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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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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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營業總收入為人民幣���,���千元，較二零一零年減少人民幣
��,���千元，即下降�.��%。

�.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淨利潤為人民幣���,���千元，較二零一零年增加人民幣��,���
千元，即��.��%。

�.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歸屬於本公司股東之淨利潤為���,���千元，較二零一零年增加
人民幣�0,���千元，即�0.��%。

�. 每股收益為人民幣0.��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人民幣0.�0元，即��.��%。

�. 董事會建議派發二零一一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

董事會宣布本集團根據《中國會計準則》與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的披露要求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合併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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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單位：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項目 附註  止年度  止年度
    （重述）

營業總收入 � 757,574  ���,���
營業總成本  732,884  �0�,���   
營業成本 � 646,829  ���,���
營業稅金及附加  35,945  ��,���
銷售費用  28,873  ��,���
管理費用  50,465  ��,���
財務費用 � (30,524 ) (��,��� )
資產減值損失  1,296  �,00�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4,151  �,0��
應佔合營公司和聯營公司利潤 � 9,476  �,��0
其他投資收益 � 87,183  ��,���    

營業利潤  125,500  ��,���
加：營業外收入 � 3,122  ��,���
減：營業外支出  204  ���    

利潤總額  128,418  �0�,��0
減：所得稅費用 � 5,705  �,���    

淨利潤  122,713  �00,���
其他綜合收益  –  –    

綜合收益總額  122,713  �00,���    

淨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119,894  ��,���
少數股東  2,819  ���    

  122,713  �00,���    

綜合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119,894  ��,���
少數股東  2,819  ���    

  122,713  �00,���    

每股收益： �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61  0.��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61  0.��    

股息 �  98,6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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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項目 附註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述）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995,593  �,��0,���
交易性金融資產  31  ���
應收賬款 � 125,698  ���,���
預付賬款  16,789  ��,���
應收利息  10,517  �,���
其他應收款  59,551  ��,���
存貨  49,928  ��,���
其他流動資產  80,600  �,�00    

流動資產合計  1,338,707  �,���,��0    

非流動資產：
持有至到期投資  –  �0,000
長期應收款 � 369  �,���
合營公司和聯營公司投資  133,748  ���,���
其他長期股權投資  11,560  �,000
投資性房地產  43,750  ��,��0
固定資產  12,690  ��,���
無形資產  28,124  ��,���
商譽  47,377  –
長期待攤費用  1,932  �,���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06  �,���
其他非流動資產  48,000  –    

非流動資產合計  328,756  ���,���    

資產總計  1,667,4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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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項目 附註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述）

流動負債：
應付票據  36,599  �0,���
應付賬款 �0 63,315  ��,0��
預收賬款  19,045  ��,���
應付職工薪酬  6,098  �,���
應交稅費  4,013  �,�0�
應付利息  –  ��
應付股利  398  �,0��
其他應付款  91,201  �0�,���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3,670  �,��0
其他流動負債  8,513  �,�00    

流動負債合計  232,852  �0�,���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3,670  �,��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92  ���    

非流動負債合計  4,962  �,���    

負債合計  237,814  ���,��0    

股東權益：
股本  197,310  ���,��0
資本公積  893,841  ���,���
盈餘公積  130,931  ��0,���
未分配利潤  175,033  ���,���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1,397,115  �,���,���
少數股東權益  32,534  ��,�00    

股東權益合計  1,429,649  �,��0,���    

負債和股東權益合計  1,667,463  �,���,���    

流動資產淨值  1,105,855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34,6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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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基礎

本集團自上市以來一直採用香港普遍採納的會計原則（「《香港會計準則》」）來編製用作在
香港資訊披露的財務報表。根據聯交所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刊發的《有關接受在香港上
市的內地註冊成立公司採用內地的會計及審計準則以及聘用內地會計師事務所的諮詢總
結》，由本財政年度開始，本公司決定按照中國財政部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及相關規定
《中國會計準則》編製其財務報表，採納中國會計準則作追溯性應用，並將截至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用作比較財務資料轉換為中國會計準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報表以持續經營為基礎，根據實際發
生的交易和事項，按照《中國會計準則》、香港聯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以及《香港公司條
例》適用的披露條例並基於「重要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和合併財務報表的編製方法」所述會
計政策和估計編製。

