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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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票號碼：2383) 

 

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主席報告 
 

本人欣然公佈 TOM 集團有限公司(「TOM」或「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TOM 集團」或

「集團」)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全年業績。 

 

集團的收入為港幣二十三億二千六百萬元，股東應佔虧損為港幣四億九千八百萬元，或每股虧損

十二點八港仙。未計入為無線增值服務及傳統網站業務作出的一次性非現金商譽減值撥備港幣四

億二千一百萬元，以及回撥之前年度收購一家附屬公司多提之應付收購作價款額港幣一億五千四

百萬元，期內的經營虧損為港幣一億九千一百萬元。是項減值撥備反映集團由以內容為主導的網

站，轉而發展科技主導的平台，以及傳統無線增值服務行業的估值整體下調。 

 

互聯網事業分部的收入為港幣七億二千七百萬元，分部虧損為港幣五千八百萬元。期內，互聯網

事業分部完成建設雲架構基建的首階段投資，並且推出用戶主導的音樂及遊戲服務，深受用戶歡

迎。 

 
電子商貿分部期內顯現增長動力，初步成績令人鼓舞。貨品交易總額(GMV)達人民幣二億四千萬

元；每宗交易額平均為人民幣二百八十多元，較行業平均要高。合資公司「郵樂網｣的進展令人鼓

舞，管理層相信這項業務能夠成為集團未來數年的其中一項主要收入來源。 

 

期內，出版事業分部的業績理想。該部繼續進行並投資於新的電子出版業務，分部收入及溢利分

別較上年度增長百分之十一及百分之二。集團依然是華文數位及實體書刊出版市場的領軍。集團

年內推出近三百項不同電子閱讀終端的應用，而儘管台灣的廣告市場寂靜，旗艦雜誌《商業周

刊》廣告收入按年增升百分之十五。 

 

於去年窒礙電視及娛樂事業分部財務進展的緊縮監管措施今年稍為舒緩。華娛衛視通過線上及移

動平台，以及其專有的iPhone、iPad及Android應用，強化互動娛樂內容的分銷。台灣城邦出版最近

獲授衛視頻道的經營權，華娛衛視將就這個頻道的節目製作與城邦緊密合作，並計劃透過其在國

內的頻道播放這些合製節目。 
 
 
*  以供識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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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傳媒事業分部持續優化戶外媒體資產，期內收入增升百分之二十；媒體資產出租率達百分之

七十四。 

 

展望未來，集團會繼續專注於財務及營運的表現，並且不斷致力推出創新的產品及服務，特別在

電子商貿、電子出版及其他數位業務的領域。除非經濟環境不確定及監管措施出現改變，管理層

相信目前各項業務將會於未來數年為集團再度帶來可持續增長。 

 

本人借此機會感謝集團管理層及所有員工過去一年努力不懈為集團作出貢獻。 

 

   
    
    
    主席 

 陸法蘭 

 
 
香港，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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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一一年 
 

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326,360 

 
 

2,464,227 
    
未計入一次性項目之經營虧損

#
 

  
(191,394) 

 
(81,487) 

 
一次性項目*  (267,184) (11,51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498,270) (167,952) 
    
每股虧損 (港仙)  (12.80) (4.31) 
    
* 一次性項目包括商譽及其他資產減值撥備 (二○一一年: 港幣 421,201,000 元; 二○一○年: 港幣 11,514,000 元); 及回撥以

前年度多提之應付收購代價 (二○一一年: 港幣 154,017,000 元; 二○一○年: 無)  
#
 包括攤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 

 

 

業務回顧 

 
配合行業及科技急速發展衍生的機遇，集團近數年在電子商貿、移動互聯網及電子出版方面作出

投資，這些業務帶來了新的增長點。 

 

 

電子商貿－核心指標飛躍增長，夥結國內外夥伴擴展   

 

電子商貿是集團迅速發展的業務領域。集團與中國郵政攜手打造的「郵樂網」(www.ule.com.cn)，

是一個可延展的電子購物平台，在國內同時提供線上線下服務。 

  

年內，隨著線上線下服務陸續推出，「郵樂網」各項營運指標均以倍數增長。至二○一一年底，

貨品交易總額(GMV)較上半年飆升近三倍至人民幣二億四千萬元；每宗交易額平均達人民幣二百

八十多元，較行業平均高出一倍。「郵樂網」上線僅一年已吸納過百萬用戶，不上網的消費者亦

可通過遍布城鄉的五萬個線下郵政網點，選購多達八萬種上線商品；重複買家高達百分之二十

五。 

 

