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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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N (HOLDINGS) LIMITED
天地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址：www.dvnholdings.com www.irasia.com/listco/hk/dvn

（股份代號：00500）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天地數碼（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財務狀況，連同二零一

一年同期比較數字。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2 36,482 20,361
銷售成本 (5,934) (4,714)

毛利 30,548 15,647
其他收入 7,531 16,128
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成本 (4,280) (3,246)
行政費用 (21,243) (12,297)
其他營運費用 (357) (495)

營運溢利 12,199 15,737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6,952) (2,78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811) (737)

除所得稅前溢利 4,436 12,211
所得稅開支 3 (3,155) (29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1,281 11,918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虧損） 4(b) (217,303) 8,374

期內溢利／（虧損） 5 (216,022) 2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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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 持續經營業務 1,330 11,881

– 已終止經營業務 (217,303) 8,374

(215,973) 20,255

非控股權益

– 持續經營業務 (49) 37

– 已終止經營業務 – –

(49) 37

(216,022) 20,292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

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 6

– 持續經營業務 0.12仙 1.04仙

– 已終止經營業務 (19.07)仙 0.74仙

(18.95)仙 1.7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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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虧損） (216,022) 20,292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 匯兌差額 (7,090) 20,02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除稅後） (7,090) 20,024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223,112) 40,316

以下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23,063) 40,278

非控股權益 (49) 38

(223,112) 40,31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下列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持續經營業務 (5,516) 23,100

– 已終止經營業務 (217,547) 17,178

(223,063) 4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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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589 19,120
無形資產 – 32,852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6,879 23,96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0,849 73,423
遞延所得稅資產 – 8,19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8 22,900 51,694
貿易應收款項 – 102,777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9,217 312,022

流動資產
存貨 38,993 63,24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8 12,853 10,103
貿易應收款項 9 127,355 615,214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7,210 142,939
應收稅項 221 5,12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9,193 413,641

585,825 1,250,266
分類為持作銷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4(c) 552,283 –

流動資產總值 1,138,108 1,250,26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0 19,491 196,49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7,481 205,405
應付稅項 13,216 6,721

140,188 408,622
分類為持作銷售之出售組別負債 4(c) 188,153 –

流動負債總值 328,341 408,622

流動資產淨值 809,767 841,64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28,984 1,153,666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2,620 24,190

資產淨值 906,364 1,129,476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3,953 113,953
儲備 674,519 897,582

788,472 1,011,535
非控股權益 117,892 117,941

總權益 906,364 1,12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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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該等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而有關財務報表已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本
公司獨立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聘任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
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該等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歷史成本法（經重
估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衍生金融工具修訂）編製。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應用之會計
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1.2 新訂／修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實行
且與本集團營運有關之所有修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整體而言包括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修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期內之
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以下新訂及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惟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會計期間並
未生效，而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之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呈列其他全面收益之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金融工具：呈列－對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對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價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採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詮釋第20號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及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但尚未能確定該等新訂及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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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管理層已根據經本集團行政總裁審閱用作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之內部報告釐定營運分部。本集
團之營運分部乃根據不同策略業務單位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分別進行組織及管理，各營運分部
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所承擔之風險及所得回報與其他營運分部不同。有關營運分部之詳情概述如
下：

(i) 數字廣播業務（「數字廣播業務」）－智能卡、有條件接收系統、有線雙向網絡系統、數字機
頂盒、數字化廣播系統及相關軟件之設計、開發、集成及銷售；

(ii) 廣告代理業務（「廣告代理業務」）－提供廣告代理服務；

(iii) 金融市場資訊業務（「金融市場資訊業務」）－提供網上金融市場資訊；及

(iv) 直接投資－資訊科技業務之其他直接投資。

其他包括企業收益與開支及其他。

如附註4進一步闡述，數字廣播業務內之已終止機頂盒業務、DB業務及DBOSS業務（定義見附註
4）已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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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收入、業績及資產總值資料按營運分部分析
如下：

未經審核

已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數字廣播 廣告代理 金融市場 數字廣播
業務 業務 資訊業務 直接投資 其他 小計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來自對外客戶） 4,201 17,899 14,382 – – 36,482 150,935 187,417