於本年度，本公司與母公司北京青年報社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收購其持有的北京今日陽
光廣告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今日陽光）��%股權。由於本公司與今日陽光的最終控制
方均為北京青年報社，因此，本公司收購今日陽光股權為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根據中
國會計準則的相關規定，視同本公司自本報告期初將其納入合併財務報表範圍，比較數
字已經重述，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列。

遵循企業會計準則的聲明

本集團編製的財務報表符合《中國會計準則》的要求，真實、完整地反映了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財務狀況，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合併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
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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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務報表附註除特別註明外，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財務報表附註

1、 營業總收入、營業成本

 截至二零一一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主營業務收入 747,914  ���,���
其他業務收入 9,660  �,���   

營業收入合計 757,574  ���,���
   

主營業務成本 643,092  ���,���
其他業務成本 3,737  �,���   

營業成本合計 646,829  ���,���   

毛利 110,745  ���,�0�
   

2、 分部資料

分部間轉移價格參照市場價格確定，共同費用除無法合理分配的部份外按照收入比例在不
同的分部之間分配。分類如下：

報告分部 主要經營內容
廣告： 銷售北京青年報社、河北青年報社、《CéCi姐妹科學》雜誌所經

營媒體或活動的廣告版面及戶外廣告。
印刷： 提供印刷服務。
印刷相關物料貿易： 銷售用於印刷的紙張、油墨、潤滑劑、菲林、預塗感光液版及

橡膠版以及其他印刷相關物料。
發行： 主要發行由河北青年報社出版的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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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務報表附註除特別註明外，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1)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印刷相關    未分配
 廣告  印刷  物料貿易  發行  金額  抵消  合計

營業收入 452,251  264,888  234,860  11,754  9,660  (215,839 ) 757,574
其中： 對外交易收入 450,331  50,969  234,860  11,754  9,660  –  757,574
 分部間交易收入 1,920  213,919  –  –  –  (215,839 ) –
營業費用 428,670  266,777  229,115  31,650  (7,489 ) (215,839 ) 732,884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  –  –  –  4,151  –  4,151
投資收益 –  –  –  –  96,659  –  96,659             

營業利潤（虧損） 23,581  (1,889 ) 5,745  (19,896 ) 117,959  –  125,500

營業外收支淨額 –  –  –  –  2,918  –  2,918             

利潤總額 23,581  (1,889 ) 5,745  (19,896 ) 120,877  –  128,418

所得稅費用 1,193  –  1,578  –  2,934  –  5,705             

淨利潤 22,388  (1,889 ) 4,167  (19,896 ) 117,943  –  122,713
             

資產總額 1,001,083  61,666  61,709  –  1,044,617  (501,612 ) 1,667,463
負債總額 130,947  59,548  52,806  –  11,809  (17,296 ) 237,814
             

補充資料
折舊和攤銷費用 5,657  467  414  300  –  –  6,838
資本性支出 3,074  422  374  37  –  –  3,907
資產減值 1,248  21  19  8  –  –  1,296
折舊和資產減值以外
 的非現金費用 3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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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務報表附註除特別註明外，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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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分配金額  抵消  合計

營業收入 ���,���  ���,���  ���,���  ��,��0  �,���  (���,��� ) ���,���
其中： 對外交易收入 ���,���  ��,0�0  ���,���  ��,��0  �,���  –  ���,���
 分部間交易收入 �,���  ���,���  –  –  –  (���,��� ) –
營業費用 ���,���  ���,���  ���,���  ��,�0�  (�,��� ) (���,��� ) �0�,���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  –  –  –  �,0��  –  �,0��
投資收益 –  –  –  –  �0,���  –  �0,���             

