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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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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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11

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公布

摘要

• 營業額由港幣2,109百萬元增加至港幣2,365百萬元，增幅為12%。

• 成本總額維持平穩，為港幣1,338百萬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332百萬元）。

• 股東應佔溢利由港幣584百萬元增加至港幣719百萬元，及每股盈利由港幣1.33

元增加至港幣1.64元，增幅為23%。此乃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的新高紀錄。

• 董事局宣告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45元（二零一零年：每股港幣0.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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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本公司」或「無綫電視」）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如
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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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2,365,288 2,108,619

銷售成本  (839,948) (849,671)
   

毛利  1,525,340 1,258,948

其他收益 4  19,659 11,192

銷售、分銷及播送成本  (231,703) (237,271)

總務及行政開支  (266,142) (245,109)

其他收益，淨額  9,662 9,448

融資成本  (2,004) (1,947)

應佔（虧損）╱溢利：
 共同控制實體  (1,164) 2,519
 聯營公司  (28,951) (47,220)
   

扣除所得稅前溢利 5  1,024,697 750,560

所得稅開支 6  (305,245) (165,929)
   

期內溢利  719,452 584,631
   

溢利應歸屬予：
 本公司股東  718,604 584,437
 非控股權益  848 194
   

  719,452 584,631
   

按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計算之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7  港幣1.64元 港幣1.33元
   

股息 8  197,100 15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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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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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719,452 584,631
   

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異  6,905 3,69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6,905 3,69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26,357 588,32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應歸屬予：
 本公司股東  725,472 588,111

 非控股權益  885 21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26,357 58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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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結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器材及設備  2,431,724 2,489,035
 投資物業  11,820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55,609 –
 商譽  176,667 175,840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11,429 12,593
 聯營公司權益 9  567,720 581,39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 3
 遞延所得稅資產  28,331 33,454
 預付款 10  – 74,512
   

非流動資產總額  3,283,303 3,366,827
   

流動資產
 節目及影片版權  364,379 315,868
 盤存  13,303 11,232
 貿易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
  預付款及按金 10  1,526,610 1,441,396
 可收回的稅項  3,764 249
 抵押銀行存款  7,464 6,885
 三個月後到期的銀行存款  92,628 211,64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07,199 2,679,151
   

流動資產總額  4,915,347 4,666,429
   

   

資產總額  8,198,650 8,033,256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21,900 21,900
 其他儲備 13  846,361 818,244
 保留盈餘
 －中期╱末期股息 8  197,100 722,700
 －其他  5,398,275 4,898,020
   

  6,463,636 6,460,864
非控股權益  28,039 27,154
   

權益總額  6,491,675 6,48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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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結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1  219,887 231,107

 遞延所得稅負債  156,334 174,112

 退休福利責任  5,647 5,847
   

非流動負債總額  381,868 411,06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
  及應計費用 12  762,629 757,900

 當期所得稅負債  537,014 350,974

 借貸 11  25,464 25,298
   

流動負債總額  1,325,107 1,134,172
   

   

負債總額  1,706,975 1,545,238
   

   

權益及負債總額  8,198,650 8,033,256
   

流動資產淨額  3,590,240 3,532,25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6,873,543 6,899,084
   



6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獨立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由本
公司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審閱準
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該核數師所
發出的無重大修訂之審閱報告載於即將寄發予股東的中期報告內。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亦已經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審閱。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
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此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參考。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述的會計政策一致。

投資物業之定義是為了賺取租金或達致資本增值或同時達致此兩項目的而持有之
物業。本公司已運用成本模式處理其投資物業。投資物業是按成本減去累計折舊
及累計減值虧損列帳。投資物業之成本由其購買價及任何直接應佔開支所組成。

就土地使用權支付之一次性預付款於使用權有效期間以直線法於綜合收益表支銷。

中期所得稅乃按照年度預期總盈利適用的稅率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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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強制生效並與其
業務相關的新增或經修訂的準則及準則之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有關連人士披露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 代表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零年刊發的年度改進項目對現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採納此等新增或經修訂的準則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
財務狀況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已頒布但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期間尚未生
效之新增或經修訂的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本集團正在評估該等新增或經修
訂的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於初次應用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所造成
的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者就分配資源予分部及評估分部表現所審閱之報告來釐
定其營運分部。

分部是根據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性質而分開管理。分部表現是根據營運業績評估，
而誠如下表所述，營運業績的計算在某些方面是與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中的扣除所
得稅前溢利的計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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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營運分部分析如下：

 香港  海外衛星
 地面電視 節目發行 收費電視
 廣播 及分銷 業務 台灣業務 頻道業務 其他業務 抵銷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客戶 1,232,362 357,971 192,514 416,778 106,784 58,879 – 2,365,288
 分部間 4,418 66,605 189 2,416 8,213 3,060 (84,901) –
        

