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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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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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MB VISION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移 動 多 媒 體 廣 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71）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財 政 年 度 的

年 度 業 績 公 佈 ； 及

申 請 恢 復 買 賣

中國移動多媒體廣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

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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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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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 －

其他收入 4 25,275 109,657

行政開支 (1,417,375) (2,244,980)

研發成本 (898,974) (1,290,323)

其他開支 (2,726,419) (2,427,225)

其他收益及虧損 (11,411,046) (759,126)

財務成本 (73) (762)

持續經營業務年內虧損 5 (16,428,612) (6,612,759)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年內溢利（虧損） 22,473,883 (14,935,554)

年內溢利（虧損） 6,045,271 (21,548,313)

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時產生的匯兌差額 (1,149,818) (546,176)

年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4,895,453 (22,094,48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16,418,676) (6,612,759)

　－已終止經營業務 22,473,883 (14,935,55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6,055,207 (21,54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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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經重列）

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內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9,936) －

6,045,271 (21,548,313)

以下各項應佔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905,389 (22,094,489)

－非控股權益 (9,936) －

年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4,895,453 (22,094,489)

每股盈利（虧損） 6

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0017 (0.0075)

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0045) (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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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061 15,669,442
預付租金－非即期部分 － 703,693
投資物業 － 1,990,403
無形資產 1,504,506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 －
收購聯營公司權益的已付按金 － 9,540,116
可供出售投資 － 27,505
其他應收款項 － 1,015,874

1,539,567 28,947,033

流動資產
存貨 － 1,192,92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1,173,401 2,788,563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511,604
預付租金－即期部分 － 16,993
銀行結餘及現金 315,813 3,957,006

1,489,214 8,467,08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1,592,645 14,541,878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389,029 56,853
其他借貸－須於一年內償還 － 120,797

1,981,674 14,719,528

流動負債淨值 (492,460) (6,252,441)

1,047,107 22,694,59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804,157 4,436,315
股份溢價及儲備 (4,933,627) (15,427,92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 870,530 (10,991,606)
非控股權益 176,577 －

總權益 1,047,107 (10,991,60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 24,222,587
其他應付款項 － 9,463,611

－ 33,686,198

1,047,107 22,69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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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度業績審閱

年度業績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縱使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

持續經營業務虧損16,428,612美元，於該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較流動資產超出492,460美元。本

公司董事認為，計及以下（包括但不限於）建議安排，本集團應該可於未來一年按持續經營基準

維持業務運作：

(a) 本集團於年內收購中國兩家主要從事CMMB業務之聯營公司。該等聯營公司計劃貢獻其自

有產能與本公司的一間附屬公司在中國設立一個綜合營運平台，該平台將發展成為多媒體

內容製作及整合中心，以支持本集團未來的CMMB項目。

(b)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五日，本集團與美利堅合眾國（「美國」）夥伴成功利用蜂窩通信發射塔

進行了CMMB移動電視現場廣播。此試驗標誌著本集團在美國CMMB市場推廣暨商業運營

第一階段之正式開始。本集團擬與該等夥伴設立合營企業。根據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五

日就共同開發及推廣CMMB技術而訂立的策略業務開發協議，策略業務夥伴將側重發展整

個技術生態系統，以在美國部署一個綜合、靈活且賺取收益的CMMB服務平台。

(c)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收購CMMB International Limited完成後，本集團取得北京泰美

世紀科技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成立的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廣電總局」廣播科學研

究院下屬的公司）授予的CMMB技術獨家國際開發及特許使用權。本集團將提供啟鑰解決方

案，於中國境外市場開發及推廣CMMB技術及業務平台，並通過於海外市場之夥伴關係參

與服務運營，建立全球CMMB特許使用平台。

(d)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就從Chi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股東）收

購CMMB Vision (USA) Inc.（「CMMB Vision (USA)」）51%已發行股本訂立有條件買賣協

議，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刊發之公佈。本公司將透過發行股份及

可換股債券結算收購，以盡量減少其資本成本。報告期結束後，CMMB Vision (USA)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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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附屬公司CMMB America Inc.（「中播（美國）」）與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簽署電視