折舊 – 306 112 – – 418 2,529 2,947
攤銷 – – – – – – 7,152 7,152

營運溢利／（虧損）（附註(i)） 8,487 10,994 628 – (7,910) 12,199 (195,502) (183,30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6,014) – (938) – (6,952) – (6,95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 – (811) – (811) – (811)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4,436 (195,502) (191,066)
所得稅開支 (3,155) (21,801) (24,956)

期內溢利／（虧損） 1,281 (217,303) (216,022)

資產總值（附註(ii)） 336,379 151,498 24,663 108,019 13,456 634,015 623,310 1,25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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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收入、業績及資產總值資料按營運分部分析
如下：

未經審核及經重列

已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數字廣播 廣告代理 金融市場 數字廣播
業務 業務 資訊業務 直接投資 其他 小計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來自對外客戶） 4,075 1,322 14,964 – – 20,361 222,596 242,957

折舊 345 46 69 – 6 466 2,051 2,517
攤銷 – – – – – – 7,121 7,121

營運溢利（附註(i)） 3,466 258 1,388 – 10,625 15,737 11,529 27,26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18) – (2,771) – (2,789) – (2,78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 – (737) – (737) (67) (804)

除所得稅前溢利 12,211 11,462 23,673
所得稅開支 (293) (3,088) (3,381)

期內溢利 11,918 8,374 20,292

資產總值（附註(ii)） 252,767 142,277 25,110 46,190 14,785 481,129 1,063,337 1,544,466

附註：

(i)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數字廣播業務之持續經營業務之營運溢利包括
已終止機頂盒業務之技術授權費收入4,20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075,000港元）及來自預
期定期調整付款之利息收入4,624,000港元（二零一一年：零港元），而該等營運溢利於完成
建議DB出售事項（定義見附註4）後將不會轉讓予買方（定義見附註4）。

(ii) 持續經營業務之數字廣播業務之資產總值包括若干資產（主要為數字廣播業務相關之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存貨、預付款及已終止機頂盒業務之已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預期定
期調整付款），而該等資產於完成建議DB出售事項後將不會轉讓予買方。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數字廣播業務之資產總值包括若干資產，主要為於完成建議DB出售事
項後根據有條件協議（定義見附註4）不轉讓予買方之DB業務相關存貨及預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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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二年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 已終止 持續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總計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總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

– 本期間撥備 146 – 146 291 – 291
– 香港以外地區

– 本期間撥備 3,009 8,770 11,779 2 577 579
– 過往期間調整 – 4,857 4,857 – 15 15

3,155 13,627 16,782 293 592 885

遞延所得稅
– 香港 – – – – 5 5
– 香港以外地區 – 8,174 8,174 – 2,491 2,491

– 8,174 8,174 – 2,496 2,496

所得稅開支 3,155 21,801 24,956 293 3,088 3,381

中期期間收入之稅項乃以適用於預期全年盈利總額之稅率計提。

所得稅開支之確認，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之估計計算。

期內香港利得稅已按產生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減估計可用稅項虧損後，以16.5%（二零一一
年：16.5%）之稅率計提撥備。

香港以外地區之稅項已根據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適用稅率及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而計
提撥備。

就中國內地法定財務申報而言，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按溢利之25%之稅率（二零一一年：25%）
計提撥備，並就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而言毋須課稅或不可扣減之項目作出調整。本集團若干附
屬公司享有稅務優惠，包括兩年免稅期及於隨後三年獲減免一半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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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為持作銷售之出售組別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a) 已終止經營業務

(I)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本公司、Crystal Cube Limited（「賣方」，一家本公司之
全資附屬公司）、思科系統有限公司（「收購方」）及億添國際有限公司（「標的公司」，
一家當時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股份收購協議（「股份收購協議」），據此，
賣方同意向收購方出售標的公司100%已發行股本（「機頂盒出售事項」）。

於同日，億添視頻技術（上海）有限公司（「賣方外商獨資企業」，標的公司當時之全資
附屬公司）及本公司若干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集團賣方公司」）訂立資產購買協議（「資
產購買協議」），據此，集團賣方公司將向賣方外商獨資企業轉讓數字機頂盒業務（「機
頂盒業務」）及機頂盒資產（「機頂盒資產」）。

機頂盒出售事項及機頂盒業務與機頂盒資產之轉讓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完成，本集
團自此不再持有標的公司及賣方外商獨資企業任何股本權益。