營業利潤（虧損） ��,���  (��� ) �,���  (��,��� ) ��,�0�  –  ��,���

營業外收支淨額 –  –  –  –  ��,0��  –  ��,0��             

利潤總額 ��,���  (��� ) �,���  (��,��� ) ��,���  –  �0�,��0

所得稅費用 ��  –  ��0  –  �,���  –  �,���             

淨利潤 ��,���  (��� ) ���  (��,��� ) ��,��0  –  �00,���
             

資產總額 �0�,�0�  ��,���  ��,���  �,���  �,���,�00  (���,��� ) �,���,���
負債總額 ���,���  �0�,���  ��,���  �,���  ��,�0�  (���,��� ) ���,��0
             

補充資料
折舊和攤銷費用 �,���  ���  ���  ���  –  –  �,0��
資本性支出 �,0��  �,���  �,���  ��0  –  –  �0,0��
資產減值 ���  �,���  �,���  ��  –  –  �,00�
折舊和資產減值以外
 的非現金費用 �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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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務報表附註除特別註明外，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3、 投資收益

投資收益來自：

 截至二零一一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應佔合營公司和聯營公司利潤 9,476  �,��0   

其他投資收益：
 視同處置子公司收益 –  ��,���
 處置子公司收益 67,873  –
 其他長期股權投資處置收益 541  –
 視同處置聯營公司收益 5,808  –
 交易性金融資產處置收益 211  ���
 其他投資收益 12,750  –   

其他投資收益小計 87,183  ��,���   

合計 96,659  �0,���
   

4、 營業外收入

 截至二零一一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固定資產處置利得 2,332  �
政府補助（註） 300  �00
違約金收入 302  ��
財務擔保費用轉回 –  ��,���
其他 188  ��   

合計 3,122  ��,���
   

註：  政府補助是從中國政府獲取的對傳媒文化創意產業項目的無條件補助。政府補助由相
關中國政府部門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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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務報表附註除特別註明外，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5、 財務費用

 截至二零一一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利息支出－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借款 677  ���
減：利息收入 27,408  ��,���
加：匯兌損失 (3,810 ) (�,��0 )
加：其他支出 17  ��   

合計 (30,524 ) (��,��� )
   

6、 所得稅費用

(1) 所得稅費用

 截至二零一一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當年所得稅費用 4,379  �,���
遞延所得稅費用 1,326  (�� )   

合計 5,705  �,���
   

(2) 當年所得稅費用

 截至二零一一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當年所得稅－中國 4,137  �,���
以前年度少計－中國 242  ���   

合計 4,379  �,���
   

根據國家稅收法規，本集團依照應納所得稅所得額的��%計繳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經北京市朝陽區地方稅務局京地稅函(�00�)第��號批准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至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財務報表沒有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準備，因為本集團本期間沒有取得任何產生或來源
自香港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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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務報表附註除特別註明外，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7、 每股收益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年內淨利潤 119,894  ��,���
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97,310  ���,��0   

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0.61  0.��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由於並無稀釋事件，因此每股基本收益與每
股稀釋收益相同。

8、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一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年內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支付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
 （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
 人民幣0.�0元）（註） 98,655  ��,���   

合計 98,655  ��,���
   

註：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批准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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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該
等款項已從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留存收益撥付。

董事建議派付二零一一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共計人民幣���,���千元。該擬派
股息須經股東於二零一一年度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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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務報表附註除特別註明外，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9、 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收賬款 132,999  ���,���
減：壞賬準備 (6,932 ) (�,��� )   

 126,067  ���,���
   

就呈報目的分析為：
 非流動資產－長期應收款 369  �,���
 流動資產－應收賬款 125,698  ���,���   

 126,067  ���,���
   

(1) 於年末，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已扣除壞賬準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0-�0天 81,754  �0,�0�
��-��0天 17,079  ��,���
���-���天 16,477  ��,���
�-�年 7,328  ��,���
�年以上 3,429  �,���   