未來 「郵樂網」將繼續深化與中國郵政的合作，與中國郵政轄下的儲蓄銀行推出「郵儲郵樂聯名

卡」。另外，「郵樂網」於二○一二年三月宣布與上海文廣集團旗下的百視通新媒體股份有限公

司簽訂合作備忘錄，對合作內容達成意向，運用百視通在 IPTV 互動電視、互聯網電視、手機電視

及電視支付系統平台等媒體和視頻領域的資源，結合「郵樂網」在電子商務、移動互聯網以及物

流方面的優勢，共同建立和運營創新和獨特的互動營銷平台。「郵樂網」亦開始邁向成為國際性

的電子商貿平台，於二○一二年初與新西蘭郵政局成功推出「郵樂國際商品專區」進行試營運，

銷售該國的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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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互聯網－接踵推出人氣遊戲及音樂應用 

 

隨著智能手機急速發展，傳統無線增值服務日漸式微，但集團的互聯網業務分部依然維持超過港

幣七億元的收入，過去一年投入資源推出的一系列跨平台、跨终端的移動互聯網產品，廣受用戶

歡迎。遊戲應用方面，集團與十五家包括 Glu Mobile Inc.在內的遊戲開發商合作推出近六十款遊

戲，用戶按月增長超過百分之五十。至於二○一一年第四季出台的音樂社區 637.fm 流聲機，為唱

片公司、歌手及「粉絲」提供一個互動及推廣平台，目前已有十家唱片公司及數十名歌手加入，

而用戶亦按月增長逾百分之六十。相信這些產品的用戶強勁增長勢頭將會持續。未來集團會繼續

推出功能新穎及先進的應用，不斷擴大用戶基礎。 

 

 

出版－數位化業務全速發展，近三百個應用出台，下載量持續飆升 

 

出版業務的分部收入按年增長百分之十一。傳統出版方面，《商業周刊》的表現亮麗，廣告收入

按年增升百分之十五；而數位出版的營運指標快速增長，至今推出近三百個包括 iPhone、iPad 及

Android 的數位閱讀應用，較上半年倍增，當中付費應用佔逾百分之八十，總下載量較上半年飆升

逾兩倍至近三百萬次，正好體現傳統與數位出版雙線發展，虛實合一的成效。 

 

集團通過與海外企業合作的跨地域策略，擴大全球華文數位出版的版圖，年內與日本講談社成立

合資公司，同時又聯結國內夥伴，拓展海峽兩岸市場。另外，城邦已獲台灣當局批准開設衛星電

視頻道「城邦知識生活頻道」。未來城邦會跨越傳統媒體的優勢，結合其擁有的多元獨特內容，

加上集團在電視及娛樂業務方面的資源，發展跨平台媒體業務。 

 

集團的數位及傳統出版產品一如既往，持續享譽業界。城邦與遠傳電信共同開發的「bella 儂儂」

應用程式，以及尖端出版的《漫畫之星》，分別奪得第五屆數位金鼎獎之「最佳加值服務獎」及

「最佳年度出版創新獎」；Gurubear 動感繪本互動應用則獲「二○一一數位內容產品獎」；尖端

出版的《Lovely 無所不在》膺選第二屆金漫獎「最佳少女漫畫」及「最佳網路漫畫」，而《許個

願吧！大喜》亦取獲第八屆金龍獎「最佳少女漫畫」。《商業周刊》年內再度獲得多個奬項，計

有亞洲出版業協會二○一一年「卓越經濟報導獎–首獎」及「卓越專題新聞獎–首獎」、第三十

五屆金鼎獎「最佳財經時事雜誌獎」、第十五屆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雜誌報導獎–佳

作」，以及第十屆卓越新聞獎「專題新聞獎」。另外，《La Vie》獲第三十五屆金鼎獎「最佳時尚

與生活雜誌獎」；城邦媒體的《大河盡頭(下卷) 》獲第三十五屆金鼎獎圖書類「文學獎」，而

《這麼大，這麼小》、《母乳最好》和《懷孕一定要關心的 200 則問題》同時入選「二○一一健

康好書獎」。 

 

 

電視及娛樂－強化節目內容，開發數碼分銷  

 

電視及娛樂業務致力強化節目及開發跨媒體數碼分銷渠道。華娛衛視與湖南衛視旗下芒果

TV(www.imgo.tv)進行合作，通過視頻網絡、IPTV 及手機移動平台，播送自製的節目。未來集團將

陸續發展高新科技廣播包括高清頻道廣播等。 

 

華娛衛視竭力開拓國內外客戶，年內獲大連市旅遊局及企業巨擘海昌集團鼎力贊助於大連舉辦

《華娛衛視亞洲十大紅人盛典》；另外又成功洽商唯美度國際美容連鎖集團贊助自製時尚女性綜

藝節目《唯美女人幫》。除了匠心獨運的自製節目外，華娛衛視亦於亞洲各地搜羅超人氣劇集以

饗觀眾，包括韓國劇集《麵包大王》及《我的公主》；台灣劇集《犀利人妻》、《愛無限》及

《那一年的幸福時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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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傳媒－媒體資產數碼化奏效  