總額 1,236,780 424,576 192,703 419,194 114,997 61,939 (84,901) 2,365,288
        

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 542,122 284,490 54,491 145,926 21,402 6,381 – 1,054,812
        

利息收入 10,337 1,046 79 513 – 1,306 – 13,281
融資成本 – – – (2,004) – – – (2,004)
折舊及攤銷 (86,178) (1,321) (2,142) (21,910) (54) (6,076) – (117,681)

添置非流動資產* 29,967 774 4,656 4,975 3 4,969 – 45,344
        

* 非流動資產包含商譽、物業、器材及設備、投資物業及土地使用權。有關金額不包括轉自預付款的港幣74,512,000元款項，
原因為有關款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在添置非流動資產之內匯報。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客戶 1,109,912 276,741 182,521 344,909 153,457 41,079 – 2,108,619
 分部間 5,113 60,260 177 2,661 7,606 3,376 (79,193) –
        

總額 1,115,025 337,001 182,698 347,570 161,063 44,455 (79,193) 2,108,619
        

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 402,793 197,974 54,253 103,587 42,683 (6,029) – 795,261
        

利息收入 4,320 444 68 217 – 114 – 5,163
融資成本 – – – (1,947) – – – (1,947)
折舊及攤銷 (101,760) (1,649) (2,507) (20,678) (77) (4,427) – (131,098)

添置非流動資產# 20,304 325 1,043 3,395 3 9,779 – 34,849
        

# 非流動資產包含商譽以及物業、器材及設備（包括有關資本開支的預付款，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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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與扣除所得稅前溢利的對帳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予呈報的分部溢利 1,054,812 795,261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溢利 (1,164) 2,51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8,951) (47,220)
  

扣除所得稅前溢利 1,024,697 750,560
  

期內本集團之對外客戶營業額按地理位置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346,675 1,255,440
台灣 418,893 347,937
美國及加拿大 115,869 116,786
澳洲 63,269 54,741
歐洲 33,962 34,225
中國內地 110,690 85,756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 258,381 200,512
其他國家 17,549 13,222
  

 2,365,288 2,108,619
  

4.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13,281 5,163
其他 6,378 6,029
  

 19,659 1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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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扣除所得稅前溢利
以下項目已於期內扣除所得稅前溢利支銷╱（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117,232 131,098
土地使用權攤銷 449 –
節目、影片版權及盤存成本 538,543 570,900
匯兌收益淨額 (9,662) (9,448)
  

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乃分別以稅率16.5%（二零一零年：16.5%）及以本集團營運所在
國家之現行稅率撥備。所得稅開支乃按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加權平均年
度所得稅稅率之最佳估計而確認。

在簡明綜合收益表支銷的所得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香港 118,645 119,531
－海外 80,781 35,486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187) (213)
－過往年度額外撥備（附註） 118,000 –
遞延所得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轉回 (11,994) 11,125
  

 305,245 165,929
  

附註：
於二零零四年，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對本集團進行稅務審核，而本集團自此接獲
稅務局有關由一九九八╱九九至二零零四╱零五連續七個課稅年度就本集團在海
外進行的節目發行及分銷業務的溢利發出保障性利得稅評稅通知書，而本集團已
提出反對。在此等評稅所徵收的額外稅項總額中，本集團就一九九八╱九九至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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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續）
零四╱零五連續七個課稅年度分別透過購買港幣23,990,000元、港幣23,561,000元、
港幣20,205,000元、港幣35,028,000元、港幣49,365,000元、港幣53,809,000元及港幣
56,199,000元的儲稅券而獲有條件暫緩繳付評稅款額。本集團已購買的儲稅券總額
為港幣262,157,000元（見附註10）。預期往後的課稅年度（由二零零五╱零六至二零
一零╱一一課稅年度）亦會出現類似的額外評稅。

本集團目前仍與稅務局進行商討以解決有關由一九九八╱九九至本年度之整段期
間的爭議。根據與稅務局進一步交換看法，以及儘管稅務審核本身存在不明朗因
素，管理層認為適宜作出港幣118百萬元的進一步撥備，原因為管理層相信此將足
以涵蓋由二零零四╱零五至二零一零╱一一課稅年度之或然稅務風險。

因此，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由一九九八╱九九至二零一零╱
一一課稅年度之港幣457百萬元估計稅務風險作出合共港幣324百萬元之撥備（包括
於以往年度作出之港幣206百萬元撥備）。管理層認為有關稅務撥備為適當而並非
過多。