合計 126,067  ���,���
   

本集團一般授予客戶（包括關聯人士，但不包括若干分類廣告的廣告代理）由發票日期
起為期一周至三個月的信用期。

(2) 本公司與若干廣告代理訂立協議，允許其在二至六年內清償有固定還款期的未償還餘
額。在訂立該等協議之前，本公司已評估該等客戶的還款記錄及還款能力。本集團將
到期日超過年末日��個月的未償還餘額列為長期應收款，按實際利率法以攤銷成本入
賬，按每年�.��%的利率計息（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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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收賬款按種類列示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賬面餘額 壞賬準備 賬面餘額 壞賬準備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單項金額重大並單項計提
 壞賬準備的應收賬款 –  –  –  –  –  –  –  –               

按組合計提壞賬
 準備的應收賬款
賬齡組合 112,932  84.91  2,328  2.06  �0�,���  ��.��  �,���  �.��
關聯方組合 14,545  10.94  –  –  ��,���  �.��  –  –
無風險組合 918  0.69  –  –  ��,0��  ��.��  –  –
組合小計 128,395  96.54  2,328  1.81  ���,���  ��.��  �,���  0.��               

單項金額雖不重大
 但單項計提壞賬
 準備的應收賬款 4,604  3.46  4,604  100.00  �,�0�  �.��  �,�0�  �00.00               

合計 132,999  –  6,932  –  ���,���  –  �,���  –
               

�) 組合中，按賬齡分析法計提壞賬準備的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計提比例      計提比例
 金額  （%）  壞賬準備  金額  （%）  壞賬準備

�年以內 101,357  –  –  ��,���  –  –
�-�年 6,935  10.00  694  �,���  �0.00  ���
�-�年 3,460  30.00  1,038  �,���  �0.00  ���
�-�年 1,159  50.00  580  �0  �0.00  �0
�年以上 21  80.00  16  –  �0.00  –           

合計 112,932  –  2,328  �0�,���  –  �,���
           

(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金額前五名單位佔應收賬款總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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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

於年末，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0天以內 45,846  ��,���
��至��0天 10,224  �,���
���至���天 6,707  �,�0�
�年以上 538  ���   

合計 63,3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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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之營業總收入為人民幣���,���千元，較二零一零年下降�.��%（二零一
零年為人民幣���,���千元）。二零一一年歸屬於本公司股東之淨利潤為人民幣���,���千
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0.��%（二零一零年為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一年在中國政府繼續加強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宏觀調控、北京市政府出台限制機
動車購買的管控政策以及新媒體衝擊的影響下，北京平面媒體廣告投放總量雖然有所
上升，但上升幅度對比去年同期已明顯放緩（二零一一年為��%，二零一零年為��%）。
雖然《北京青年報》廣告市場佔有率仍居北京市主要都市類報紙前列（二零一一年為
�0.0�%），且北青傳媒的房地產、汽車行業的廣告投放量比較北京的其他平面媒體而言
擁有優勢（二零一一年房地產和機動車市場份額分別為��.��%、��.��%），但由於二零一
一年，北京市推出了嚴格的限制機動車購買的管控政策，這使得北青傳媒汽車行業的廣
告收入受到衝擊；而對於房地產行業，雖然北京市仍然在嚴格執行一系列的房產限購政
策，但房地產廣告的整體投放已經對比二零一一年同期有所上升，房地產廣告收入的增
長在一定範圍內彌補了機動車行業廣告收入的下降；同時，高收入人群關注的奢侈品行
業在《北京青年報》上的廣告投放額在北京平面媒體的市場中亦佔據較高份額（二零一一年
為��.�%，二零一零年為��.�%），二零一一年實際收入同比增長了��.��%；旅遊行業的
實際收入也在小幅穩步增長，在二零一一年國際旅遊市場環境不佳的情況下，北青傳媒
旅遊行業實際收入同比增長�.��%，本集團的多方面努力，最大限度地減緩了因機動車廣
告收入下降所帶來的衝擊。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的廣告收入為人民幣��0,���千元，較二
零一零年下降�.0�%（二零一零年為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在河北投資設立的附屬公司－河青傳媒，主要經營《河北青年報》的發行及廣告版
面的銷售業務。二零一一年，河青傳媒整體經營有較大提高，報章零售市場方面實現了
對石家莊地區的全面覆蓋，徵訂亦實現層級覆蓋。《河北青年報》不斷更新版面及內容，
在二零一一年舉辦了改版五週年慶祝活動、河青車展、青豆文明行、青豆農場、夜跑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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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手牽小手、我的陽台花園養花大賽等系列活動，擴大了知名度，同時河青團購
品牌在石家莊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也與日俱增。河青傳媒在經營上亦不斷拓展空間並提升
服務質量，同時強化公司內部管理。二零一一年，河青傳媒營業收入比二零一零年同期
增長��.��%，其中廣告收入增長��.��%、發行營業收入增長�.�0%。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五日，本公司與河北出版集團及北洋傳媒正式簽訂增資協議，將本公
司持有的河青傳媒�0%股權，評估作價人民幣��,000千元增資注入河北出版集團控股的
北洋傳媒，增資後，北青傳媒在北洋傳媒中持股�.�%，北洋傳媒將會進行深層次資本運
作，届時本公司所持其�.�%的股權，有望獲得較大增值。河青傳媒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完成工商變更登記，自此不再為本公司附屬公司。該協議的簽訂將成為本公
司「三跨」戰略之一的跨地區發展和資本運作的成功案例。