 

戶外傳媒業務優化媒體資產，推出 LED 電子顯示廣告牌的策略奏效，帶動收入按年增升百分之二

十。戶外傳媒全面的專業服務廣受業界認同，相繼於二○一一年第八屆中國戶外傳播大會及二○

一一全球廣告主周分別膺獲「中國十大戶外媒體供應商」及「中國最具廣告影響力專業媒體」殊

榮；之後又獲中國傳媒學院獎 - 年度傳媒機構獎 -「最具引領價值戶外媒體」。於第四屆中國品牌

媒體論壇中，戶外傳媒更同時入選二○一○至二○一一「中國品牌廣告公司十強」及「中國最具

品牌價值戶外新媒體 」榮譽。 

 

 

財務回顧 
 

TOM 集團報告旗下五項分部業務的業績，分別為互聯網集團、電子商貿集團、出版事業集團、戶

外傳媒集團、電視及娛樂事業集團。 

 

收入 

 

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集團收入為港幣二十三億二千六百萬元，與上年度的港

幣二十四億六千四百萬元相比，減少百分之五點六。 

 

分部業績 

 

互聯網集團錄得港幣七億二千七百萬元的總收入，與上年度的港幣十億三千二百萬元相比，減少

百分之二十九點五。分部虧損為港幣五千八百萬元，二○一○年度的分部溢利為港幣一千八百萬

元。 

 

電子商貿集團的分部虧損為港幣五千五百萬元，與上年度的港幣三千二百萬元相比，增加百分之

七十點二。 

 

出版事業集團的總收入由上年度的港幣九億四千七百萬元，增加百分之十一至港幣十億五千二百

萬元。分部溢利由二○一○年度的港幣一億零一百萬元，增加百分之一點九至港幣一億零三百萬

元。 

 

戶外傳媒集團的總收入由上年度的港幣二億七千五百萬元，增加百分之二十點三至港幣三億三千

一百萬元。分部虧損由二○一○年度的港幣二千二百萬元，收窄百分之二點八至港幣二千一百萬

元。 

 

電視及娛樂事業集團的總收入由上年度的港幣二億零九百萬元，增加百分之四至港幣二億一千七

百萬元。分部虧損由二○一○年度的港幣六千三百萬元，增加百分之二十九點一至港幣八千二百

萬元。 

 

經營虧損 

 

本年度集團的經營虧損為港幣四億五千九百萬元，上年度為港幣九千三百萬元。撇除於二○一一

年非經常性回撥以前年度因收購而多提之應付代價港幣一億五千四百萬元以及為商譽作出港幣四

億二千一百萬元之減值撥備的財務影響（二○一○年：為商譽及其他資產作出港幣一千二百萬元

減值撥備），經營虧損為港幣一億九千一百萬元，二○一○年度為經營虧損港幣八千一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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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一一年度，互聯網集團作出商譽減值撥備。有關撥備乃基於本集團於國內之無綫增值服務

及傳統入門網站業務之經營環境轉差及整體行業估值下降而計提。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集團虧損為港幣四億九千八百萬元，二○一○年度為港幣一億六千八百萬

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的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不包括抵押存款）約為港幣九

億六千二百萬元。總信貸額為港幣二十九億二千九百萬元，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動

用其中港幣二十一億三千二百萬元，用作本集團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 

 

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的貸款總額約為港幣二十一億三千二百萬元，當中包括

約港幣二十億一千四百萬元長期銀行貸款，以及約港幣一億一千八百萬元短期銀行貸款。於二○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債務/(債務+權益))為百分之五十九，於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百分之五十一。 

 

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港幣六億四千五百萬元，較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約港幣五億六千五百萬元，增加百分之十四。 

 

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一點五零，於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一點三九。 

 

年內，本公司與數家獨立財務機構達成融資協議及補充契約，獲提供為期三年總額合計港幣二十

二億元的定期及循環貸款，以為現有債務作再融資，及為本集團營運資金需求融資。 

 

於二○一一年，用作營運的現金淨流出為港幣二千萬元。用作投資業務的現金淨流出為港幣二億

九千三百萬元，其中主要包括資本開支港幣二億三千二百萬元、支付以前年度收購代價港幣五千

五百萬元，以及墊資予共同控制實體港幣三千三百萬元，部分為已收股息港幣一千六百萬元及可

供出售財務資產出售之所得款項港幣一千五百萬元所抵銷。年內，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為

