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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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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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IFIC ONLINE LIMITED 
太 平 洋 網 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43）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太平洋網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640,095 508,608
收入成本 4 (197,915) (138,836)

毛利 442,180 369,772
銷售與市場推廣開支 4 (86,288) (62,200)
行政開支 4 (48,747) (51,970)
產品開發開支 4 (28,718) (20,940)
其他收入 5 3,660 871

經營利潤 282,087 235,533

融資收入 6 6,229 4,941
融資成本 6 (930) (1,488)

融資收入淨額 6 5,299 3,453

除所得稅前利潤 287,386 238,986
所得稅開支 7 (58,457) (38,310)

年度利潤 228,929 20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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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28,929 200,67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於年內應佔利潤的每股盈利 經重列

— 基本（人民幣） 8 21.27分 18.73分

— 攤薄（人民幣） 8 20.65分 18.40分

每股股息
— 擬派末期股息（人民幣） 9 14.78分 14.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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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利潤 228,929 200,676
年度其他全面收入，已扣稅 — —

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228,929 200,67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28,929 20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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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7,964 18,390
物業與設備 207,299 148,741
無形資產 9,034 9,345
遞延所得稅資產 7,460 8,978

241,757 185,454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0 197,300 149,711
原有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短期銀行存款 2,500 182,2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29,658 262,283

629,458 594,194

總資產 871,215 779,648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資本與儲備
普通股 10,093 9,201
儲備 697,786 597,146

總權益 707,879 606,347

流動負債
應計項目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06,633 125,761
客戶預付廣告訂購費用 26,762 21,539
即期所得稅負債 29,941 26,001

總流動負債 163,336 173,301

總權益與負債 871,215 779,648

淨流動資產 466,122 420,8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07,879 60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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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普通股 儲備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結餘 8,737 474,561 483,298

全面收入
利潤 — 200,676 200,676
其他全面收入 — — —

全面收入總額 — 200,676 200,676

已於二零一零年派付與二零零九年有關的現金股息 — (94,996) (94,996)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發行的紅股 407 (407) —
僱員購股權計劃

— 行使購股權 57 8,793 8,850
— 僱員服務的價值 — 8,519 8,519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9,201 597,146 606,347

全面收入
利潤 — 228,929 228,929
其他全面收入 — — —

全面收入總額 — 228,929 228,929

已於二零一一年派付與二零一零年有關的現金股息 — (140,753) (140,753)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發行的紅股 816 (816) —
股份獎勵計劃

— 購買股份 — (8,605) (8,605)
— 僱員服務的價值 — 1,441 1,441

僱員購股權計劃
— 行使購股權 76 14,749 14,825
— 僱員服務的價值 — 5,695 5,695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10,093 697,786 70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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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 271,215 254,175
已付所得稅 (52,999) (56,910)

經營活動所得淨現金 218,216 197,265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與設備 (100,960) (114,254)
購買無形資產 (122) (564)
原有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短期銀行存款減少╱（增加） 179,700 (147,520)
已收利息 6,070 4,941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淨現金 84,688 (257,39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為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股份 (8,605) —
已付現金股息 (140,753) (94,996)
發行普通股所得款項 14,825 8,850

融資活動所用淨現金 (134,533) (86,14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減少） 168,371 (146,278)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2,283 409,3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兌虧損 (996) (769)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29,658 26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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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經合併及修訂）
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集團主要從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提供互聯網廣告服務。

本公司股份已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呈列基準

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採用歷史成本
慣例編製。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會計期間採納下列現有準則的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 以權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獲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比較數字之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修訂本）

最低資金提撥要求之預付款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三次改進（二零一零年）

採納以上現有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且並無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
造成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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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新訂準則、修訂已經頒佈並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強制採用，惟本集團
並未提早採納該等新訂準則及修訂：

於以下日期或其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金融資產轉讓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賬及剔除首次採納者的固定 