北青物流營業收入及利潤均有所增長，營業收入較上一年度增長�.��%，利潤亦有穩定上
升。

為進一步整合北青傳媒集團資源，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本公司獲股東大會批准以約
人民幣��,���千元收購北青物流國有及非國有股東合共持有的北青物流��.��%股權。北
青物流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完成工商變更登記程序，並成為本公司持股��.��%
的附屬公司。

為了進一步實現北青傳媒在戶外廣告市場上的戰略發展，打造跨媒體專業傳媒集團，二
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本公司獲董事會批准以人民幣��,��0千元向母公司收購其所持有
今日陽光的��%股權。今日陽光已經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日完成工商變更登記程序，並
成為本公司持股��%的附屬公司。二零一一年，今日陽光全年利潤人民幣�,���千元，收
購後，本公司將進一步推動今日陽光良性發展。

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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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在全國主要城市發行，其中包括香港。《CéCi姐妹科學》雜誌經過�年的市場
運營，深受都市白領人群的喜愛，自面市以來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銷售記錄，二零一一年
廣告收入同比增長��%。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召開董事會，批准對北青茜



- �� -

茜增資人民幣��,000千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北青茜茜完成工商變更登記程序，
並成為北青傳媒持有��.��%股權的附屬公司。二零一一年《CéCi姐妹科學》雜誌再一次邀
請中國最具人氣女演員之一的張靜初小姐作為新一屆的「宣傳大使」到韓國，此後她還將
積極參與中韓兩國領導人商定的二零一二年中韓交流年宣傳活動和為紀念中韓建交�0週
年而舉辦的各種交流活動。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作為倡導新時尚的《CéCi姐妹科
學》，身為時尚從業者，率先發起「亞洲新青年成長計劃」，通過倡導社會各界關注中國時
尚產業的青年人才培養，在體現自身行業責任的同時也樹立了良好的社會公益形象。「亞
洲新青年成長計劃」作為持續性關注亞洲青年成長的公益盛事，通過逐年實施，為有志的
亞洲青年提供一個可以實現夢想的舞台，讓他們獲得各類成長培訓的資助。