管理層將繼續監察稅務審核的進展，並悉力捍衞本集團的立場。由於稅務審核本
身存在不明朗因素，稅務爭議的結果可能與所提撥的金額不同，而這種差異將影
響就有關年度所釐定的所得稅撥備。

7.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按股東應佔本集團溢利港幣718,604,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584,437,000
元）及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
438,000,000股計算。由於沒有發行具攤薄性的潛在股份，因此毋須列出全面攤薄的
每股盈利。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呈報期完結後宣派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港幣0.45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35元） 197,100 153,300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1.65元，共港幣
722,700,000元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獲股東批准並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
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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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聯營公司權益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投資成本 542,598 528,872
減：應佔累計虧損 (701,142) (672,191)
  

 (158,544) (143,319)
聯營公司借貸 719,212 719,212
應收聯營公司的利息 7,052 5,497
  

 567,720 581,390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值 542,598 528,872
  

10. 貿易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部分
資本開支的預付款 – 74,512
  

流動部分
應收款：
 共同控制實體 268 3,447
 聯營公司 403,068 355,201
 有關連人士 71,508 65,383
貿易應收款（附註） 1,000,876 1,011,040
  

 1,475,720 1,435,071
減：應收款的減值虧損撥備：
   聯營公司 (276,609) (276,609)
   第三方 (96,857) (95,998)
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 162,199 172,974
儲稅券（附註6） 262,157 205,958
  

 1,526,610 1,441,396
  

總額 1,526,610 1,515,908
  

附註：
本集團實施信貸政策管理，向本集團大部分符合信貸評估標準的客戶提供四十日
至六十日的平均信貸期，其餘客戶則需貨到付款、預先付款或由銀行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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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續）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包括來自共同控制實體、
聯營公司及有關連人士的貿易應收款帳齡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497,204 498,449
一至兩個月 220,619 258,614
二至三個月 165,614 169,313
三至四個月 91,133 102,970
四至五個月 24,961 43,173
五個月以上 476,189 362,552
  

 1,475,720 1,435,071
  

貿易應收款：
 第三方 1,000,876 1,011,040
 共同控制實體、聯營公司及有關連人士 474,844 424,031
  

 1,475,720 1,435,071
  

11. 借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貸：
 非流動 219,887 231,107
 流動 25,464 25,298
  

銀行借貸總額 245,351 256,405
  

12. 貿易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
 共同控制實體 1,540 –
 聯營公司 2,603 960
 有關連人士 5,882 7,432
 第三方 69,142 73,379
  

 79,167 81,771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683,462 676,129
  

 762,629 75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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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續）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包括應付予共同控制實
體、聯營公司及有關連人士之貿易應付款帳齡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55,283 47,665
一至兩個月 19,225 24,381
二至三個月 3,015 3,582
三至四個月 445 1,043
四至五個月 206 985
五個月以上 993 4,115
  

 79,167 81,771
  

13. 其他儲備
     資本贖回
 股份溢價 普通儲備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結餘 602,026 70,000 864 82,298 40,118 (72,212) 723,094
匯兌差異：
－本集團 – – – – – 3,674 3,674
轉撥自保留盈餘 – – – 11,839 – – 11,839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602,026 70,000 864 94,137 40,118 (68,538) 738,607
       

匯兌差異：
－本集團 – – – – – 78,533 78,533
於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
 （並無因此失去控制權） – – (25) – – – (25)
轉撥自保留盈餘 – – – 1,129 – – 1,129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602,026 70,000 839 95,266 40,118 9,995 818,244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結餘 602,026 70,000 839 95,266 40,118 9,995 818,244
匯兌差異：
－本集團 – – – – – 6,868 6,868
轉撥自保留盈餘 – – – 21,249 – – 21,249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602,026 70,000 839 116,515 40,118 16,863 84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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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局宣告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已發行的438,000,000股每
股面值港幣0.05元的普通股股份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45元。中期股息將以現金派發
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而股息單將於二零一一年十
月四日或相近日子寄發予股東。

業務回顧

期內經營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本集團的營業額錄得港幣2,365百萬元
（二零一零年：港幣2,10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2%。銷售成本為港幣840百萬元（二
零一零年：港幣85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期內毛利為港幣1,525百萬元（二零一
零年：港幣1,259百萬元）。期內毛利的增加，主要由於香港地面電視廣播業務之強勁表
現，營業額增加港幣122百萬元。

期內的銷售成本中包括節目、影片版權及盤存成本為港幣539百萬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571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6%。

期內的銷售、分銷及播送成本為港幣232百萬元（二零一零年：港幣237百萬元），較去年
同期減少2%。

期內的總務及行政開支則為港幣266百萬元（二零一零年：港幣24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9%，反映出經營成本（主要是薪酬開支）普遍上升。