港幣一億五千三百萬元，其中主要包括提取一億八千六百萬元銀行貸款(扣除償還貸款)，部分為支

付貸款安排費用港幣一千九百萬元及向非控制性權益派發港幣一千四百萬元股息所抵銷。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受限制現金為港幣四百萬元，主要為已抵押予若干台灣

出版分銷商作為潛在銷售退貨之履約保證金之銀行存款。 

 

外匯風險 

 

一般而言，根據本集團的政策，旗下每家營運機構盡可能以當地貨幣借貸，以減低貨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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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由二○○八年至二○一一年，本集團一家於台灣之附屬公司接獲當地稅務局發出截至二○○四年

至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修訂所得稅評估，無形資產之攤銷合計約新台幣八億二

千萬元（約港幣二億一千萬元）不得用作扣除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溢利，因此令本集團產生潛在額

外所得稅負債約新台幣二億零五百萬元（約港幣五千三百萬元）。該附屬公司已向稅務局提交呈

請/上訴，並要求重新審核攤銷費用可否被扣除。於二○一○年，二○○四年及二○○五年之經修

訂稅項評估呈請被稅務局判決敗訴，而附屬公司已向台灣法院提出上訴。於二○一○年十一月及

二○一一年六月，附屬公司分別就二○○四年及二○○五年稅務上訴取得勝訴。於二○一一年一

月及八月，稅務局分別就二○○四年及二○○五年稅項評估入稟法院提出最終上訴。於二○一二

年二月及三月，法院認為原審並未根據適當的法律及規條對二○○四年及二○○五年稅項評估作

出判決，決定將二○○四年及二○○五年之稅項評估發還重審。 

 

管理層已就案件諮詢其外界稅務代表。根據諮詢意見，管理層認為按照台灣稅例，無形資產之攤

銷應可扣除稅項，管理層相信稅務上訴或呈請可取得有利結果，並認為於現階段毋需作出撥備。 

 

倘附屬公司之稅務上訴及呈請最終被判敗訴，附屬公司於二○一○年至二○一一年之所得稅評估

亦多數按類似基準作出修訂。本集團就二○○四年至二○一一年之遞增稅務負債總額約為新台幣

二億五千八百萬元（約港幣六千六百萬元）。  

 

員工資料 

 

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共僱用三千零二十五名全職員工。撇除董事酬金，本年

度員工成本為港幣五億八千九百萬元（二○一○年：港幣五億五千一百萬元）。TOM 集團旗下所

有公司均為平等機會僱主，基於出任職位的適合程度，作為挑選及擢升員工的依據。集團員工的

薪酬及福利均保持在具競爭力的水平，員工概以工作表現作為考勤的基準，並按照集團一般薪酬

及獎金制度架構，每年作出評審。公司亦向員工提供一系列的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公積金等。

此外，TOM 集團持續提供培訓及發展課程。年內，本公司為集團整體員工籌辦聯誼、體育競賽及

康樂活動。 

 

本集團亦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根據該計劃（其中包括）集團員工可獲授予購股權，以認購 TOM

的股份，作為表揚員工對本集團所付出的努力，並藉此鼓勵員工留任，繼續為本集團作出寶貴的

貢獻。 

 

 

 

 

 

 

 
免責聲明： 

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 

 

若干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乃用於評估集團的表現，例如包括應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業績的經營溢利╱（虧損），

而分部溢利╱（虧損）乃指未計入減值撥備以及回撥以前年度多提之應付收購代價的分部業績。但該等指標並非香港公

認會計原則所明確認可的指標，故未必可與其他公司的同類指標作比較。因此，該等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不應視作經營

收入（作為集團業務指標）的替補或經營活動現金流量（作為衡量流動資金）的替補。提供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純粹為

加強對集團現時財務表現的整體理解；此外，由於集團以往曾向投資者報告若干採用非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的業績，因此

本集團認為包括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可為集團的財務報表提供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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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綜合業績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一一年 二○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 2,326,360 2,464,227 
  ═══════════ ═══════════ 
    
銷售成本 4 (1,744,153) (1,845,688)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4 (287,415) (263,975) 
行政費用 4 (170,733) (171,164) 
其他營運費用 4 (326,080) (285,797) 
其他收益，淨額 4 25,615 37,659 
回撥以前年度多提之應付收購代價  154,017 - 
商譽及其他資產減值撥備 3 (421,201) (11,514) 
攤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11,572) (22,447)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3,416) 5,698 
  ─────────── ─────────── 
  (458,578) (93,001) 
    
融資收入 5 19,754 15,285 
融資成本 5 (59,420) (60,474) 
  ─────────── ─────────── 
融資成本，淨額 5 (39,666) (45,189) 
  ─────────── ─────────── 
    