二零一一年，北青航媒機場LED業務成功拓展至全國��座主要城市機場；《中國民航報
TOP時空》已發行至全國��座城市機場候機樓以及各大航空公司幹線航班，成為國內最主
要的高端免費航機報紙之一；基於平板電腦技術研發的機上手持娛樂終端也已經在國內
航線投入試運行。二零一一年，北青航媒亦獲得國內某領先風險投資基金�.�億元人民幣
投資。北青航媒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完成工商變更登記，自此北青航媒由本
公司持股��.0�%，而不再是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以上一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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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的立體傳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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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與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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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北青傳媒繼續追求行業領先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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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深化了本公司與房地產、汽
車、旅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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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優勢。本集團亦通過強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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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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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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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來自廣告的收入為人民幣��0,���千元，佔營業總收入的��.��%，較二
零一零年下降�.0�% （二零一零年為人民幣���,���千元，佔營業總收入的��.��%）。

本集團注重創新，通過探索廣告經營新模式，以品牌推廣活動為載體帶動相關行業廣告
投放，涉足展會新行業，舉辦汽車展覽會、旅遊消費展、房地產論壇及展會。二零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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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並成功舉辦了首
屆北京國際旅遊消費展。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配合共青團北京市委員會的公益活動，在讀者中廣泛徵集支持環保事
業、積極參與獻愛心活動的新婚夫婦，以公益詮釋幸福，在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出
版了《百版證婚》特刊，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同時，專門針對高端奢侈品品牌消費者
而發行的《尚色》雜誌，在二零一一年初以嶄新形式全新亮相，推動《北京青年報》在拓展
奢侈品行業廣告方面邁出重要一步。這一系列活動對提升本集團的社會影響力起到了良
好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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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
年本公司分別策劃了「北青夏季教育平面展」、「北青教育行業系列研討會」、「北京青年
報‧ �0��品牌教育機構年度大展」等一系列定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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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刷相關物料貿易業務。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來
自印刷及印刷相關物料貿易業務的營業收入分別為人民幣�0,���千元及人民幣���,��0千
元（二零一零年分別為人民幣��,0�0千元及人民幣���,���千元），比二零一零年分別下降
�.��%及上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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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本公司進一步增持所持北青物流股權，加大數碼印刷及印刷相關物料貿易等
業務的發展力度。

年內籌辦活動

二零一一年，本公司繼續主辦了二零一一年北京汽車展覽會，並成功舉辦了首屆北京國
際旅遊消費展。

由北京青年報社和北青傳媒主辦，北京青年報《汽車時代》、北青傳媒廣告部、媒介部和
雅森國際展覽公司承辦的二零一一北京汽車展覽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
日在奧林匹克公園國家會議中心順利舉行。展會保持了往屆的參展規模，�0家汽車品牌
廠商參展，現場銷售新車依然超過了一千多輛，觀展觀眾逾�0萬人次。本次車展展出面
積�萬平方米，展出的新車涵蓋市場上的一百多款主流汽車品牌。面對購車搖號等政策性
調整，在促銷手段上，展會加大了獎勵力度，開展了「購車即有禮，百萬大獎幸運抽」的
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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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北京汽車模特大賽、
兒童繪畫大賽、金條抽獎、車展微博互動等相關活動。二零一一北京汽車展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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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二零一一年，旅遊已經成為繼住房、汽車後的又一個消費熱點，本集團抓住這個
消費趨勢，同時發揮《北京青年報》高端讀者群體較多的優勢，聯合北京展覽館等單位適
時推出了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北京國際旅遊消費展。

前景展望及未來計劃
二零一二年，本集團將抓住中國發展文化產業的機遇，非時政類報刊轉企改制的機會，
通過資本運作，實現業務領域的新拓展。

二零一二年，北青傳媒將以今日陽光為主體，加快城市戶外廣告業務發展，立足北京，
面向全國，重點發展渠道及新媒體形態戶外廣告業務。同時力爭在互聯網、移動互聯網
等新媒體領域實現突破。將進一步探索專業化投資基金等專業化與市場化投資機制的有
益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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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本集團將繼續透過北青茜茜打造一個全新的時尚雜誌媒體平台，順借該雜
誌在面市後的良好發行趨勢，快速確立該雜誌在主流平面媒體中的地位，以尋求在時尚
雜誌媒體領域中有更好的發展。

