��,�00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千元）及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
及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為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0千元），及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為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000千元），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為人民幣�,�00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另外貿易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受
限制銀行存款及遞延稅項資產為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
元）、人民幣��,000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千元）及人民幣
�,0��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

7.	 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人民幣�,���,0��千元（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流動資產主要包括銀行結餘及現
金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短期銀
行存款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受
限制銀行存款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
存貨為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貿易應
收賬款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其他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人民幣��,��0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千元），持有至到期的金融資產為人民幣�,000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0,000千元），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為人民幣0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千元），土地使用權預付款項為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流動負債主要包括銀行貸款人民幣�0,000千
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貿易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
計費用、遞延收入、應付非控股股東股息、應付所得稅和財務擔保負債分別為人民
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人民幣���,���
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人民幣�,�00千元（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千元）和人民幣0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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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保持了穩定的現金流量。銀行結餘及現金和短
期銀行存款共計人民幣�,���,���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千
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本借款比率（按計息借款淨額除以本公司
所有人應佔權益之百分比），計算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本與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與負債比率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該等資本負債比率由集團資本總額除以負債總額得出）。

稅項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00�千元（二零零
九年：人民幣�,���千元），較二零零九年下降��.��%，且本集團的實際稅率則由二零零
九年度�.��%下降至二零一零年度�.��%。中國稅務機關給予本公司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
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共五年的所得稅豁免優惠。

銀行借款、透支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為人民幣�0,000千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千元），銀行貸款按�.��厘（二零零九年：�.��厘）之年息計息。

融資成本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為人民幣�,0�0千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千元）。

五年業績摘要

	 截止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759,473	 ���,���  �,0��,���  ���,���  ���,���
年內溢利 103,682	 ���,���  ��,���  �0,���  ��,���
本公司所有人應佔溢利 101,644	 ��0,���  �0,�0�  �0,���  ��,���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0.52	 0.��  0.�0  0.0�  0.��         



- ��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資產總額 1,767,446	 �,���,�0�  �,��0,���  �,��0,�0�  �,���,�0�
負債總額 361,313	 ���,���  �0�,0��  ���,���  �0�,�0�
本公司所有人應佔權益 1,382,051	 �,���,���  �,���,���  �,���,���  �,���,�0�
年末每股股東權益（人民幣元） 7.00	 �.��  �.��  �.��  �.��         

上市募集所得款項運用情況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的全球發售共籌得���,0��千港元所得款項淨額，根據本公司在招
股書中披露的所得款項計劃用途及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實際使用情況詳列如
下：

	 計劃用途預算	 實際
	 使用金額	 使用金額
 港元 港元

發展周末報章 約�億 未動用
發展集中報導個人理財、生活時尚及
 文化資訊之若干專題類期刊 約�,000萬 約�,���萬
投資於北京的電視行業 約�.�億 未動用
收購其他傳媒業務 約�.�億 約�.�億
一般營運資金 約�,000萬 約�,000萬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所募集的部份資金尚未動用，主要原因是：

‧ 發展及出版周末報章及專題期刊的籌辦期比預期更長，而且本公司一直採取比較審
慎的投資策略，沒有足夠的市場環境支持，不會貿然投資；

‧ 中國政府尚未放鬆對外資企業參與電視行業的限制，導致本公司在這方面的發展被
拖慢；

‧ 由於傳媒行業尤其是報章及其他媒體在中國屬於敏感行業，受有關政府機構的限制
較多，故此，亦導致本公司在多個收購行動中花費頗長的談判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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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一直不排除朝著本公司招股說明書所述的目標方向尋求發展的機
會，並相信在二零一一年將會動用所募集資金按照本公司招股說明書中所列用途作業務
發展用途。

資本架構

	 	 佔股本
	 股數	 總額比例
  （%）

內資股股東
 －北京青年報社 ���,���,��� ��.��%
 －北京知金科技投資有限公司 �,���,000 �.��%
 －中國通信廣播衛星公司 �,���,��� �.��%
 －北京經開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 �.��%
 －神州電視有限公司 �,���,�00 �.�0%  

