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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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號碼 : 2383) 

 

截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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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 

 

本年度首六個月，TOM 集團的收入穩定，為港幣十一億三千四百萬元，按年微升百分
之一；經營虧損收窄百分之四十八至港幣五千二百萬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減少百分之二十一至港幣一億零二百萬元，或每股虧損二點六二港仙。 
 
互聯網事業分部的分部虧損大幅收窄百分之六十四，而收入為港幣三億六千一百萬
元。期內，該分部快速推出用戶主導的移動互聯網服務，包括受歡迎的音樂及遊戲應
用等，用戶及下載量同告顯著增長。 
 
電子商貿分部的營運指標持續強勁增長。上半年合資公司「郵樂網」的貨品交易總額

(GMV)激增兩倍；每宗交易額平均為人民幣三百三十元，為行業平均的兩倍。未來

「郵樂網」會深化與中國郵政的合作，並進一步擴大用戶基礎及銷售平台，帶動收

入。 

 

期內，出版事業分部的業績穩定，分部收入為港幣五億零三百萬元。城邦於三月獲授

台灣一條衛星頻道的經營權後，已與電視及娛樂事業分部緊密合作，協力製作節目，

在海峽兩岸播送。該條衛星頻道目標於明年初啟播。 

 

電視及娛樂事業分部的財務表現有所改進，分部收入增加百分之十八，分部虧損收窄

百分之十五。期內華娛衛視的收視及廣告收入均告增長，並繼續通過其專有的應用程

式，擴展節目內容覆蓋及用戶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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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傳媒事業分部持續提升營運效益，上半年分部收入增升百分之十二，分部虧損大

幅收窄百分之九十六。 

 

集團下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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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為集團

帶來收入貢獻。 

 

本人借此機會感謝集團管理層及所有員工努力不懈為集團作出貢獻。 

 

 

 

 主席 
      陸法蘭 

 
香港，二○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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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二年 二○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1,133,855 1,122,139 

    

經營虧損#  (52,049) (99,81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101,847) (128,516) 

    

每股虧損 (港仙)  (2.62) (3.30) 

# 包括攤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 
 

 

業務回顧 

 

電子商貿–營運指標持續增長 

 

集團與中國郵政打造的合資電子購物平台「郵樂網」(www.ule.com)，結合線上線下的全面

服務，各項營運指標進一步增長。二○一二年上半年，貨品交易總額(GMV)按年飆升兩

倍；平均每宗交易額亦較上年底提升百分之十六至人民幣三百三十元，為行業平均的兩

倍；註冊用戶躍升逾七成；重複買家逾百分之二十；反映業務前景亮麗。 

 

集團與中國郵政轄下郵儲銀行推出的「郵儲郵樂聯名卡」，目前已發出超過一百五十萬

張，為郵儲用戶帶來便捷及無縫的電子商貿體驗。「郵樂網」又與各省郵政打造「名優特

產專區」，搜羅各省特色兼品質優良的食品及工藝品，現時已有十八個省份進駐。在深化

與中國郵政合作的同時，「郵樂網」二○一二年初亦與新西蘭郵政局為用戶引進該國的產

品，初期以銷售奶粉為主。 

 

 

互聯網 – 創新音樂及遊戲服務廣受青睞 

 

回顧期內，互聯網業務的分部虧損按年大幅收窄百分之六十四。各項移動互聯網產品，不

論是用戶及下載量，均較去年底以倍數增長。其中遊戲及音樂應用的下載量分別飆升三、

四倍；活躍用戶同告躍升兩倍；而遊戲應用的付費用戶更揚升近兩倍。音樂社區 637.fm

流聲機，被一眾唱片公司視為推廣的平台，能有效促進歌手與「粉絲」之間的互動，至六

月底止合作的知名唱片公司總計二十多家，包括太合麥田、海蝶文化等，而合作藝人則有

六十多位包括楊坤、許飛等。 

 

 

出版 – 穩企領軍地位，高速擴展華文數位出版市場 

 