二零一二年，本集團將仍然以現有之業務為核心，並通過收購及合作使集團的媒體業務
更加多元化，持續鞏固及利用本集團與北京青年報社的關係，推動集團業務的發展，銳
意成為中國一家擁有跨媒體平台、領先同行的媒體集團。

財務狀況及營運業績

1. 營業總收入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之營業總收入為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
千元），較二零一零年下降�.��%。其中廣告收入為人民幣��0,���千元（二零一零
年：人民幣���,���千元），較二零一零年下降�.0�%；印刷收入為人民幣�0,���千元
（二零一零年：人民幣��,0�0千元），較二零一零年下降�.��%；印刷相關物料貿易
收入為人民幣���,��0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千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
�.0�%。

2. 營業成本和營業稅金及附加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之營業成本為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千
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其中廣告成本人民幣���,��0千元（二零一零年：人
民幣��0,���千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印刷成本人民幣��,���千元（二零一
零年：人民幣��,0��千元），較二零一零年下降�0.��%；印刷相關物料貿易成本人民
幣��0,0��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0�,���千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0%。營業
稅金及附加為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千元），較二零一零年
下降�.��%。

3. 毛利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之毛利為人民幣��0,���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0�千元），
較二零一零年下降��.��%。毛利率��.��%（二零一零年：��.��%）。

4. 銷售費用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之銷售費用為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千
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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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費用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之管理費用為人民幣�0,���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千
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

6. 財務費用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之財務費用為人民幣負�0,���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負��,���
千元），較二零一零年之絕對值上升�.��%，其中利息收入為人民幣��,�0�千元（二零
一零年：人民幣��,���千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匯兌收益為人民幣�,��0千
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0千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

7. 應佔合營公司和聯營公司利潤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之應佔合營公司和聯營公司利潤為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
年：人民幣�,��0千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

8. 營業利潤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之營業利潤為人民幣���,�00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千
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

9. 所得稅費用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之所得稅費用為人民幣�,�0�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千
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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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淨利潤及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之淨利潤為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00,���千
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其中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人民幣���,���
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千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0.��%。

11.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二零一零年：每股人民幣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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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人民幣�,�0�,���千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流動資產主要包括貨幣資金人
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交易性金
融資產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應收賬款人
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預付賬款人
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應收利息人民
幣�0,���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其他應收款人民幣
��,���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存貨人民幣��,���千
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其他流動資產人民幣�0,�00
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千元)。流動負債主要包括應付票據
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應付賬款人
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預收賬款人民
幣��,0��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應付職工薪酬人
民幣�,0��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應交稅費人民幣
�,0��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應付利息人民幣0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應付股利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其他應付款人民幣��,�0�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人民幣�,��0千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其他流動負債人民幣�,���千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千元）。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為人民幣�,���,�0�千元（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其中包括貨幣資金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為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為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非流動負債為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股東權益為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借款比率（按計息借款淨額除以本公司股東
應佔權益之百分比）計算為0.��%（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

資本與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與負債比率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該等資本與負債比率由集團負債總額除以資本總額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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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借款、透支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為人民幣�,��0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千元），銀行貸款按�.��至�.��厘（二零一零年：�.��至�.��厘）
之年息計息。

融資成本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為人民幣���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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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告更改的所得款項用途，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實際使用情況詳列如下：

計劃用途 預算使用金額  實際使用金額
 港元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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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約�,���萬
投資及收購其他傳媒業務（包括但不限於傳統及
 新興傳媒業務）及相關業務（包括但不限於對
 本集團現有業務的追加投資） 約��,���.�萬  約��,���.��萬
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約�.�億  約�,000萬