本集團期內應佔聯營公司無綫收費電視控股有限公司（「無綫收費電視控股」）之虧損由港
幣47百萬元減至港幣29百萬元。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無綫收費電視有限公司（「無
綫收費電視」）應向無綫電視支付的頻道供應特許費用由每年港幣200百萬元降至每年港
幣100百萬元。由於節目成本減少，無綫收費電視控股之期內表現取得重大改善。

整體而言，本集團的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719百萬元（二零一零年：港幣584百萬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23%。每股盈利為港幣1.64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33元）。此乃上半年股
東應佔溢利的新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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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業務

香港地面電視廣播

廣告收益

香港地面電視廣播之營業額於期內錄得11%的非常可觀增長，由港幣1,115百萬元增加至
港幣1,237百萬元。

護膚和奶粉類別的廣告消費增長繼續領先其他廣告類別，於期內保持強勁增長，而本
集團亦喜見流動電話、數碼相機及寬頻╱3G網絡供應商於期內的廣告消費增長亦非常
強勁。另一方面，超級市場和餐飲此兩大類別的廣告消費亦見增長，惟增長步伐較為平
穩。

由於本集團對準重點出擊的銷售攻勢，旗下的數碼地面電視頻道的收益以及涵蓋本集
團多元產品組合的綜合廣告套餐（包括模擬頻道、數碼地面電視頻道、互聯網及雜誌出
版）的銷售均錄得強勁增長。

地面電視頻道表現

期內，無綫電視繼續在地面免費電視市場穩佔高收視百分比－翡翠台1 於平日黃金時段3

的平均收視百分比為86%2（二零一零年：85%2），而明珠台於每周黃金時段4的平均收視
百分比為78%2（二零一零年：75%2）。

在眾多的自製劇集當中，由謝天華、張智霖、楊怡及胡杏兒領銜主演的「魚躍在花見」是
期內的最高收視劇集。該劇以日本北海道為背景，講述兩兄弟力爭成為壽司師傅而互
不相讓、奮力拼搏的故事。該劇的每集結束前亦加插了額外的娛樂完素，為觀眾帶來有
關壽司文化的實用心得和資訊。該劇平均錄得31收視點5及94%收視百分比。期內其他受
歡迎的劇集還包括「怒火街頭」及「點解阿Sir係阿Sir」，分別平均錄得30收視點及29收視
點。此兩套劇集的主題曲使用饒舌加上搖滾的音樂風格，為過往劇集主題曲所少見。

1 於平日黃金時段，翡翠台乃定義為翡翠台及高清翡翠台合併計算（「總體翡翠台」）。
2 收視百分比(%)乃於某一特定時間，某特定頻道收視相對基準頻道總收視的百分比。基準中文頻道

為總體翡翠台及亞洲電視有限公司的本港台。基準英文頻道為明珠台及亞洲電視有限公司的國際
台。由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起，收視點5 的測量包括模擬廣播及數碼廣播。收視數據來源：CSM媒
介研究。

3 翡翠台的平日黃金時段為周一至周五晚上七時至十一時。
4 明珠台的每周黃金時段為周一至周日晚上八時至凌晨一時。
5 收視點為觀眾人數佔總電視人口之百分比。二零一一年之總電視人口為6,388,000人，因此，1收視

點即代表63,880人（總電視人口之1%）。收視數據來源：CSM媒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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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家有喜」是平日播放的半小時處境喜劇，故事圍繞一個家庭式經營的醫務所。該劇於
三月播映完畢，平均錄得23收視點及86%收視百分比。其後播放的「誰家灶頭無煙火」是
一套以一家人共聚晚飯為主調的家庭喜劇，於三月至六月期間平均錄得24收視點及84%

收視百分比。

在非戲劇類別方面，翡翠台繼續為觀眾提供豐富而多元化的節目選擇，令周末的節目內
容更豐富。嶄新遊戲節目「華麗明星賽」於周日黃金時段播映，由唱作組合草蜢擔任主
持，邀請城中一眾著名藝人及名人出任嘉賓。該節目極受觀眾歡迎，平均錄得27收視點
及89%收視百分比。全新的飲食節目「和味蘇」由大收旺場的烹飪遊戲節目「美女廚房」的
冠軍－美女廚神蘇玉華主持，再加上接力播映的「李純恩大食遊」和新一季的「為食總司
令」，以一浪接一浪的飲食節目，打造出周日以美食旅遊節目為鮮明主題的時段，而此
一系列的美食旅遊節目平均錄得23至25收視點。另一輯全新的綜藝節目「魔法擂台」於周
六黃金時段播映，為香港的魔術師提供大顯身手的舞台，該節目錄得22收視點及85%收
視百分比。