(II)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本公司與金輝集團有限公司（「買方」）訂立有條件協議（「有
條件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購買Allsure Limited（一家本公司之全
資附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及有關本集團數字廣播系統業務（「DB業務」，本集團
數字廣播業務之主要組成部份之一，其中包括智能卡、有條件接收系統、有線雙向網
絡系統、數字化廣播系統及相關軟件之設計、開發、集成及銷售）之本集團若干其他
相關資產（「DB出售資產」）（「建議DB出售事項」），總代價約為人民幣128,000,000元（相
當於約157,400,000港元）。本公司已於訂立有條件協議後收取10%之代價。

(III)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前致力積極推行計劃物色買家收購本集團之天柏數字
電視運營支撐系統業務（「DBOSS業務」），該業務亦為本集團數字廣播業務之組成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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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來自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呈列為已終止
經營業務之機頂盒業務、DB業務及DBOSS業務（統稱「已出售業務」）之溢利／（虧損）分析
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經重列）

機頂盒 DB DBOSS 機頂盒 DB DBOSS
業務 業務 業務 總計 業務 業務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附註2） – 146,017 4,918 150,935 – 221,157 1,439 222,596
銷售成本 – (63,237) – (63,237) – (144,418) – (144,418)

毛利 – 82,780 4,918 87,698 – 76,739 1,439 78,178
其他收入 – 8,618 – 8,618 – 17,056 – 17,056
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成本 – (29,077) (2,687) (31,764) – (21,655) (940) (22,595)
行政費用 – (45,094) (5,367) (50,461) – (45,424) (4,392) (49,816)
其他營運費用（附註(i)） – (214,368) (396) (214,764) – (10,586) (708) (11,294)

營運溢利／（虧損） – (197,141) (3,532) (200,673) – 16,130 (4,601) 11,52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 – – – (67) – (67)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 (197,141) (3,532) (200,673) – 16,063 (4,601) 11,462
所得稅開支（附註3） – (21,801) – (21,801) – (3,088) – (3,088)

已終止經營業務除稅後
溢利／（虧損） – (218,942) (3,532) (222,474) – 12,975 (4,601) 8,37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
價值變更（附註8） 5,171 – – 5,171 – – – –

就出售事項確認之除稅前
及除稅後收益 5,171 – – 5,171 – – – –

期內溢利／（虧損） 5,171 (218,942) (3,532) (217,303) – 12,975 (4,601) 8,374

以下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171 (218,942) (3,532) (217,303) – 12,975 (4,601) 8,374
非控股權益 – – – – – – – –

5,171 (218,942) (3,532) (217,303) – 12,975 (4,601) 8,374

附註：

(i) 其他營運費用包括：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 – 155,974 – 155,974 – – – –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 – 32,566 – 32,566 – 1,552 – 1,552
存貨撥備 – 10,283 – 10,283 – 683 – 683

(ii)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經考慮債務人之財政困難、拖欠付款、與債務人之業務關係與交易量，以及逾期貿易應收
款項之賬齡分析後，就貿易應收款項作出約155,974,000港元（二零一一年：零港元）之額外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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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出售組別之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出售組別中DB業務及DBOSS業務之主要資產及負債類別如下：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DB DBOSS
業務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為持作銷售之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733 1,013 5,746
無形資產 20,320 2,374 22,69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683 – 1,683
存貨 16,279 45 16,324
貿易應收款項 332,547 679 333,22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6,896 134 27,030
現金及銀行結存（附註(i)） 145,580 – 145,580

出售組別之資產總值 548,038 4,245 552,283

分類為持作銷售之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11,911 88 111,99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4,593 – 74,593
遞延所得稅負債 1,561 – 1,561

出售組別之負債總值 188,065 88 188,153

出售組別之總資產淨值 359,973 4,157 364,130

附註：

(i) 根據有條件協議，於建議DB出售事項完成前，除出售組別外之本集團旗下公司(「餘
下集團」)將向出售組別出售特定資產及／或出售組別將向餘下集團清付應付款項，並
就綜合賬目而言作出抵銷，因此不包括在上文所述出售組別之主要資產及負債。交易
總金額將相等於組成出售組別之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所持之現金及銀行結存
（扣除二零一二年六月之薪金開支後）。因此，現金及銀行結存各自將不會低於
140,000,000港元，並將於建議DB出售事項完成後由餘下集團保留。

由於上文所述，出售組別之資產淨值將於建議DB出售事項完成後減少不少於
140,000,000港元。現金及銀行結存將減少相同款額，並將不會轉讓予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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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經重列）