（「TV」）頻道合作協議，以在紐約共同營運三個CCTV電視頻道。CCTV同意每年向中播（美

國）支付年度費用，直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一

日刊發之公佈所載，該等頻道將透過CMMB Vision (USA)的紐約公共廣播電視網播出。是

次合作是CCTV首次落地於紐約市透過公共廣播網傳播。CMMB Vision (USA)及CCTV均期

待在美國深度及多方位的合作，最終融合有線網、互聯網及移動廣播網等多媒體平台，讓

節目得到更全面和廣泛的覆蓋。本公司董事預期在美國收購及發展該等新CMMB項目將在

本報告發佈後盡快完成。建議收購完成後，由於該項收購將整合CMMB Vision (USA)的經

營活動帶來的正現金流量，本公司董事預計本集團的未來現金流量將會改善。

(e) 本集團的業務模式已由印刷線路板（「PCB」）製造商／貿易商轉型為CMMB服務供應商。透

過其與當地基礎設施開發商及移動運營商的夥伴關係，本集團將提供源自中國的CMMB技

術支援並向海外營運平台提供內容。因此，董事認為，新業務運營相比製造業務所須於生

產設施之資本投資較少。

(f) 本集團計劃進一步發行新股份籌集額外資金改善其流動資金狀況。

(g) 本公司股東Chi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已同意提供財務援助，以使本集團可於可預見的

將來履行其到期的財務責任。

基於以上因素，本公司董事信納本集團將擁有足夠財務資源履行其於可預見之未來到期的財務

責任。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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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連人士披露

　（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供股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詮釋第14號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撇減財務負債

　－詮釋第19號

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

／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1 政府貸款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財務資產轉讓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互相抵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過度性披露之強制生效日期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香港財物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5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4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1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獨立財務報表1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1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相互抵銷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地表礦開採階段之剝離成本1

　－詮釋第20號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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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就取消訂單收到的客戶補償 － 1,558

利息收入 71 2,364

代理收入（附註） 21,677 105,671

其他 3,527 64

25,275 109,657

附註： 年內本集團從事有關PCB材料採購及分銷的代理服務，確認收益淨額21,677美元（二零

一零年：105,671美元），該金額為從客戶收取的總款項1,772,467美元（二零一零年：

5,447,279美元）與應付供應商的採購成本1,750,790美元（二零一零年：5,341,608美元）

之間的差額。

5. 持續經營業務的年內虧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持續經營業務的年內虧損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達致：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津貼 414,032 491,71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675 5,085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457,994

員工成本總額 419,707 954,795

核數師酬金 141,935 180,645

計入其他開支的向顧問支付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1,133,276 2,129,14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891 4,978

計入其他開支的無形資產攤銷 28,387 －

計入其他開支的法律及專業費用（附註） 1,564,756 298,085

匯兌虧損淨額 6,083 12,760

附註： 該金額指就發展新業務應付諮詢人員、顧問及其他專業人士的法律及專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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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年內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盈利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時所用的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6,055,207 (21,548,313)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時所用的加權平均股數： 3,636,658,395 2,883,101,88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虧損計算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年內溢利（虧損） 6,055,207 (21,548,313)

減：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年內溢利（虧損） 22,473,883 (14,935,554)

就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時所用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16,418,676) (6,612,759)

所用分母用上文詳述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所用的分母相同。

於兩個年度內，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原因是假設購股

權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獲行使會導致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虧損減少。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為0.0062美元（二零一零年：每股虧損0.0052美元），

乃根據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年內溢利22,473,883美元（二零一零年：虧損14,935,554美元）以及於上

文詳述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分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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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貿易應收款項：

　0至30日 － －

　31至60日 － 464,460

　61至90日 － 584,840

　91至120日 － 4,020

　120日以上 － 196,294

－ 1,249,614

預付供應商款項 － 1,123,709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902,809 930,512

其他可收回稅項 － 648,363

預付款項 270,592 134,329

減：累計減值 － (1,297,964)

1,173,401 1,538,9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173,401 2,788,563

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美元 美元

貿易應付款項：

　0-90日 － 4,391,329

　91-120日 － 275,423

　121-180日 － 546,533

　181-365日 － 182,445

　365日以上 － 3,164,133

－ 8,559,863

預收客戶款項 － 636,067

應計費用 955,390 4,515,581

其他應付稅項 － 403,523

其他應付款項 637,255 426,84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1,592,645 14,54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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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年內溢利約6,000,000美

元，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錄得年內虧損約21,500,000美元。每

股盈利約為0.2美仙（二零一零年：每股虧損約0.8美仙），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約為