除稅前虧損  (498,244) (138,190) 
稅項 6 (27,675) (38,933) 
  ─────────── ─────────── 
年內虧損  (525,919) (177,123) 
  ═══════════ ═══════════ 
以下人士應佔：    
    
非控制性權益  (27,649) (9,171)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98,270) (167,952) 
  ═══════════ ═══════════ 
    
於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之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12.80) 港仙 (4.31) 港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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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一一年 二○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虧損  (525,919) (177,123) 

    

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126,434 51,313 

界定福利計劃之精算虧損淨額  (2,747) (2,801)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年內重估（虧絀）╱盈餘，扣除稅項  (1,453) 669 

  ─────── ─────── 
    

年內之其他全面收益，扣除 

稅項 

 

122,234 49,181 

  ─────── ─────── 

    

年內之全面開支總額  (403,685) (127,942) 

  ═══════ ═══════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開支） 

 總額： 

 

  

    

- 非控制性權益  (17,183) 5,327 

  ═══════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86,502) (133,269) 

  ═══════ ═══════ 



- 10 - 

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附註 二○一一年 二○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59,990 143,769 
商譽  2,355,948 2,682,513 
其他無形資產  99,969 112,207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117,523) (132,651) 
聯營公司權益  221,753 230,736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2,763 28,780 
向投資項目公司貸款  2,172 2,172 
遞延稅項資產  41,875 31,235 
其他非流動資產  27,555 23,609 
  ──────── ──────── 
  2,804,502 3,122,370 
  --------------- --------------- 
流動資產    
存貨  101,062 98,35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860,951 836,240 
受限制現金  3,766 3,958 
現金及現金等值  961,773 1,079,340 
  ──────── ──────── 
  1,927,552 2,017,892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048,361 1,226,149 
應付稅項  43,080 45,937 
長期銀行貸款－即期部份   73,160 72,039 
短期銀行貸款  118,082 109,032 
  ──────── ──────── 
  1,282,683 1,453,157 
  --------------- --------------- 
流動資產淨值  644,869 564,735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449,371 3,687,105 
  --------------- ---------------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7,650 12,449 
長期銀行貸款－非即期部份  1,940,656 1,770,361 
退休金責任  35,291 32,384 
  ──────── ──────── 
  1,993,597 1,815,194 
  --------------- --------------- 

資產淨值  1,455,774 1,871,911 
  ════════ ════════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389,328 389,328 
儲備  743,175 1,130,525 
自持股份  (6,244) (6,244) 
  ──────── ──────── 
  1,126,259 1,513,609 
非控制性權益  329,515 358,302 
  ──────── ──────── 
權益總額  1,455,774 1,871,9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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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集團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自持股份 股份溢價 股本儲備 

股本 

贖回儲備 一般儲備 

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股東權益 

總額 

非控制性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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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一○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389,328 (6,244) 3,625,981 38,437 776 133,760 2,332 569,729 (3,095,946) 1,658,153 377,723 2,035,876 

  ──────── ──────── ──────── ─────── ─────── ─────── ────── ────── ───────── ──────── ──────── ──────── 

 全面收益：             

 年內虧損 - - - - - - - - (167,952) (167,952) (9,171) (177,123)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重估盈餘 

，扣除稅項 

 

- 

 

- 

 

- 

 

- 

 

- 

 

- 

 

669 

 

- 

 

- 

 

669 

 

- 

 

669 

 界定福利計劃之精算虧損淨額 - - - - - - - - (2,250) (2,250) (551) (2,801) 

 匯兌差額 - - - - - - - 36,264 - 36,264 15,049 51,313 

  ──────── ──────── ──────── ──────── ──────── ──────── ────── ────── ───────── ───────── ──────── ──────── 

 截至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全面開支總額 - - - - - - 669 36,264 (170,202) (133,269) 5,327 (127,942) 

  ──────── ──────── ──────── ──────── ──────── ──────── ──────── ──────── ──────── ──────── ──────── ────────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派付股息予非控制性權益 - - - - - - - - - - (25,916) (25,916) 

 停止綜合附屬公司 - - - - - - - - - - (12,004) (12,004)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 - (11,275) - - - - - (11,275) 11,275 - 

 非控制性權益出資 - - - - - - - - - - 1,897 1,897 

 轉撥至一般儲備 - - - - - 3,586 - - (3,586) - - - 

  ──────── ──────── ──────── ──────── ──────── ──────── ──────── ──────── ───────── ───────── ──────── ────────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 - - (11,275) - 3,586 - - (3,586) (11,275) (24,748) (36,023) 

  ──────── ──────── ──────── ─────── ─────── ─────── ────── ────── ───────── ──────── ──────── ──────── 