註：  由於本公司尚未尋求到有盈利前景且適合北青傳媒整體定位的相關週末報章，原為發展週
末報章之用途的募集資金一直未動用；又由於目前中國對電視行業尚未完全放開，現有的
國家政策限制、行業准入門檻以及諸多壁壘，令本公司無法實現戰略佈局以及形成實質性
的投資，原為投資於北京的電視行業之用途的募集資金也一直未動用，且本公司預計短期
內將不會投資於發展週末報章以及投資於北京的電視行業，基於上述原因，本公司已於二
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召開的董事會會議上批准更改尚未動用的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
用途，即將合共約��,���.�萬港元的未動用募集資金變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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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萬港元用於投資及收購其他傳媒業務（包括但不限於傳統媒體及新興媒體
傳媒業務）及相關業務（包括但不限於對本集團現有業務的追加投資）；

�) 約�,000萬港元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動用募集資金，完成向北青茜茜合計人民幣�,�00萬元（約為港
幣�,���.�萬元）的增資；同日，本公司將先前向北青航媒合計人民幣�,000萬元（約為港幣�,���.�
萬元）的投資款項來源由自有資金變更為募集資金；二零一一年十月十日，本公司動用募集資
金，完成對今日陽光��%股權的收購，合計人民幣�,���萬元（約為港幣�,�0�.��萬元）；二零一
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本公司動用募集資金，完成對北青物流��.��%股權的收購，合計約人民幣
�,���萬元（約為港幣�,���.��萬元）。截止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尚有募集資金約
�0,���.��萬港元尚未動用。

為使本公司於新興傳媒業務及其他相關傳媒業務中把握更多商機，並使本公司可更有效地利用
本集團所得款項淨額，本公司在二零一一年一直朝著上述的目標方向尋求發展的機會，相信在
二零一二年將會在時機成熟的條件下動用所剩餘募集資金並按照上述所列用途用作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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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本公司股本總額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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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性開支

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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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房地產為人民幣
�,�0�千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0,0��千元）。本集團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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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有抵押貸款為附屬公司今日陽光向華夏銀行取得的銀行貸款，該等銀行貸款以
自有辦公用房作為抵押以及由母公司提供擔保，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餘額為
人民幣�,��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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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獲董事會批准向北青茜茜公司增資人民幣��,000千元；

除上述投資外，本公司在二零一一年度無其他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資產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獲股東會批准，以約人民幣��,���千元收購北青物流
國有及非國有股東合共持有的北青物流��.��%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五日獲董事會批准，以本公司持有河青傳媒�0%股權作價人
民幣��,000千元置換北洋傳媒�.�%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獲董事會批准，以人民幣��,��0千元收購北京青年報
社持有之今日陽光��%的股權。

除上述投資外，本公司在二零一一年度無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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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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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成立審計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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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止年度之全年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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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彼等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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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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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期股息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一）舉行年度董事會會議，以提呈決議案建議派付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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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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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
冊的H股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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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執行辦法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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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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頒佈的《關於國稅發[���]0��號檔廢止後有
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的
股份取得的股息，一般可按�0%的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然而，就各個境外居民個人股
東而言，稅率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內地的相關稅收協定而可能有所不同。根
據上述通知，在向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H股個人股東分派
末期股息時，本公司將預扣�0%的末期股息作為個人所得稅，除非相關稅務法規、稅收
協定或通知另有規定。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六）至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二）期間（首尾
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本
公司H股持有人須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半前，將所有過戶檔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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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期間
（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收取股息，本公司H股持有人
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半前，將所有過戶檔交回本公司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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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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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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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北京，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延平、張雅賓及孫偉；非執行董事李
世恆、劉涵、吳佩華、徐迅及李義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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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傳媒」 指 北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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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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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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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出版集團」 指 河北出版傳媒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河青傳媒」 指 河北河青傳媒有限責任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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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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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

「母公司」或 指 北京青年報社，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北京青年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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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監事」 指 本公司監事

「今日陽光」 指 北京今日陽光廣告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