「愛的季節」活動是我們結合旗下不同頻道，以跨平台形式和全城同慶情人節的成功項
目。我們在翡翠台播放三套節目，呼應「愛的季節」與觀眾分享愛情故事的主題，包括改
編自幾米繪本，在台灣取景拍攝的單元劇系列「你們 我們 他們」；於平日晚上八時半播
放的「Only You 只有您」，以及於周日晚上播映的「心有靈犀」。縱觀無綫電視的各個頻
道，「魔法奇緣」成為明珠台情人節特備節目（共有八套情人節特備節目）的收視冠軍，
錄得6.4收視點及93%收視百分比。高清翡翠台的「不能結婚 kimchi 男」，以及J2台的「第
2回合我愛你」、「下一站，幸福」、「扮基追女仔」和「兄弟幫」中有關愛情相關主題的七
個單元，構築起愛意洋溢的「愛的季節」活動。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日本發生大地震和海嘯，我們亦在翡翠台、明珠台和互動新聞
台為觀眾提供跨頻道的全面新聞報導。翡翠台亦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至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五日期間播放有關日本大地震的一系列特備節目。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晚上現
場直播的「愛心無國界311燭光晚會」平均錄得26收視點。明珠台亦適時地播放相關紀錄
片。

為懷念顛倒眾生的荷里活影星伊莉莎伯泰萊的傳奇一生，明珠台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播映了一套回顧紀錄片以及伊人的經典電影「巨人」。

明珠台繼續以電影作為主要賣點。「侏羅紀公園」及「加勒比海盜決戰魔盜王」兩齣大電
影取得8收視點，為明珠台收視之冠。其他高收視電影包括「哈爾移動城堡」及「驚天奪
寶」。新一季深受歡迎的「F檔案」（收視劇集冠軍）、「心計」、「醫神」和新劇「追」均獲視
迷追捧。BBC全新一共八集的劃時代紀錄片「天下為家」於五月播放，大受好評，平均錄
得3收視點及91%收視百分比。「港生活 •港享受」繼續成為明珠台最具代表性的自製生活
雜誌式節目。該節目於四月舉行新主持招募活動，獲許多有意成為節目主持的人士踴躍
參與，而我們亦已於當中為節目選拔出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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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翡翠台繼續為追求全高清體驗的觀眾提供難忘的視聽享受。除了同步播放翡翠台黃
金時段的節目外，外購精彩日劇如「女警奇案不思議」及「臨場－非常鑑證官I & II」亦大
受歡迎。紀錄片包括「在森林和原野」、「赤狐家族」、「黑面琵鷺－返家八千里」，以及體
壇盛事如「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2011」及NBA亦為高品味的觀眾提供多元化的娛樂選擇。

J2台的收視表現於期內繼續穩步上升。J2台於周六黃金時段推出三套由該台製作的全新
節目－由「超級巨聲」的參賽者主持的旅遊節目「廣州闖蕩」、由少女歌唱組合HotCha主
持的日本旅遊節目「福井初體驗」，以及主攻年輕女士觀眾，以化妝、時裝和潮物為主題
的資訊娛樂節目「姊妹淘」。J2台亦於四月底的時裝周選播最新的時裝資訊節目－「冬裝
朝拜2011」及「Tokyo Girls Collection春夏展2011」。J2台播映的人氣動畫系列、亞洲偶像
劇集、音樂及綜藝節目正正提供了觀眾最渴求的娛樂節目。

互動新聞台繼續是香港最多人收看的二十四小時新聞頻道，其收視於期內保持升勢，按
全日、任何時間及特別事件（如三月十一日日本大地震，於下午三時至六時以及晚上七
時至十一時平均錄得1.4收視點）計算，互動新聞台的表現均較本港其他新聞頻道優勝。

數碼廣播

數碼地面電視的滲透率於期內繼續增長，惟增長速度已稍為放緩。於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全港有64%的家庭已擁有數碼電視接收設備，較期初的滲透率增加3%。

最近，政府宣布將全面結束模擬廣播的目標日期由二零一二年延至二零一五年。我們相
信此為合適的日期，並將與政府通力合作以達成此目標。

香港收費電視業務

於收費電視平台的投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綫電視持有無綫收費電視控股62%股權及財務權益，而其
投票權則維持在15%。

無綫收費電視控股的全資附屬公司無綫收費電視所面對的收費電視市場競爭非常激烈。
有別於對手倚賴優質體育節目內容吸引用戶之做法，無綫收費電視以提供本地製作的節
目，以及來自無綫電視豐富庫存的節目內容來吸引用戶。