 ���,�0�,000 ��.��%
流通H股（註） ��,�0�,000 ��.��%  

總股本 ���,��0,000 �00% 	 	

註： 包括MIH Print Media Holdings Limited所持有流通H股��,���,000股，佔本公司股本總額比
例�.�0%。

資本性開支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之資本性開支包括辦公設備、無形資產開支及投資物業為人民幣�,�00
千元（二零零九年為人民幣�,��0千元）。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之資本性開支主要包括與業務
策略一致之開支。

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中國光大銀行簽訂委託貸款協議，根據協議
本公司以總額為不超過人民幣��,000千元為北青茜茜提供貸款。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中信銀行簽訂委託貸款協議，根據協議本公
司以總額為不超過人民幣�,000千元為北青茜茜提供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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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中國光大銀行簽訂委託貸款協議，根據協議
本公司以總額為不超過人民幣�0,000千元為河青傳媒提供貸款。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廣東發展銀行簽訂委託貸款協議，根據協議
本公司以總額為不超過人民幣�,�00千元為北青鼎力提供貸款。

管理層預期上述在正常業務過程中發生之擔保不會引致重大負債。

重大投資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全資設立中網視通，註冊資本為人民幣�0,000千元。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出資�0,000千元人民幣與終端廣告共同設立北青航媒，註
冊資本為人民幣���,��0千元，其中本公司出資額佔北青航媒註冊資本的��%。

除上述投資外，本公司在二零一零年度無其他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資產

本公司在二零一零年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資產行為。

外匯風險

本公司以人民幣為功能貨幣，國內業務主要以人民幣結算。然而有特定的應付款項以外
幣（主要為港元）結算。因此，本公司在若干程度上承受匯率波動風險。本集團的經營業
務之現金流量或流動資金不受任何匯率波動影響。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成立一個審計委員會，以審核、監督及調整本集團的財務
呈報過程及內部監控。審計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應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與董事
商討有關本公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度之全年經審核
綜合財務報表，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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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及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訂的《上市公司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及其不時的修訂本，作為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操守守則。經向本公司董事及監事充分諮詢後，所有董事及監事均確認於截至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遵守標準守則規定之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任何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業績及股息

二零一零年度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千元，除稅前溢利約為人民幣�0�,���千
元，本公司所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0�,���千元。根據本公司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
日之招股章程，董事可酌情決定是否派付本公司之股息及任何該等金額。本公司於二零
一一年三月十八日（星期五）舉行年度董事會會議，以提呈決議案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除稅前），合共約人民幣��,���千
元。倘利潤分配預案獲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批准，則末期
股息將派付予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的股東。

根據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與其他相
關規定，本公司須於向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分派末期股息前按�0%
的稅率預扣企業所得稅。以非個人登記股東名義登記（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其他代名人、信託人或其他團體及機構）的股份，將視為由非居民企業股東持有，因
此應收股息須預扣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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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首尾兩日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二零一零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
票以及有資格收取股息，本公司H股持有人須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四
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交回本公司於香港的H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樓����–����室。

公司管治

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完全遵守《上市規則》附錄��《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中列載的守則條文。

業績公佈及年報的刊登

本業績公佈將於本公司網址www.bjmedia.com.cn及香港聯交所網址www.hkex.com.hk刊
登。載有上市規則所有規定資料的二零一零年年報將寄予股東並可於上列網址查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延平

中國北京，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延平、張雅賓及孫偉；非執行董事劉涵、徐
迅、李義庚、李世恒及吳佩華，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曾慶麟、武常岐及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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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審計委員會」 指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

「北京市婦聯」 指 北京市婦女聯合會

「北青茜茜」 指 北青茜茜廣告（北京）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北青鼎力」 指 北京北青鼎力傳媒廣告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附屬公
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北青航媒」 指 北青航媒廣告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北青物流」 指 北京青年報現代物流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本公司」或「我們」或 指 北青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青傳媒」

「公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內資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人民幣�.00元的普通股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普通股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0元在海外上
市的外資股

「河青傳媒」 指 河北河青傳媒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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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河北青年報社」 指 河北青年報社，河青傳媒的主要股東

「科印傳媒」 指 北京科印傳媒文化有限公司

「法晚傳媒」 指 法晚傳媒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

「主板」 指 香港聯交所主板

「母公司」或「北京青年 指 北京青年報社，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報社」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
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上海世博會」 指 中國�0�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

「監事」 指 本公司監事

「終端廣告」 指 北京終端廣告傳媒有限責任公司

「中網視通」 指 北京中网視通科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全資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