出版業務的分部收入保持平穩。傳統出版穩企市場領導地位的同時，數位出版快速增長，

期內所推出包括 iPhone、iPad 及 Android 的數位閱讀應用按年跳升逾倍，其中付費應用佔

近八成，總下載量按年激增超過三倍。最近痞客邦的創新數位媒體平台「7 Headlines」

http://www.u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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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7headlines.com)上線，融合個人化興趣及社群分享特色，提供個人化熱門即時訊息打

包互動服務。 

 

集團持續擴展華文數位出版領域。城邦與日本出版巨擘講談社成立的華雲數位出版公司，

每月平均出版多達二十部日本人氣漫畫及圖書的華文電子版；下半年又會在國內與褔建海

峽出版發行集團合作啟動《好孕媽媽》全媒體項目，提供以紙本、移動互聯、網站、微博

等介質全方位發布。城邦早前獲台灣當局批准開設衛星頻道「城邦知識生活頻道」後，現

正結合電視及娛樂業務的資源，密鑼緊鼓地籌備製作節目，在海峽兩岸播送。 

 

集團精挑出版的優質書目再度稱譽業界。城邦的《露露養雷龍》榮獲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

協會主辦的「第九屆書叢榜」十本好書獎；麥田出版的《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

生活》，入選由香港電台及香港出版總會合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協辦的

「第五屆香港書獎」，而《天香》及《四書》則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紅樓夢獎：世界

華文長篇小說獎」中獲頒「專家推薦獎」。另外，《茶杯雜誌》獲 Marketing Magazine 籌

辦的二○一二年度最佳雜誌 - 新聞及時事類別第三名。 

 

 

電視及娛樂、戶外傳媒業務收入同告增升 

 

電視及娛樂業務的分部收入按年揚升百分之十八。戶外傳媒業務持續優化媒體資產，進行

數位化升級改造，分部收入按年增升百分之十二。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TOM 集團的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不包括抵押存款）約為港

幣八億五千四百萬元。銀行共提供總值港幣二十九億一千四百萬元的信貸額，於二○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已提取其中港幣二十二億一千七百萬元，用作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 

 

TOM 集團於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貸款總額約為港幣二十二億一千七百萬元，當中包

括約港幣二十億七千三百萬元長期銀行貸款，以及約港幣一億四千四百萬元短期銀行貸

款。TOM 集團於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負債比率(債務/(債務+權益))為百分之六十

二，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百分之五十九。 

 

於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港幣五億五千五百萬元，二○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港幣六億四千五百萬元。於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TOM 集團的流

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一點四四，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一點五零。 

 

二○一二年首六個月，營運活動（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已付利息及稅項）產生的淨現金為

港幣四千九百萬元，二○一一年同期則為港幣五百萬元。用作營運（計入營運資金變動、

已付利息及稅項後）的淨現金為港幣七千四百萬元，二○一一年同期則為港幣一千二百萬

元。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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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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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一般而言，根據集團的政策，旗下每家營運機構需要借貸時，盡可能以當地貨幣進行，將

貨幣風險減至最低。 

 

或然負債 

 

由二○○八年至二○一二年六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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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約新台幣八億二千萬元（約港幣二億一千三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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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此公佈日，法院尚未釐定審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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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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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之所

得稅評估亦可能按類似基準作出修訂。本集團就二○○四年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遞

增稅務負債總額約為新台幣二億七千二百萬元（約港幣七千一百萬元）。 

 

員工資料 

 

於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TOM 集團共僱用約三千名全職員工。本年首六個月，包括董

事酬金在內的員工成本合共為港幣三億零九百萬元。集團的聘用及薪酬政策保持不變，詳

情列載於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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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分部溢利╱（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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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集團認為包括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可為集團的財務報告提供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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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截至二○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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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 二○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 1,133,855 1,122,139 
  ══════════ ══════════ 
    
銷售成本 3 (830,591) (846,711)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3 (129,882) (132,681) 
行政費用 3 (87,956) (83,870) 
其他營運費用 3 (158,341) (159,120) 
其他收益，淨額 3 13,922 6,989 
攤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10,038 (6,571)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3,094) 14 
  ────────── ────────── 
  (52,049) (99,811) 
    