日期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呈列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之投資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權益的披露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僱員福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管理層正對其影響作出評估，且未能聲明其會否導致本集團之重大會計政策及財務資料之呈列有任
何重大變動。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為不同商品提供互聯網廣告服務。主要營運決策者審視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評定表現和分配資源。
管理層已以此等內部報告為基礎釐定經營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者從其經營的不同互聯網門戶網站衡量互聯網廣告業務。由於本集團的所有收入來自中國客戶，
故此並無進一步按地區基準評估。

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所得收入計量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三大可申報經營分部的收入主要來自三個主要網站，
即太平洋電腦網、太平洋汽車網及太平洋女性網。本公司目前沒有分配收入成本、經營成本或資產至其分部，
皆因主要營運決策者並非用此資料分配資源或評定經營分部的表現。因此，本公司沒有按各個可呈報分部
呈報利潤或總資產計量。

其他分部與來自其他網站（包括線上遊戲、嬰兒及家居產品、電子商貿及其他服務）的收入有關。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分部間銷售（二零一零年：相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的來
自外方的收入乃按綜合收益表一致方式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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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汽車網 太平洋電腦網 太平洋女性網 其他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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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 293,850 257,489 51,799 36,957 640,095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 235,276 226,918 25,242 21,172 508,608

儘管本公司設在開曼群島，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全部收入均來自外間客戶，並
全部來自中國（二零一零年：相同）。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大部分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計入無形資產的會所會籍）是位於中國（二
零一零年：相同）。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從單一外間客戶取得的收入概不佔本集團收入的10%或以上（二零
一零年：相同）。

4. 開支性質分析

包括在開支內的收入成本、銷售與市場推廣開支、行政開支及產品開發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僱員福利開支 130,843 110,958
營業稅 77,087 56,842
銷售佣金 57,411 41,671
廣告開支 39,974 15,995
租金開支 13,348 13,190
折舊及攤銷開支

— 物業與設備折舊 8,329 4,036
— 無形資產攤銷 433 540
—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426 —

差旅費及招待費 13,532 8,209
專業費用 9,612 7,276
核數師酬金 3,394 3,180
應收款項減值開支 811 5,006
其他開支 6,468 7,043

收入成本、銷售與市場推廣開支、行政開支及產品開發開支總額 361,668 273,946

5. 其他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貼 3,660 871

本集團已就開發電子商務及改進其網站獲得並確認政府補貼人民幣3,660,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871,000元）
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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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收入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收入
— 利息收入 6,229 4,941

融資成本
— 外匯虧損淨額 (930) (1,488)

融資收入淨額 5,299 3,453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即期稅項 56,939 55,483

遞延稅項 1,518 (4,135)

撥回超額撥備的股息預扣稅 — (13,038)

所得稅開支 58,457 38,310

作為一家開曼群島公司，本公司無須支付任何利得稅。由於本集團在香港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來自或源自香港的應課稅收入（二零一零年：相同），因此無須支付香港
利得稅。

即期稅項主要為就在中國經營的附屬公司計提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撥備。該等附屬公司按其
各自法定財務報表所列的應課稅收入（遵照相關中國稅務法律及法規經調整）支付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內資企業及外資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率為25%。此外，企業所得稅
法規定（其中包括）獲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的優惠稅率為15%。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公司主要營運附屬公司廣州太平洋電腦信息諮詢有限公司（「廣州太平洋電腦」）
及廣東太平洋互聯網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廣東太平洋互聯網」）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獲正式指定為高新技術企業。
因此，廣州太平洋電腦及廣東太平洋互聯網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按15%的稅率支付企業所得稅。於二
零一一年，有關部門宣佈廣州太平洋電腦及廣東太平洋互聯網獲選為高新技術企業。因此，廣州太平洋電
腦及廣東太平洋互聯網在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遞延稅項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即期所得稅
支出時，使用15%的稅率。根據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所有其他中國實體按25%（二零一零年：相同）的稅率
支付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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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集團除稅前利潤所徵稅款與按適用於所有綜合中國實體利潤的法定稅率產生的理論稅款的差額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利潤 287,386 238,986

按25%法定稅率計算的稅款（二零一零年：25%） 71,847 59,747

稅務影響：
— 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所享稅務優惠(a) (29,958) (26,963)

— 無須課稅收入 (315) (206)