 於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389,328 (6,244) 3,625,981 27,162 776 137,346 3,001 605,993 (3,269,734) 1,513,609 358,302 1,871,911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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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集團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自持股份 股份溢價 股本儲備 

股本 

贖回儲備 一般儲備 

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股東權益 

總額 

非控制性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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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一一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389,328 (6,244) 3,625,981 27,162 776 137,346 3,001 605,993 (3,269,734) 1,513,609 358,302 1,871,911 

  ──────── ──────── ──────── ─────── ─────── ─────── ────── ────── ───────── ──────── ──────── ──────── 

 全面收益：             

 年內虧損 - - - - - - - - (498,270) (498,270) (27,649) (525,919)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重估虧絀 

，扣除稅項 - - - - - - (1,453) - - (1,453) - (1,453) 

 界定福利計劃之精算虧損淨額 - - - - - - - - (2,869) (2,869) 122 (2,747) 

 匯兌差額 - - - - - - - 116,090 - 116,090 10,344 126,434 

  ──────── ──────── ──────── ──────── ──────── ──────── ────── ────── ───────── ───────── ──────── ──────── 

 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全面開支總額 - - - - - - (1,453) 116,090 (501,139) (386,502) (17,183) (403,685) 

  ──────── ──────── ──────── ──────── ──────── ──────── ──────── ──────── ──────── ──────── ──────── ────────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派付股息予非控制性權益 - - - - - - - - - - (14,349) (14,349)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 - (848) - - - - - (848) 848 - 

 非控制性權益出資 - - - - - - - - - - 1,897 1,897 

 轉撥至一般儲備 - - - - - 1,911 - - (1,911) - - - 

  ──────── ──────── ──────── ──────── ──────── ──────── ──────── ──────── ───────── ───────── ──────── ────────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 - - (848) - 1,911 - - (1,911) (848) (11,604) (12,452) 

  ──────── ──────── ──────── ─────── ─────── ─────── ────── ────── ───────── ──────── ──────── ──────── 

 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389,328 (6,244) 3,625,981 26,314 776 139,257 1,548 722,083 (3,772,784) 1,126,259 329,515 1,455,774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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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附錄16之披露規定而編製。除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乃按公平價值列賬（除非公平價

值未能可靠計算）外，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須使用若干重大會計估計，並要求管理層於應

用本集團會計政策過程中行使其判斷力。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所有於二○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必須採納且與本集團

業務相關之準則修訂。採納於二○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準則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營運

業績或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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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有五項可申報業務分部： 

 

‧ 互聯網集團－提供無線互聯網服務、網上廣告、商務企業解決方案及互聯網接入服

務。 

 

‧ 電子商貿集團－透過互聯網交易平台進行之商品銷售。 

 

‧ 出版事業集團－出版雜誌及書籍、印刷媒體之廣告銷售及其他相關產品銷售。 

 

‧ 戶外傳媒集團－戶外媒體資產之廣告銷售及提供戶外媒體服務。 

 

‧ 電視及娛樂事業集團－衛星電視頻道業務之廣告銷售，廣播節目製作及媒體銷售， 

活動製作及市場推廣服務。 

 

分部間之銷售乃按公平原則基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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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收入及分部資料 (續) 

 

 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載列如下： 
           
                                                                                       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互聯網 

集團 

電子商貿

集團 

出版事業 

集團 

戶外傳媒 

集團 

電視及娛樂

事業集團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總額 727,452 - 1,051,584 331,112 217,142 2,327,290 

 分部間收入 - - - - (930) (930) 

  ─────── ─────── ─────── ─────── ─────── ──────── 

 對外客戶之收入淨額 727,452 - 1,051,584 331,112 216,212 2,326,360 

  ═══════ ═══════ ═══════ ═══════ ═══════ ════════ 

        

 未計攤銷及折舊之分部溢利╱（虧損）  (46,767) (51,826) 225,848 16,419 (38,958) 104,716 

 攤銷及折舊  (11,610) (3,324) (122,619) (37,896) (42,875) (218,324) 

  ─────── ─────── ─────── ─────── ─────── ──────── 

 分部溢利╱（虧損） (58,377) (55,150) 103,229 (21,477) (81,833) (113,608) 

  ═══════ ═══════ ═══════ ═══════ ═══════ ═══════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回撥以前年度多提之應付收購代價 154,017 - - - - 154,017 

 商譽減值撥備 (421,201) - - - - (421,201) 

 攤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 (11,572) - - - (11,572)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469 - (3,885) - - (3,416) 

  ─────── ─────── ─────── ─────── ─────── ──────── 

  (266,715) (11,572) (3,885) - - (282,172) 

  ─────── ─────── ─────── ─────── ─────── ──────── 

 融資成本：       

 融資收入(附註(a)) 16,029 39 22,477 2,424 74 41,043 

 融資開支(附註(a)) - - (14,830) - (20,797) (35,627) 