期內，無綫電視應佔無綫收費電視控股之虧損淨額為港幣29百萬元（二零一零年：虧損
47百萬元）。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無綫收費電視應向無綫電視支付的頻道供應特
許費用由每年港幣200百萬元降至每年港幣100百萬元。由於節目成本減少，無綫收費電
視控股之期內表現取得重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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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收費電視平台供應頻道

作為內容供應商，無綫電視向無綫收費電視提供一共十個電視頻道，當中包括三個劇集
頻道（無綫精選台、無綫劇集台、無綫經典台）、五個娛樂頻道（無綫生活台、無綫為食
台、無綫兒童台、無綫音樂台、無綫娛樂新聞台），以及兩個新聞頻道（無綫新聞台及無
綫新聞2台）。上述的頻道供應，使無綫電視成為無綫收費電視的最大單一頻道供應商。
誠如上文所述，無綫收費電視應向無綫電視支付的頻道供應特許費用已由每年港幣200

百萬元降至每年港幣100百萬元，反映出逐步增加以非獨家播放形式向無綫收費電視提
供的有關內容，而有關內容亦由香港以及海外的多個其他無綫電視頻道充份使用。

其他香港業務

互聯網業務

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與二零一一年六月的數字顯示，不重複用戶的總數已由4.6百萬上
升至4.7百萬，增加2%，而瀏覽頁次總數亦已由93百萬上升至95百萬，增加2%。於第二
季度，當時的熱播劇集吸引到更多用戶瀏覽網站，而網站現時亦增加了可於網上收看的
劇集數目。為了進一步推廣tvb.com的產品和服務，我們透過Facebook、微博、Twitter及
YouTube等多種社交網站與用戶交流。

最近，我們與騰訊控股有限公司（「騰訊」）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夥伴關係，共同發展名為
「tvb.com微博」的新產品。tvb.com自二零零八年已建立網誌社群，並有超過400名無綫電
視藝人將最新信息上載至網誌與其影迷分享。與騰訊的合作標誌著對無綫電視舊網誌社
群的提升，提供發放即時信息的能力。在此合作夥伴關係下，無綫電視可接觸兩億多名
微博用戶。與此同時，微博用戶亦可通過藝人網誌和節目資訊而緊貼無綫電視藝人的最
新動態，更可與喜愛的明星互動交流。

我們計劃於本年度較後時間或二零一二年初將服務伸延至流動平台，並且以收費業務模
式為用戶提供升級服務。

雜誌出版

本集團繼續出版《TVB周刊》，全面報導無綫電視和旗下藝人的消息和活動。此項業務於
期內保持穩定表現。

電影製作

電影「我愛香港開心萬歲」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上映，票房成績不俗。由多名無綫電視藝人
擔綱演出的新片「勁抽福祿壽」於期內開鏡。該片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在全港院綫以及
國際市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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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業務

節目發行及分銷

來自節目發行及分銷的收益由去年的港幣337百萬元大幅上升26%至期內的港幣425百萬
元。馬來西亞、新加坡以至中國內地等主要市場的表現尤其出色。此業績亦反映出在
多項主要交易下，特許費用增加所帶來的完整六個月財務效應，包括與新加坡StarHub 

Cable Vision Ltd（「StarHub」），以及在中國大陸與一名新的數碼媒體業務夥伴訂立的協
議。

在馬來西亞，無綫經典台、無綫娛樂新聞台，以及在Astro自選節目平台播映的無綫電視
劇集均獲好評如潮。製作本地化的節目內容是壯大客戶群的主要策略之一。我們於二零
一一年第二季度與ASTRO All Asia Networks plc（「ASTRO」）合辦「功夫新世代－馬來西亞
選拔賽」，觀眾與廣告商對此的反應均極為理想，勝出者更會獲邀到香港參與二零一一
年八月在無綫翡翠台播放的終極擂台戰。

在新加坡，無綫新聞台與神州新聞台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在StarHub平台推出。我們舉
辦了一系列的宣傳活動作配合，務求打響節目的名堂，吸引更多用戶和推動廣告銷售，
包括於二月宴請廣告商出席銷售午餐會，於三月舉辦「功夫新世代－新加坡選拔賽」，於
四月舉辦銷售發布會以及將台灣TVBS屢獲好評的節目「女人我最大」移師至新加坡，與
當地的影迷會面。這些活動獲廣泛報道，為新加坡市場創造銷售佳績。

憑藉中國內地的強勁經濟增長，其傳媒及廣告行業亦蓬勃發展，展現持續的穩健增長。
國內的電視台、多媒體企業以及節目發行代理紛紛追求優質節目內容。無綫電視劇集的
特許費用於過去數年飆升，並於期內就旗下其中一套重頭劇敲定另一項破紀錄的轉播交
易。除了建立發行業務外，我們亦遇上可開拓新收益來源的機遇。其中一項大計是發展
本地化的電視節目內容，以更迎合內地觀眾的口味。