0.03美仙（二零一零年：每股負債淨值約0.32美仙）。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從事印刷電路板採購及分銷，

來自該持續服務的收入為1,772,467美元（二零一零年：5,447,279美元），相關採購成

本為1,750,790美元（二零一零年：5,341,608美元）。

其他收入主要指有關印刷電路板採購及分銷的代理服務的收益淨額，該收益淨額由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06,000美元大幅降低約79.2%至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2,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行政開支減少約37.0%至約1,400,000美

元，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2,200,000美元。減少的主要原因

是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支付予董事及其他僱員的短期付款開

支。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研發費用減少約30.8%至約900,000美元，

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1,300,000美元。研發費用主要包括中

國移動電視和多媒體廣播（「CMMB」）業務的開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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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主要指法律及專業費用及於年內向顧問授出本公司的購股權，藉以以股份

為基礎向顧問付款所涉及的開支。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開

支增加12.3%至約2,700,000美元，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為

2,400,000美元。

其他收益及虧損指遠期合約的公平值變動虧損、收購無形資產虧損及貿易及其他應

收款項減值虧損。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遠期合約的公平值變動

虧損及收購無形資產虧損分別約10,500,000美元及約1,100,000美元；及就過往年度

確認的減值虧損撥回約214,000美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貿

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約759,000美元。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銀行及其他借貸，故於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費用微乎其微。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終止經營業務年內溢利主要指取消合併

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約29,500,000美元。取消合併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印刷線路

板。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淨業

績（取消合併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除外）分別約為7,100,000美元及14,900,000美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權益約1,000,000美元，而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總赤字約11,000,000美元。流動資產約1,500,000美元，包括銀行結

餘及現金約 300,000美元及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約 1,200,000美元。流動負債約

2,000,000美元，包括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約1,600,000美元及應付關連公司款項約

4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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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0.8（二零一零年：0.6），而資產

負債比率（貸款總額與資產總值的比）則為零（二零一零年：64.7%）。於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及其他借貸（二零一零年：銀行借貸約

24,200,000美元及其他借貸約121,000美元）。

年內，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若干認購協議，認購合共687,628,800股本公司新股份，

總代價為30,943,260港元（折合約4,000,000美元）。上述所有收購的所得款項淨額總

額約4,000,000美元，初始時擬用作一般營運資本。

匯兌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負債及買賣均以美元及人民幣（「人民幣」）計值。管理層認為匯

兌風險不會對本集團產生任何影響，皆因人民幣相對於美元有所升值，以及以人民

幣進行買賣已將外幣交易的風險大幅對沖。管理層將繼續監察人民幣匯率的進一步

變動，並會主動採取措施以盡可能降低匯率波動對本集團帶來的不利影響。故而，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未有作出任何其他對沖安排。

分部資料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詳盡分部資料載於年報附註8。

僱員福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僱員的平均數目約100人（二零一零

年：約500人）。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員工成本（包括董

事酬金及薪酬）約1,800,000美元（二零一零年：約3,300,000美元）。本公司的薪酬政

策每年進行檢討，並符合現行市場慣例。於回顧年內，本公司並無根據本公司於二

零零五年七月五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向董事及本集團僱員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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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營運回顧

於回顧年度，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則主要從事印刷線路板貿

易。

本公司現正致力尋求中國新政策支援之三網融合政策（包括電視、電訊及互聯網）帶

來的商機，尤其是集中發展根據CMMB規範之移動電視及互動多媒體廣播業務。本

公司之目標是發展為一家移動電視多媒體公司，於國內及全球其他市場提供CMMB

規範的服務、解決方案及創新移動媒體服務。

前景

本集團現正透過一系列重組、分拆出售及收購，由印刷線路板製造商轉型為移動多

媒體技術及服務供應商。該轉型現已進入最後階段，使本集團成為專門提供移動及

無線廣播及互聯網數據服務的營運商。

本集團現正發展成為領先的新一代移動多媒體服務供應商，透過根據中國開發的

CMMB多路傳播技術而制定的極低成本及高效能解決方案，迎合移動及無線廣播及

互聯網內容下載不斷增加的需求。客戶只要配備無限制的CMMB設備（如手機、迷你

筆記型電腦、MP4、軟件狗、GPS及LED控制台），即可透過無所不在的地面及衛星

網絡，隨時隨地無限制地即時接收視像移動廣播及互聯網下載。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廣電總局」）與美利堅合眾