機頂盒 DB DBOSS 機頂盒 DB DBOSS
業務 業務 業務 總計 業務 業務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產生╱（所用）之
現金淨值 – 65,730 (3,265) 62,465 – (92,457) (5,592) (98,049)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之
現金淨值 4,711 (3,234) (605) 872 40,041 (6,637) 33 33,437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之
現金淨值 – (111,773) 3,870 (107,903) – (84,162) 5,559 (78,603)

4,711 (49,277) – (44,566) 40,041 (183,256) – (143,215)

5 期內溢利／（虧損）

本集團期內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成本 63,237 144,418
提供廣告代理服務之成本 1,550 –
提供網上金融市場資訊之成本 4,384 4,714
折舊 2,947 2,517
匯兌收益淨額 (3) (310)
其他營運費用包括：
遞延開發成本攤銷 7,152 7,121
遞延開發成本撇銷 6,536 1,876
存貨撥備 10,283 683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55,974 –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2,566 1,552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撥備 2,243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淨虧損 47 62

其他收入：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價值變更（附註8） (5,171) –
銀行結存利息收入 (1,619) (2,708)
貿易應收款項利息收入 (1,982) (6,12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4,624) –
增值稅退稅 (4,213) (8,303)
政府補助 (240) (79)
非競爭收入 (1,298) (1,298)
廉價購入附屬公司之收益 – (12,967)
出售一家聯營公司之收益 – (406)
其他 (2,173) (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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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虧損）

本期間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
止經營業務盈利／（虧損）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本期間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
止經營業務盈利／（虧損）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並假設可兌換優先股轉換及尚
未行使之購股權行使後本公司可能發行具攤薄作用之普通股計算。本公司根據可兌換優先股之
兌換價及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認購權之貨幣價值，釐定原本可按公允價值（按期內本公司普通股
之平均市場股價釐定）購買之普通股數目。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139,531,432 1,139,531,432
優先股之調整 – –
購股權之調整 – –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39,531,432 1,139,531,432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虧損）
– 持續經營業務 1,330 11,881
– 已終止經營業務 (217,303) 8,374

(215,973) 20,255

由於期內所有發行在外並具攤薄作用之潛在普通股在假設轉換後具有反攤薄效應，故此截至二
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與攤薄盈利／（虧損）
相同。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零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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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61,797 145,106
已收取之定期調整付款 (30,858) (27,923)
價值變更（附註4(b)及5） 5,171 (60,081)
匯兌差額 (357) 4,695

於財務狀況表日 35,753 61,797
減：非即期部份 (22,900) (51,694)

即期部份 12,853 10,103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劃分為第三層級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層
級分類並無變動。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是以估值技術釐定。本集團主要根據各報告期結束時之現行市況
透過其判斷選擇多種方法並作出假設。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提供予管理
層之機頂盒最新實際銷售數量優於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所使用之機頂盒預計銷售數量，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估計現金流量之變更導致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機頂盒業務錄得
5,171,000港元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價值變更。

預期定期調整付款以人民幣計值，而其公允價值按貼現率每年6.70%（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7.45%）計算。

9 貿易應收款項

於財務狀況表日，即期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基於發票日）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6個月內 127,187 370,111
7至12個月 15 144,243
超過12個月 3,222 200,587

130,424 714,941
減：減值撥備 (3,069) (99,727)

127,355 61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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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期貿易應收款項之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交易條款為以預付款或以信貸方式交易。直接銷售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為三個
月，若干主要客戶可延期最長至九個月。本集團亦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若干客戶進行銷售，貨款
須於幾年內付清。本集團將繼續嚴格控制其尚未收取之應收款項。本集團對其客戶持續進行信
用審查，並經常與客戶接觸。

10 貿易應付款項

於財務狀況表日，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基於發票日）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6個月內 18,459 149,951
7至12個月 991 4,730
超過12個月 41 41,815

19,491 196,496

貿易應付款項之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11 比較數字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之若干比較數字經已重列，以便符合本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財務
業績之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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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整體業績回顧

整體表現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 已終止 持續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總計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6,482 150,935 187,417 20,361 222,596 242,957
銷售成本 (5,934) (63,237) (69,171) (4,714) (144,418) (149,132)