  ─────── ─────── ─────── ─────── ─────── ──────── 

  16,029 39 7,647 2,424 (20,723) 5,416 

  ─────── ─────── ─────── ─────── ─────── ──────── 

 分部之除稅前溢利╱（虧損）  (309,063) (66,683) 106,991 (19,053) (102,556) (390,364) 

  ═══════ ═══════ ═══════ ═══════ ═══════  

 未能分配之公司開支      (107,880) 

       ─────── 

 除稅前虧損      (498,244) 

       ════════ 

        

 經營分部非流動資產開支 9,160 1,181 134,391 31,355 49,017 225,104 

        

 未能分配之非流動資產開支      955 

       ─────── 

 非流動資產開支總額      226,059 

       ═══════ 

 
附註(a)： 

 

分部間之利息收入港幣21,820,000元及分部間之利息支出港幣21,713,000元已分別計入融資收入及融資開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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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收入及分部資料 (續) 
 

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載列如下：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互聯網集團 電子商貿集團 出版事業集團 戶外傳媒集團 

電視及娛樂 

事業集團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2,275,238 161,797 1,275,856 609,842 201,293 4,524,026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 (117,523) - - - (117,523) 

 聯營公司權益 4,609 - 217,144 - - 221,753 

 未能分配之資產      103,798 

       ──────── 

 資產總值      4,732,054 

       ════════ 

        

 分部負債 329,799 2,004 415,226 150,554 71,802 969,385 

 未能分配之負債：       

 公司負債      114,267 

 即期稅項      43,080 

 遞延稅項      17,650 

 借貸      2,131,898 

       ──────── 

 負債總額      3,276,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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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收入及分部資料 (續) 
 

 截至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載列如下： 
           
                                                                                         截至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互聯網 

集團 

電子商貿

集團 

出版事業 

集團 

戶外傳媒 

集團 

電視及娛樂

事業集團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總額 1,031,963 1,834 947,492 275,348 208,738 2,465,375 

 分部間收入 - - - - (1,148) (1,148) 

  ─────── ─────── ─────── ─────── ─────── ──────── 

 對外客戶之收入淨額 1,031,963 1,834 947,492 275,348 207,590 2,464,227 

  ═══════ ═══════ ═══════ ═══════ ═══════ ════════ 

        

 未計攤銷及折舊之分部溢利╱（虧損）  32,430 (30,520) 200,660 28,355 (29,500) 201,425 

 攤銷及折舊  (14,593) (1,879) (99,378) (50,456) (33,878) (200,184) 

  ─────── ─────── ─────── ─────── ─────── ──────── 

 分部溢利╱（虧損） 17,837 (32,399) 101,282 (22,101) (63,378) 1,241 

  ═══════ ═══════ ═══════ ═══════ ═══════ ═══════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商譽及其他資產之減值撥備 - - - (11,514) - (11,514) 

 攤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255) (22,192) - - - (22,447)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949 - 4,749 - - 5,698 

  ─────── ─────── ─────── ─────── ─────── ──────── 

  694 (22,192) 4,749 (11,514) - (28,263) 

  ─────── ─────── ─────── ─────── ─────── ──────── 

 融資成本：       

 融資收入(附註(a)) 12,671 5 25,114 2,719 102 40,611 

 融資開支(附註(a)) - - (17,944) (569) (17,986) (36,499) 

  ─────── ─────── ─────── ─────── ─────── ──────── 

  12,671 5 7,170 2,150 (17,884) 4,112 

  ─────── ─────── ─────── ─────── ─────── ──────── 

 分部之除稅前溢利╱（虧損）  31,202 (54,586) 113,201 (31,465) (81,262) (22,910) 

  ═══════ ═══════ ═══════ ═══════ ═══════  

 未能分配之公司開支      (115,280) 

       ─────── 

 除稅前虧損      (138,190) 

       ════════ 

        

 經營分部非流動資產開支 11,669 9,774 134,805 33,543 36,734 226,525 

        

 未能分配之非流動資產開支      352 

       ─────── 

 非流動資產開支總額      226,877 

       ═══════ 

 
附註(a)： 

 

分部間之利息收入港幣25,493,000元及分部間之利息支出港幣19,423,000元已分別計入融資收入及融資開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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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收入及分部資料 (續) 
 

於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載列如下：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互聯網集團 電子商貿集團 出版事業集團 戶外傳媒集團 

電視及娛樂 

事業集團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2,830,779 25,874 1,243,478 726,167 169,444 4,995,742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 (132,651) - - - (132,651) 

 聯營公司權益 3,722 - 227,014 - - 230,736 

 未能分配之資產      46,435 

       ──────── 

 資產總值      5,140,262 

       ════════ 

        