— 不能扣稅的開支(b) 3,883 8,526

預期中國附屬公司匯入的盈利預扣稅 13,000 10,244

撥回超額撥備的股息預扣稅 — (13,038)

稅務開支 58,457 38,310

(a) 本集團於中國的兩家主要營運附屬公司獲相關稅務機關批准，有權於二零一一年享有高新技術企業資格。
因此，該兩家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享有優惠稅務待遇（二零一零年：相同）。

(b) 不能扣稅的開支主要包括以股份為基礎補償開支及由本公司及在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所產生的開支。

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不包括本
集團購買及為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普通股）。在釐定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時，於二零一一年六月發行的紅股被視作猶如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呈
報最早期）之前經已發行。因此，二零一零年比較數字已重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經重列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228,929 200,676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76,513 1,071,301

—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978,747 973,910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已發行紅股的影響（千股） 97,766 97,391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 21.27分 18.7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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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通過調整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當中假設已兌換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及獎
勵股份而產生的所有潛在具攤薄作用的普通股（合計組成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分母）。盈利（分子）則並
無調整。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經重列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228,929 200,676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108,593 1,090,737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76,513 1,071,301

—  為購股權及獎勵股份作出調整（千股） 32,080 19,436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 20.65分 18.40分

9. 股息

二零一一年已派付的股息包括派付從保留盈利分派的二零一零年末期現金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14.38分（二
零一零年：人民幣10.23分），合共人民幣140,753,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94,996,000元）（不包括與根據股份
獎勵計劃持有的普通股有關的股息人民幣359,000元（二零一零年：無）），以及按每持有十股現有已發行股份
發行一股新股份的基準發行紅股。

董事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現金人民幣14.78分，合共人民幣
160,250,000元（按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普通股為基準）。該等末期股息將由股東於二零一二
年五月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並未反映上述應付股息。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減值撥備(a) 191,536 139,799

關連方欠款 — 468
其他應收款項(b) 5,522 5,427
預付款項 242 4,017

197,300 149,711

以下列貨幣列值
— 人民幣 197,112 149,696
— 港元 188 15

197,300 14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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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減值撥備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信用期一般不超過六個月。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應收貿易賬款（扣除人
民幣12,851,000元減值撥備（二零一零年：人民幣13,989,000元））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至6個月 158,396 114,714
6個月至1年 30,740 22,593
1至2年 2,400 2,492

191,536 139,799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為人民幣15,563,000元（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17,913,000元），涉及多位並無拖欠信用付款記錄的獨立客戶。該等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至6個月 7,512 13,354
6個月至1年 8,051 4,559

15,563 17,913

 (b) 其他應收款項

其他應收款項主要指預付僱員週轉金、預付營運租金以及通訊費用及來自銀行存款的應收利息。

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作為抵押。

11. 應計項目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薪金 28,831 29,621
應計開支(a) 31,875 28,121
其他應付款項(b) 45,927 68,019

106,633 125,761

(a) 應計開支主要指應付廣告代理的應計銷售佣金費用。

(b) 其他應付款項主要指應付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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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我們整個門戶網站群於二零一一年繼續強勁增長，以太平洋女性網為代表，其收入較去年增
長超過一倍。針對女性內容及高質素的優質時尚及美容建議迅速提升其受歡迎程度並掀起追
捧熱潮。隨著中國可支配收入穩定上升，我們深信我們的太平洋女性網門戶網站已做好充分
準備，以受惠於奢侈品及名牌產品需求不斷增加所帶來的持續增長的廣告機遇。

儘管中國汽車行業的增長速度正在放緩，太平洋汽車網的收入亦錄得強勁增長。此清楚反映
我們的品牌能力及我們為在線廣告商帶來的前景。雖然預期中國汽車行業仍將維持個位數的
增長，我們相信，由於廣告商將印刷及電視的大部分廣告費用分配至新興數碼媒體，我們將仍
能夠取得進一步增長。我們已建立的市場地位及不斷提升的知名度為我們提供良機把握此趨勢。