毛利 30,548 87,698 118,246 15,647 78,178 93,825
其他收入 7,531 13,789 21,320 16,128 17,056 33,184
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成本 (4,280) (31,764) (36,044) (3,246) (22,595) (25,841)
行政費用 (21,243) (50,461) (71,704) (12,297) (49,816) (62,113)
其他營運費用 (357) (214,764) (215,121) (495) (11,294) (11,789)

營運溢利／（虧損） 12,199 (195,502) (183,303) 15,737 11,529 27,26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6,952) – (6,952) (2,789) – (2,78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811) – (811) (737) (67) (804)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4,436 (195,502) (191,066) 12,211 11,462 23,673
所得稅開支 (3,155) (21,801) (24,956) (293) (3,088) (3,381)

期內溢利／（虧損） 1,281 (217,303) (216,022) 11,918 8,374 20,292

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數字廣播業務 155,136 226,671
廣告代理業務 17,899 1,322
金融市場資訊業務 14,382 14,964

187,417 24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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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錄得187,417,000港元綜合收入，較二零一一年同期減少23%。在

二零一零年出售本集團之機頂盒（「機頂盒」）業務後逐步完成機頂盒存量訂單致使數字廣播業

務收入減少，此乃綜合收入減少之主要原因。

自二零一一年六月收購廣告代理業務後，該業務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錄得可觀收入的增長。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錄得118,246,000港元之毛利，較二零一一年同期上升26%。由於

二零一二年錄得更多高利潤產品銷售（如智能卡及軟件）以及廣告代理服務，因此，整體毛利

率從39%升至63%。

其他收入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之其他收入較二零一一年同期減少36%，此乃由於上一期間之數

字包括本集團廉價購入廣告代理業務時產生之12,967,000港元非經常性收益所致。

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成本／行政費用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之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行政費用較二零一一年同期錄

得23%之增長。有關增長主要由於計入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收購之廣告代理業務及於二

零一一年九月收購之全資附屬公司雷科通技術（杭州）有限公司所產生之開支所致。

其他營運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88,540 1,552

存貨撥備 10,283 683

遞延開發成本攤銷 7,152 7,121

遞延開發成本撇銷 6,536 1,876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撥備 2,243 –

其他 367 557

215,121 11,789

其他營運費用大幅上升，主要是由於就與本集團數字廣播業務有關之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

收款項、存貨以及遞延開發成本作出減值撥備所致。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乃於考慮債務

人之財政困難、拖欠付款及與債務人之業務關係與交易量、以及貿易應收款項之逾期賬齡分

析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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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之增加，主要是由於剛於今年一月才初步展開廣告代理業務之共同控

制實體之虧損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有所增加，主要是由於過往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以及轉回遞

延所得稅資產所致。

經營分部回顧

數字廣播業務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本集團達成一份有條件協議（「有條件協議」）以出售其幾乎所有數字

廣播業務，此事項將於即將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予股東批准。雖然中國整體數字電視

廣播市場保持着增長，但由於激烈之競爭、沉重之價格壓力、以及為應對有㵟電視營運商較

長帳期要求而對營運資金持續增加的需求，導致經營環境相當艱巨。因此，管理層在經過對

集團的現有業務和未來發展策略仔細分析研究後，作出了資產剝離之決策。於完成有條件協

議後，本集團將僅保留一小部分的數字廣播業務，包括經營天柏數字電視運營支撐系統

（「DBOSS業務」）。本集團致力積極推行計劃物色買家收購本集團的DBOSS業務。有關有條件

協議及出售原因的細節，均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七月十日發出之「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公告

內。

廣告代理業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代理客戶投放之廣告總額及本集團賺取之

廣告代理費淨額分別較二零一一年同期增加近14%及51%。盈利主要來自於代理國際4A公司

（美國廣告代理商協會公司）及終端廣告主客戶採購廣告刊位業務。其中，二零一二年上半年

之收益的主要增長貢獻來自於終端廣告主客戶，因為來自國際4A公司之收入幾乎沒有增長而

毛利率又有相對程度的收縮。

受國內外經濟放緩的影響，廣告市場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頗具挑戰。廣告花費全面減速，其

中包含了房地產、汽車、家庭電器及零售業等幾個主要的廣告花費行業。於二零一二年首四

個月，傳統媒體的廣告僅增長了1.9%，從二零一一年之16.5%增長率水平大幅地下跌，也低

於二零零九年全球金融危機高峰時還錄得的4.3%增長率。其中，電視媒體的廣告亦僅增長了

3.1%。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開始執行新的商業計劃，從而減低對代理採購電視廣告時段收