融資收入 4 9,958 8,437 
融資成本 4 (33,568) (29,294) 
  ────────── ────────── 
融資成本，淨額 4 (23,610) (20,857) 
  ────────── ────────── 
    
除稅前虧損  (75,659) (120,668) 
稅項 5 (16,514) (17,332) 
  ────────── ────────── 
期內虧損  (92,173) (138,000) 
  ══════════ ══════════ 
    
下列人士應佔：    
    
－非控制性權益  9,674 (9,484)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1,847) (128,516)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之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7 (2.62)港仙 (3.30)港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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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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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 二○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虧損 (92,173) (138,000)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匯兌差額 (19,945) 54,721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重估(虧絀)/ 盈餘，扣除稅項 (224) 44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時將退休金儲備撥回收益表 1,612 - 

 ─────── ─────── 
   

期內之其他全面（開支）╱收益，扣除稅項 (18,557) 55,164 

 ─────── ─────── 
   

期內之全面開支總額 (110,730) (82,836) 

 ═══════ ═══════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非控制性權益 9,879 1,447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20,609) (84,2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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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 

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結算 
 

附註 

未經審核 

二○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64,979 159,990 
商譽  2,267,056 2,355,948 
其他無形資產  101,906 99,969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6,679 (117,523) 
聯營公司權益  221,077 221,75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7,807 12,763 
向投資項目公司貸款  2,177 2,172 
遞延稅項資產  43,679 41,875 
其他非流動資產  24,076 27,555 
  ──────── ──────── 
  2,849,436 2,804,502 
  -------------- -------------- 
流動資產    
存貨  103,030 101,06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865,599 860,951 
受限制現金  3,666 3,766 
現金及現金等值  854,066 961,773 
  ──────── ──────── 
  1,826,361 1,927,552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009,186 1,048,361 
應付稅項  43,289 43,080 
長期銀行貸款－即期部份  74,100 73,160 
短期銀行貸款  144,300 118,082 
  ──────── ──────── 
  1,270,875 1,282,683 
  --------------- --------------- 
    
流動資產淨值  555,486 644,869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404,922 3,449,371 
  --------------- ---------------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9,315 17,650 
長期銀行貸款－非即期部份  1,998,700 1,940,656 
退休金責任  33,622 35,291 
  ──────── ──────── 
  2,051,637 1,993,597 
  --------------- --------------- 
    
資產淨值  1,353,285 1,455,774 
  ════════ ════════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389,328 389,328 
儲備  622,566 743,175 
自持股份  (6,244) (6,244) 
  ──────── ──────── 
   1,005,650 1,126,259 
非控制性權益  347,635 329,515 
  ──────── ──────── 
權益總額  1,353,285 1,455,7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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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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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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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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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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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收益：             

期內虧損 - - - - - - - - (101,847) (101,847) 9,674 (92,173)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重估虧絀，   

  扣除稅項 - - - - - - (224) - - (224) - (22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時將退休金 

儲備撥回收益表 - - - - - - - - 1,331 1,331 281 1,612 

匯兌差額 - - - - - - - (19,869) - (19,869) (76) (19,945) 

 ──────── ──────── ──────── ─────── ─────── ─────── ────── ────── ──────── ──────── ──────── ──────── 
截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之全面（開支） ╱收益總額 - - - - - - (224) (19,869) (100,516) (120,609) 9,879 (11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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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停止綜合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 - - (85) (85) 

非控制性權益出資 - - - - - - - - - - 8,326 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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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 - - - - - - - - - 8,241 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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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389,328 (6,244) 3,625,981 26,314 776 139,257 1,324 702,214 (3,873,300) 1,005,650 347,635 1,353,285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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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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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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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虧損 - - - - - - - - (128,516) (128,516) (9,484) (138,000)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重估盈餘，   