國合作研製的CMMB是於二十一世紀發明的最先進數碼廣播（多路傳播）技術之一，

該項技術可根據互聯網協定（「互聯網數據」）透過互聯網傳送廣播（「廣播」）及傳送數

據。CMMB以正交頻分多址（「OFDM」）為基準，可與其他OFDM技術（如第三代移動

技術3G、以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標準802.16(e)（「WiMax」）

為基準的第四代移動技術（「4G」）及4G長期演進（「4G LTE」））互動。CMMB的主要

特色是以極低成本在任何時間即時同步傳送大量串流直播及push-IP數據至任何地方

的無限數目的移動用戶。在全球最大移動網絡及供應鏈生態系統的支持下，CMMB

已廣泛應用於330個中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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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將為應用CMMB技術，解決廣播及互聯網數據內容分發所產生的

不斷增加的瓶頸，而傳統的單路傳播移動通訊技術已無法應付該瓶頸。就中國而

言，本集團的目標是成為領先的CMMB服務供應商。就全球而言，本集團的目標是

透過在不同國家部署及營運CMMB網絡及服務，推廣及發展CMMB，以及創造環球

多媒體特許經營權。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年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持續經營的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董事、董事的聯繫人士或任何股東（就董事所知，擁有本公司5%以上權益者）概無於

年內任何時間於本集團五大客戶或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

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以下內容乃摘錄自獨立核數師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經

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出具的報告。

「重點事項

吾等並不發表保留意見，但提請注意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該附註表明，截至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集團產生持續經營業務年內虧損16,428,612美元，該

日　貴集團的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492,460美元。　貴集團能否持續經營取決於

其能否成功實施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所載的措施及集資。綜合財務報表並無計入因未

取得有關資金將導致的任何調整。」

買賣、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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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的守則條文。董事會將繼續檢討及改善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及準則，確

保業務活動與決策過程獲得恰當而審慎之監管。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遵守企業管治

守則的守則條文的規定，惟由於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並無區分，故本公司已

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2.1。由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起，黃秋智先生（「黃

先生」）調任本公司主席，並繼續擔任本公司執行總監。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

文A.2.1，主席及行政總裁應予以區分，不應由同一人擔任。鑑於黃先生於本集團業

務擁有豐富經驗，且自二零零七年加入本公司以來表現甚佳，特別是在為本公司日

後發展尋求潛在新商機及制訂整體策略規劃方面，董事會認為黃先生擔任本公司主

席負責監督本公司經營將令本公司受惠。董事會認為，該架構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

集團管理層之權責平衡。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此項安排的成效。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條款（已修訂）不遜於與上巿規則附錄十所載

上巿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已修訂）所規定的標準。本

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查詢其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內有否違反標準守則，所有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及行為準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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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王偉霖先生、李山先生及李珺博士）根據上巿規

則第3.13條就其獨立身份發出的年度確認。根據該等確認，董事會認為所有獨立非

執行董事均為獨立人士。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董事會已將李珺博士由非執行董事調任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並同時獲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及本公司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成員，上述委任於同日起生效。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余錦基先

生已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成員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本公司已遵從上市規則第3.10(1)和3.10(2)條的規定委任足夠數量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且至少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適當的專業資格，或具備適當的會計或相關

的財務管理專長。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成立，並已訂明職權範圍，以審閱及監督本集團

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本公司已參照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相應變動採納經修訂

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現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山先生及李珺博士及非執行董事

周燦雄先生組成。目前，李山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21條條文，即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最少要有三名成員，

其中最少有一名是上市規則第3.10(2)條所規定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具備適當的會

計或相關的財務管理專長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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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成立薪酬委員會，並根據董事會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

十三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重新組成，為本集團制定有關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

薪酬政策及架構，並向董事會提出該等政策及架構的建議。

薪酬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王偉霖先生、李山先生及李珺博士）及一名

非執行董事周燦雄先生組成。王偉霖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股份」）已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二日上午九時正起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

請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日上午九時正起恢復股份買賣。

承董事會命

中國移動多媒體廣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秋智

香港，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黃秋智先生及劉輝博士；兩名非執行董事周燦雄先生及楊

毅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偉霖先生、李山先生及李珺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