本集團的IT門戶網站太平洋電腦網繼續穩定增長。此反映資訊科技公司的廣告支出整體增加，
且我們將繼續從中國消費電子市場需求不斷擴大中取得增長。

於二零一一年，我們更關注擴展業務範圍至移動網絡。我們就Apple及Android操作系統推出了
新的應用程式，給予用戶更大的移動平台連接我們三大垂直整合的門戶網站太平洋汽車網、
太平洋電腦網及太平洋女性網。

我們亦在Apple iPad上推出免費的在線雜誌，其優質內容以我們門戶網站上可供瀏覽的若干內
容為藍本並加以擴充。該等引人入勝及易讀的內容有助提高閱讀的興趣和更大的用戶「吸引力」。
我們的太平洋汽車網雜誌剛完成其首年刊載，並獲得廣泛歡迎。自今年三月起，我們亦在iPad
上推出我們的第二份在線刊物太平洋家居網雜誌，並預期於來年繼續引領潮流。

通過移動設備上網的互聯網用戶數目正在迅速增加，而我們正審慎添加新特色與內容，以便
往後繼續引領上述全部發展趨勢並於傳統及移動網絡市場進一步取得更大的市場份額。

本集團於本年度第四季遷入廣州新總部，新總部的照片將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封面上刊登。我們希望升級後的工作環境將提高我們團隊的士氣及生
產力，並於可見將來為我們提供穩定性。

收入

收入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508,600,000元上升25.9%至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640,100,000元。

本集團汽車門戶網站太平洋汽車網的收入由二零一零年的人民幣235,300,000元上升24.9%至二
零一一年的人民幣293,900,000元。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表的報告，於二零一一年中國的乘
用車銷量僅增長5.2%至14,500,000輛，為過去十年的最低增長速度。然而，由於汽車廣告商繼續
於數碼媒體投入更多市場推廣預算開支，太平洋汽車網在汽車銷售數目方面仍能錄得溫和的
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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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IT及消費電子產品門戶網站太平洋電腦網的收入由二零一零年的人民幣226,900,000元
上升13.5%至二零一一年的人民幣257,500,000元。太平洋電腦網的收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消費
電子產品（如智能手機、平板電腦、藍光影碟播放機及電子閱讀器）的廣告整體增加。

本集團女性時尚門戶網站太平洋女性網的收入由二零一零年的人民幣25,200,000元上升105.6%
至二零一一年的人民幣51,800,000元。上升反映女性分部（尤其是奢侈品及時尚商品）的巨大需求。

本集團其他經營業務（如太平洋遊戲網、太平洋親子網及太平洋家居網）的收入由二零一零年
的人民幣21,200,000元上升74.5%至二零一一年的人民幣37,000,000元。該等分部的收入隨著廣告
商逐漸接納互聯網為宣傳及推廣他們的產品及形象的有效平台而大幅增加。

就佔總收入的百分比而言，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太平洋汽車網分別佔46.3%及45.9%，太
平洋電腦網分別佔44.6%及40.2%，太平洋女性網分別佔5.0%及8.1%，其他業務分別佔4.1%及
5.8%。本集團於不同行業分部不斷擴大收入基礎。

收入成本

收入成本由二零一零年的人民幣138,800,000元上升42.6%至二零一一年的人民幣197,900,000元。
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的毛利率分別為72.7%及69.1%。收入成本增加主要是由於員工數目
增加、銷售佣金提高及技術服務費用增加。

銷售與市場推廣開支

銷售與市場推廣開支由二零一零年的人民幣62,200,000元上升38.7%至二零一一年的人民幣
86,300,000元。此增幅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及市場推廣開支增加。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零年的人民幣52,000,000元下降6.3%至二零一一年的人民幣48,700,000元，乃
由於回顧年度內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撥備減少所致。

產品開發開支

產品開發開支由二零一零年的人民幣2 0,900,000元上升37.3%至二零一一年的人民幣28,700,000元。
此增幅主要由於移動互聯網、在線雜誌、研發團隊的僱員人數增加以支持本集團的擴展計劃
所致。