在越南方面，越南話配音的劇集頻道之覆蓋範圍已由胡志明市伸延至河內市。廣告客戶
的反應是正面的。

海外衛星收費電視業務

歐洲與澳洲平台均錄得雙位數的廣告收益增長，而美國平台則保持單位數增長。澳洲方
面，有關越南話頻道的大型市場調查已於二零一一年第二季度完成。調查報告顯示市場
對無綫電視的電視頻道服務有殷切需求。因此，無綫電視正計劃推出一項全新的收費電
視服務以把握商機。歐洲方面，目前正準備推出新的IPTV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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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業務

TVBS – 台灣

TVBS於期內的總營業額及分部溢利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21%及41%，取得破紀錄的上半
年佳績。期內的分部溢利為港幣146百萬元，營業額為港幣419百萬元。

台灣與中國內地訂立的雙邊協議－「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的實施，開
始對台灣經濟產生正面的效應。隨著本年度較後時間內地旅客終於可以個人身份赴台自
由行，相信將會對台灣旅遊業創造更加顯著的效益。在美國信貸評級最近被下調之前，
分析員預測台灣全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可達到5%。台灣的低通脹環境以及全球對台
灣電子產品的穩健需求，應可推動台灣經濟繼續以目前步伐增長，隨著二零一二年一月
進行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TVBS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的前景將繼續被看好。

頻道業務

TVB8及星河

TVB8及星河頻道於期內的整體表現令人滿意。直至二零一一年六月為止，總收益達港
幣59百萬元，較去年增加5%。

在馬來西亞，TVB8現已不再在ASTRO平台上播放，惟現正積極聯絡其他收費電視平台
繼續提供服務，以鞏固無綫電視在當地的市場地位。在中國內地，雖然我們的分銷僅限
於指定地區進行，但在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的滲透率仍然高企，開啟了與中國內地的
電視台拓展合作機會之大門。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繼續維持強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權益總額為港幣6,492百
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488百萬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為港幣3,000百萬元（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891百萬元）。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約11%存放於海外附屬公
司作為其日常營運資金。本集團持有的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主要為港幣、美元、人民幣
及新台幣。

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港幣3,590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532百萬
元），較去年年底增加2%。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比例，於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為3.71（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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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銀行借貸總額為港幣245百萬元，此乃有抵押，以新
台幣為單位，並以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的借貸到期日如下：一年內為港幣25百萬元
(10%)；第二年為港幣25百萬元(10%)；第三至第五年為港幣77百萬元(32%)；五年以上為
港幣118百萬元(48%)。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即負債總額對權益總
額的比率，維持在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一附屬公司以其資產淨值港幣844百萬元的若干資產
作為抵押，以取得銀行貸款及銀行信貸。此外，本集團以港幣7百萬元的銀行存款作為
抵押，為其若干附屬公司取得銀行信貸及信貸便利。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為港幣376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406百萬元），減幅為7%。

稅務審核

於二零零四年，稅務局對本集團進行稅務審核，而本集團自此接獲稅務局有關由一九九八
╱九九至二零零四╱零五連續七個課稅年度就本集團在海外進行的節目發行及分銷業
務的溢利發出保障性利得稅評稅通知書，而本集團已提出反對。在此等評稅所徵收的額
外稅項總額中，本集團就一九九八╱九九至二零零四╱零五連續七個課稅年度分別透過
購買港幣24百萬元、港幣24百萬元、港幣20百萬元、港幣35百萬元、港幣49百萬元、港
幣54百萬元及港幣56百萬元的儲稅券而獲有條件暫緩繳付評稅款額。本集團已購買的儲
稅券總額為港幣262百萬元。預期往後的課稅年度（由二零零五╱零六至二零一零╱一一
課稅年度）亦會出現類似的額外評稅。

本集團目前仍與稅務局進行商討以解決有關由一九九八╱九九至本年度之整段期間的
爭議。根據與稅務局進一步交換看法，以及儘管稅務審核本身存在不明朗因素，管理層
認為適宜作出港幣118百萬元的進一步撥備，原因為管理層相信此將足以涵蓋由二零零
四╱零五至二零一零╱一一課稅年度之或然稅務風險。

因此，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由一九九八╱九九至二零一零╱一一課
稅年度之港幣457百萬元估計稅務風險作出合共港幣324百萬元之撥備（包括於以往年度
作出之港幣206百萬元撥備）。管理層認為有關稅務撥備為適當而並非過多。