 分部負債 517,567 11,739 401,565 158,023 64,125 1,153,019 

 未能分配之負債：       

 公司負債      105,514 

 即期稅項      45,937 

 遞延稅項      12,449 

 借貸      1,951,432 

       ──────── 

 負債總額      3,268,351 

       ════════ 

 

 

未能分配之資產指公司資產。未能分配之負債指公司負債及中央管理之業務分部應付

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借貸。 

 

3 商譽及其他資產減值撥備 

  

本年度金額是指互聯網集團之商譽減值撥備港幣 421,201,000 元。有關撥備乃基於本集

團於國內之無綫增值服務及傳統入門網站業務之經營環境轉差及整體行業估值下降而

計提（二○一○年：有關戶外傳媒集團之商譽減值撥備港幣 2,614,000 元及可供出售財

務資產之撥備港幣 8,9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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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乃扣除／計入下列項目後列賬： 
 

  二○一一年 二○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扣除：   

    

 折舊 57,180 64,888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162,225 136,135 

 已出售存貨成本 561,337 540,831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330 182 

  ═══════ ═══════ 
 計入：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6,153 494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收益 - 5,402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收益 - 7,666 

 匯兌收益，淨額 19,792 24,279 

  ═══════ ═══════ 
    

5 融資成本，淨額 
 

  二○一一年 二○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行貸款利息及借貸成本 57,523 58,574 

 其他貸款之利息 1,897 1,900 

  ─────── ─────── 
  59,420 60,474 

  ------------- ------------- 

    

 減：銀行利息收入 (19,754) (15,285) 

  ------------- ------------- 

    

  39,666 45,1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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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香港利得稅乃按本年度之估計應課稅溢利以稅率16.5%（二○一○年：16.5%）作出準

備。就海外溢利繳交之稅項乃按本年度之估計應課稅溢利以本集團經營之國家適用稅

率計算。自綜合收益表支銷之稅項如下： 
 

  二○一一年 二○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海外稅項 33,146 31,942 

 以往年度之準備不足╱(超額準備) 502 (321) 

 遞延稅項 (5,973) 7,312 

  ────── ────── 
 稅項支出 27,675 38,933 

  ══════ ══════ 
 

7 股息 

 

本公司並無於本年度派發或宣派任何股息（二○一○年：無）。 
 

8 每股虧損 

 

(a) 基本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時，乃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港幣498,270,000元     

（二○一○年：港幣167,952,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3,893,270,558股（二○一○年：3,893,270,558股）為根據。 

 

  (b) 攤薄 

 

因本公司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故

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

（二○一○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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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集團  

  二○一一年 二○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 552,983 538,364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307,968 297,876 

  ─────── ─────── 
  860,951 836,240 

  ═══════ ═══════ 
 

 集團已就各項業務之客戶訂立信貸政策。應收賬款之平均賒賬期為三十至九十天。本

集團營業額乃根據有關交易之合同訂明之條款記賬。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

值與公平值相若。 

  

於二○一一年及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一一年 二○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195,782 168,424 

 31 至 60 天 130,766 132,085 

 61 至 90 天 81,572 89,129 

 超過 90 天 238,369 244,635 

  ─────── ─────── 
  646,489 634,273 

 減：減值撥備 (93,506) (95,909) 

  ─────── ─────── 
  552,983 538,3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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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集團  

  二○一一年 二○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 295,259 319,78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53,102 906,362 

  ──────── ──────── 
  1,048,361 1,226,149 

  ════════ ════════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公平值相若。 

  

 於二○一一年及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一一年 二○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116,215 101,460 

 31 至 60 天 35,846 47,170 

 61 至 90 天 31,576 27,951 

 超過 90 天 111,622 143,206 

  ─────── ─────── 
  295,259 319,78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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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賬目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本集團之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初步業績公佈中所列數

字與本集團該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核對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工

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

核證聘用，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未對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於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所

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新修訂於二零一二年生效，包括守則的名稱已更改為《企業管治守則》）

（「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本公司亦已採納守則中的若干最佳常規。本公司就已修訂的守則條文中有關二零一二年內的修訂檢視

其狀況，並確認，於本公告日期，已於守則的預定生效日期前遵守守則中大部份守則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份。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國猛先生 陸法蘭先生 (主席 )   張英潮先生  

麥淑芬女士 張培薇女士  胡紅玉女士 

 葉德銓先生  沙正治先生 

 李王佩玲女士   

           替任董事：  

              周胡慕芳女士 

   (陸法蘭先生之替任董事) 

   Francis Meehan 先生 

    (陸法蘭先生、 

    張培薇女士及    

    葉德銓先生 

   各自之替任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