扣除以股份支付之補償開支前的經營利潤（非公認會計原則）

二零一一年扣除以股份支付之補償開支前的經營利潤（非公認會計原則）為人民幣289,200,000元，
較二零一零年的人民幣244,100,000元上升18.5%。

融資收入及成本

二零一零年的融資收入淨額為人民幣3,500,000元，而二零一一年為人民幣5,300,000元。融資收
入淨額增加主要由於短期存款的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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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所得稅前利潤

除所得稅前利潤由二零一零年的人民幣239,000,000元上升20.3%至二零一一年的人民幣
287,400,000元。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零年的人民幣38,300,000元上升52.7%至二零一一年的人民幣58,500,000元。
此增幅乃由於二零零九年的股息預扣稅超額撥備人民幣13,000,000元及其後於二零一零年撥回
而導致二零一零年的稅項開支下降所致。於二零一一年，我們作為高新技術企業的法定企業
所得稅稅率為15%，股息預扣稅率為5%，與二零一零年相同。

淨利潤

淨利潤由二零一零年的人民幣200,700,000元增加14.1%至二零一一年的人民幣228,900,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短期存款及現金總計人民幣432,200,000元，而截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人民幣444,500,000元。

二零一一年，經營活動所得的淨現金流為人民幣218,200,000元，投資活動所得的淨現金流為人
民幣84,700,000元，融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流出為人民幣134,500,000元，二零一一年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增加淨額為人民幣168,400,000元。

二零一零年，經營活動所得的淨現金流為人民幣197,300,000元，投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流出為
人民幣257,400,000元，融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流出為人民幣86,200,000元，二零一零年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減少淨額為人民幣146,300,000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概無外債。

銀行借貸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
因此，其資產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總額與股東權益的比率）於該兩個年度均為零。

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抵押銀行存款或其他資產以取得銀行信貸。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經營活動主要於中國進行，且大部分交易乃以人民幣計值及結算。因此，整體外匯風
險被視為並不重大。



– 17 –

業務展望

展望二零一二年，我們計劃繼續投資本集團的業務發展及品牌。鑑於中國在線廣告市場前景
看好，我們深信我們的平台、戰略及市場定位將繼續帶來強勁業績。我們將繼續擴大我們現有
門戶網站的可及範圍及吸引力。同時，我們關注移動網絡市場，此乃由於該分部日後將構成我
們業務的重要部分。由於我們長期致力為股東增值，我們正不斷評估新機會，以便拓展新市場
並推出新內容。

其他資料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1,149名僱員（二零一零年：946名），相對二零一零年
增加21.5%。員工數目增加是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擴充經營業務所致。本集團按資歷及年
資等因素釐定員工薪酬。

擬派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現金人民幣14.78
分（「擬派末期股息」）（二零一零年：人民幣14.38分），惟須待股東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星期五）舉行的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擬派末期股
息將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以現金支付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
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有權出席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星期
三）至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如欲符合資格出席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
並在會上投票，未登記之本公司股份持有人必須確保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二）下午
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的股票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為享有擬派末期股息的權利，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二年五
月二十九日（星期二）（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將不會
辦理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如欲符合資格收取擬派末期股息，未登記之本公司股份持有
人必須確保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的股票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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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及審閱初步公告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徐耀華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
白泰德先生及雷鳴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研討有關審計、
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初步業績公告所列數字，經由本集團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與本集團該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金額作出比對並相符。羅兵
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
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審計委聘準則所進行的審計委聘，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
無對此初步公告發出任何核證。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常規，藉此提升本公司的管理效率以及保障股東整體的利益。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載列的守則
條文，唯獨沒區分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林懷仁先生目前同時擔任本公司的主席及首席
執行官。董事會相信，此架構為本集團提供強大而貫徹一致的領導，令業務規劃和決策以及在
執行長遠業務策略上更有效率和效益。因此，此舉對於本公司的業務前景有利。

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向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全體僱員及不斷支持本集團的全體股東，
致以衷心謝意。

代表董事會
太平洋網絡有限公司

主席
林懷仁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分別為林懷仁先生、何錦華先生、王大鑫先生及張
聰敏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徐耀華先生、白泰德先生及雷鳴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