  扣除稅項 - - - - - - 443 - - 443 - 443 

匯兌差額 - - - - - - - 43,790 - 43,790 10,931 54,721 

 ──────── ──────── ──────── ─────── ─────── ─────── ────── ────── ──────── ──────── ──────── ──────── 
截至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之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 - 443 43,790 (128,516) (84,283) 1,447 (8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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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派付股息予非控制性權益 - - - - - - - - - - (1,428) (1,428)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 - (848) - - - - - (848) 848 - 

非控制性權益出資 - - - - - - - - - - 941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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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 - - (848) - - - - - (848) 361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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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389,328 (6,244) 3,625,981 26,314 776 137,346 3,444 649,783 (3,398,250) 1,428,478 360,110 1,788,588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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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等截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適用之披露條文所編製。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二○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以下所述，採納之會計政策乃與編製截至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 

 

中期利得稅乃按估計之年度溢利的適用稅率作出準備。 

 

於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之新增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預期將不會對本集團造成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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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節目及提供媒體

銷售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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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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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992 4,906 503,095 167,930 97,358 1,134,281 
 分部間收入 - - - - (426) (426) 
  ─────── ─────── ─────── ─────── ─────── ──────── 
 對外客戶之收入淨額 360,992 4,906 503,095 167,930 96,932 1,133,855 
  ═══════ ═══════ ═══════ ═══════ ═══════ ════════ 
        
 未計攤銷及折舊之分部 

    溢利╱（虧損） (5,056) (31,709) 114,736 17,207 (16,165) 79,013 
 攤銷及折舊 (5,131) (1,908) (59,637) (17,906) (20,263) (104,845) 
  ─────── ─────── ─────── ─────── ─────── ──────── 
 分部溢利╱（虧損） (10,187) (33,617) 55,099 (699) (36,428) (25,832) 
  ═══════ ═══════ ═══════ ═══════ ═══════ ════════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攤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 10,038 - - - 10,038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372 - (3,466) - - (3,094) 
  ─────── ─────── ─────── ─────── ─────── ──────── 
  372 10,038 (3,466) - - 6,944 
  ─────── ─────── ─────── ─────── ─────── ──────── 
 融資成本：       
 融資收入（附註 a） 8,136 13 11,354 592 63 20,158 
 融資開支（附註 a） - - (6,802) - (10,818) (17,620) 
  ─────── ─────── ─────── ─────── ─────── ──────── 
  8,136 13 4,552 592 (10,755) 2,538 
  ─────── ─────── ─────── ─────── ─────── ──────── 
 分部之除稅前溢利╱（虧損） (1,679) (23,566) 56,185 (107) (47,183) (16,350) 
  ═══════ ═══════ ═══════ ═══════ ═══════  
 未能分配之公司開支      (59,309) 
       ──────── 
 除稅前虧損      (75,659) 
       ════════ 
        
 業務分部之非流動資產開支 2,552 7,708 66,426 14,361 23,387 114,434 
        
 未能分配之非流動資產開支      216 
       ──────── 
 非流動資產開支總額      114,650 
       ════════ 

 

附註(a)：  分部間之利息收入港幣10,946,000元及分部間之利息支出港幣11,38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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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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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942 - 500,991 149,944 82,727 1,122,604 
 分部間收入 - - - - (465) (465) 
  ─────── ─────── ─────── ─────── ─────── ──────── 
 對外客戶之收入淨額 388,942 - 500,991 149,944 82,262 1,122,139 
  ═══════ ═══════ ═══════ ═══════ ═══════ ════════ 
        