管理層將繼續監察稅務審核的進展，並悉力捍衞本集團的立場。由於稅務審核本身存在
不明朗因素，稅務爭議的結果可能與所提撥的金額不同，而這種差異將影響就有關年度
所釐定的所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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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一承資公司取得銀行信貸，向銀行提供港幣10百萬
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0百萬元）的擔保。

匯率波動的風險及相關對沖活動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包括貿易及非貿易外幣換算風險。本集團之外匯貿易風險主要來自海
外客戶之貿易應收款。

本集團在換算海外附屬公司帳目及盈利匯出與貸款時亦需承受外幣波動風險。為減輕外
幣波動可能帶來的影響，本集團密切監察外匯風險，並按需要對重大外匯風險進行適當
對沖。期內，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遠期外匯或對沖合約。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4,144名（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25名）
全職僱員，其中不包括董事及自由工作人員，但包括合約藝員及海外附屬公司之職員。

本集團約28%之僱員受聘於海外附屬公司，並因應當地情況及法例規定而釐定的薪級及
制度支付薪酬。香港僱員方面，合約藝員、營業及非營業僱員按不同薪酬計劃支薪。合
約藝員按逐次出鏡或包薪制支薪，營業僱員則按銷售佣金計劃支薪，而非營業僱員則按
月支薪。本集團或會酌情發放花紅，作為促進表現的獎勵。

本集團並無推行任何僱員購股權計劃。

除資助僱員自行報讀的培訓課程外，本集團不時主辦或與各職業訓練學院合辦一些與
專門技能相關的講座、課程及工作坊，例如工業安全、管理技巧及其他與工作有關的課
程。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此外，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秉持高水平的商業操守及企業管治常規，一直是本公司的核心目標之一。本公司相信，
以開放及負責任的態度經營業務，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長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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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惟主席毋須按照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
第A.4.2條的規定退任除外。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14(C)條規定，主席毋須退任。
董事局認為，本公司有合理原因偏離上述守則，因為主席為本公司的創辦人，其豐富的
工作經驗對董事局非常重要，有助保持本公司業務的穩定。

遵守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不時修訂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公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及高層管理人員買賣本公司證
券的守則。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陳國強博士、王雪紅女士及Jonathan Milton Nelson先生獲委任為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均已確認彼等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
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陳文琦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王雪紅女士之替任董
事。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彼已確認彼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Allan Yap博士及陳弦先生分別獲委任為本公司兩位非執行董事－
陳國強博士及Jonathan Milton Nelson先生之替任董事。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
已確認彼等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
規定。

二零一一年二月八日，陳碧華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國際業務總經理。經本公司作出特定
查詢後，彼已確認彼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八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的規定。

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其他董事及高層管理人員均已確認，彼等於期內一直遵
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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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期內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外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審閱。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並討論有關財務匯
報事宜，包括審閱期內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及本公司中期報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七
日（星期二）共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確定可收取中期股息之股東的名
單。於上述期間，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會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如欲收取中期股
息，務請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
連同相關股票，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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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以辦理登記手續。

股權變動

誠如本公司於其二零一零年周年報告中所披露，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一
次公布日」）就有關其股權變動刊發公布。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公
布日」）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邵氏兄弟」，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擁有113,888,628

股本公司股份，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的26.00%權益）之股東已於同日將彼等所持有
之所有邵氏兄弟股份出售予由陳國強博士所控制、並夥拍王雪紅女士及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所組成之投資集團刊發另一公布。

此外，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邵氏基金」，於第一次公布日時為本公司主要股東，
擁有27,286,200股本公司股份，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的6.23%權益），已於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將其擁有之11,336,000股本公司股份，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的2.59%

權益饋贈予數間教育及慈善機構。隨上述權益饋贈後，邵氏基金仍擁有15,950,200股本
公司股份，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的3.64%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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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布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tvb.com)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發放發行
人資訊之指定網站(www.hkexnews.hk)。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規
定全部資料之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中旬寄發予各股東，並可於上述
網站查閱。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麥佑基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

主席
邵逸夫爵士，G.B.M.*

執行董事
梁乃鵬博士，G.B.S., LL.D., J.P.，副行政主席
方逸華，副主席及董事總經理，及邵逸夫爵士之替任董事
李寶安

非執行董事
利陸雁群
羅仲炳
陳國強博士
王雪紅
Jonathan Milton NELSON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亦卿博士，G.B.S.

鄭維新，S.B.S., J.P.

利乾
蕭烱柱，G.B.S., J.P.

陳慧慧

替任董事
利憲彬，利陸雁群之替任董事
Allan YAP博士，陳國強博士之替任董事
陳文琦，王雪紅之替任董事
陳弦，Jonathan Milton NELSON之替任董事

* 非執行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