 未計攤銷及折舊之分部 

    溢利╱（虧損） (21,888) (25,709) 106,352 1,749 (21,711) 38,793 
 攤銷及折舊 (6,254) (1,598) (50,333) (20,447) (21,240) (99,872) 
  ─────── ─────── ─────── ─────── ─────── ──────── 
 分部溢利╱（虧損） (28,142) (27,307) 56,019 (18,698) (42,951) (61,079) 
  ═══════ ═══════ ═══════ ═══════ ═══════ ════════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攤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 (6,571) - - - (6,571)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64 - (150) - - 14 
  ─────── ─────── ─────── ─────── ─────── ──────── 
  164 (6,571) (150) - - (6,557) 
  ─────── ─────── ─────── ─────── ─────── ──────── 
 融資成本：       
 融資收入（附註 a） 7,082 7 10,969 1,022 36 19,116 
 融資開支（附註 a） - - (7,706) - (9,415) (17,121) 
  ─────── ─────── ─────── ─────── ─────── ──────── 
  7,082 7 3,263 1,022 (9,379) 1,995 
  ─────── ─────── ─────── ─────── ─────── ──────── 
 分部之除稅前溢利╱（虧損） (20,896) (33,871) 59,132 (17,676) (52,330) (65,641) 
  ═══════ ═══════ ═══════ ═══════ ═══════  
 未能分配之公司開支      (55,027) 
       ──────── 
 除稅前虧損      (120,668) 
       ════════ 
        
 業務分部之非流動資產開支 3,727 512 52,946 22,566 26,112 105,863 
        
 未能分配之非流動資產開支      62 
       ──────── 
 非流動資產開支總額      105,925 
       ════════ 

 

附註(a)：  分部間之利息收入港幣10,759,000元及分部間之利息支出港幣9,78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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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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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261 108,267 1,261,489 635,938 191,519 4,352,474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 6,679 - - - 6,679 

 聯營公司權益 4,514 - 216,563 - - 221,077 

 未能分配之資產      95,567 

       ──────── 

 資產總值      4,675,797 

       ════════ 

        

 分部負債 278,109 44,022 356,298 179,394 65,506 923,329 

 未能分配之負債：       

 公司負債      119,479 

 即期稅項      43,289 

 遞延稅項      19,315 

 借貸      2,217,100 

       ──────── 

 負債總額      3,322,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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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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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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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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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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乃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列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二年 二○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扣除：   

    

 固定資產之折舊 28,238 28,496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77,125 71,892 

 包括於聯營公司權益內之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1,356 1,356 

  ══════ ══════ 
    

 計入：   

    

 匯兌收益，淨額 9,678 65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3,745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466 6,153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33 183 

  ══════ ══════ 
 

4   融資成本，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二年 二○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及借貸成本 32,625 28,370 

 其他貸款之利息 943 924 

  ────── ────── 
  33,568 29,294 

 減：銀行利息收入 (9,958) (8,437) 

  ────── ────── 
  23,610 20,857 

  ══════ ══════ 



 - 17 -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一一年：16.5%）

作出準備。就海外溢利繳交之稅項乃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於其

經營國家之適用稅率計算。 

 

自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支銷之稅項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二年 二○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海外稅項 14,481 19,679 

 以往年度之準備不足 2,103 540 

 遞延稅項 (70) (2,887) 

  ────── ────── 

 稅項支出 16,514 17,332 

  ══════ ══════ 

 

6 股息  

 

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 (二○一

一年: 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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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47,000元（二○一一年：港幣128,516,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數3,893,270,558股（二○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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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

本虧損（二○一一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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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二○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 552,683 552,98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12,916 307,968 

  ──────── ──────── 

  865,599 860,951 

  ════════ ════════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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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至

九十天。本集團之營業額乃根據有關交易合同所訂明之條款記賬。應收賬款及

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125,880 195,782 

 31 至 60 天 138,021 130,766 

 61 至 90 天 98,405 81,572 

 超過 90 天 281,961 238,369 

  ──────── ──────── 

  644,267 646,489 

 減：減值撥備 (91,584) (93,506) 

  ──────── ──────── 

  552,683 552,9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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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二○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 299,912 295,25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09,274 753,102 

  ──────── ──────── 

  1,009,186 1,048,361 

  ════════ ════════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本集團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91,552 116,215 

 31 至 60 天 58,957 35,846 

 61 至 90 天 18,761 31,576 

 超過 90 天 130,642 111,622 

  ──────── ──────── 

  299,912 295,2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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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截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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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資料 

 

本集團以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資料已經由本公司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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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數師審閱報告將刊載於致股東之中期業績報告內。本集團以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一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亦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

會審閱。 

 
 
於本公佈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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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