入的過份依賴，也提高未來之整體毛利率。部分措施經已帶來了正面效應。例如，本集團增

加了在一些新型的、專門於高端場所（如高爾夫球場和機場）宣傳的、非電視廣告媒體平台的

投放，從而紓緩了電視廣告時間利潤空間萎縮所帶來之影響，並對收入及利潤提供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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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支持。上海乾揚傳媒有限公司（「上海乾揚傳媒」）是一間與國際知名4A公司群邑合夥組建

的合資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正式成立。在之後的幾個月中，上海乾揚傳媒組建了一

支專業團隊，並開始與百加德洋酒、雅詩蘭黛化妝品、愛彼手錶、西鐵城手錶、東風汽車等

國際品牌合作。該合資公司旨在向客戶提供一站式的整合媒體規劃、執行及購買服務。本集

團冀望可透過上海乾揚傳媒提高現有客戶的收益貢獻，以及有效地借助群邑之廣泛網絡。上

半年之活動大部分專注於業務發展，預期廣告投放將於下半年展開。

金融市場資訊業務

由於全球金融市場波動，金融市場資訊業務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分部

收入為14,382,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下跌4%（二零一一年：14,964,000港元）。本期間分

部營運溢利亦自二零一一年之1,388,000港元下跌至628,000港元。

直接投資

本集團擁有兩間聯營公司，分別經營線上遊戲及線上教學業務。兩個經營單位於二零一二年

前六個月呈正向發展。尤其是，線上遊戲業務之註冊玩家人數錄得強勁的每月增長，並已開

始產生收入及正現金流。

前景

廣告代理業務

本集團認為目前之廣告市場環境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仍會持續。同時，新型廣告媒體平台的

快速增長，將繼續與傳統媒體爭奪市場份額。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其策略，拓寬投放廣告之

途徑以減少對電視媒體的依賴，並透過發展其他的廣告運營服務擴大向客戶之收費基礎，提

供更全面之服務。

為擴大在非電視媒體的廣告投放，本集團正積極尋求機會，擴大在其他廣告媒體平台的投放

能力。與高端場所（如高爾夫球場及機場）相關聯的媒體資源將成為本集團優先選擇之一。本

集團過往已有在高爾夫球場及機場等戶外媒體平台投放廣告的成功經驗，並將繼續擴大在該

領域之實力，包括對相關資源進行收購的可能性。

服務方面，本集團將繼續擴大其服務範圍，向綜合廣告營運服務供應商的方向發展。該計劃

旨在將上海乾揚傳媒發展成為一個服務提供平台，充分善用群邑之廣泛資源，並從本集團之

現有客戶群開發新的收益潛力。短期內將繼續優化上海乾揚傳媒之專業團隊，提高服務能力。

本集團亦正透過其共同控制實體乾志互動數碼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乾志互動」）開發數字媒

體數據分析能力。數據分析系統為協助客戶提高其廣告效率之工具。乾志互動於二零一一年

五月成立，現處於系統開發及測試階段。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乾志互動已在歡網之廣告管

理系統內安裝了數據分析試驗系統。歡網為一家互聯網電視系統及解決方案供應商，是TCL

和長虹這兩家中國領頭電視製造商之合資公司。乾志互動亦已於上海東方有㵟網絡公司及蘇

州有㵟網絡公司安裝試運營的廣告管理軟件系統，成為了他們試運營的彩票頻道之系統一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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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目標是將其廣告代理業務發展成為一個自由跨媒體之廣告投放平台，提供綜合廣告

營運服務，協助客戶優化廣告的投放及成效。因此，本集團亦將尋求適當的收購機會來提高

及加快其服務能力之發展。

直接投資

兩個經營單位正在開發新項目及新產品，包括線上遊戲業務之新版《萬神之怒》遊戲。本集團

預期線上遊戲業務之註冊玩家人數將在不久將來繼續增長，而線上教學業務二零一二年下半

年則仍將處於業務發展階段。

僱員

本集團制訂了基於員工表現及貢獻之人力資源政策及程序。本集團確保在其薪酬及獎金制度

之整體範圍內，僱員之薪酬水平具有競爭力及按表現掛漖基準支付僱員報酬。本集團除提供

退休福利計劃及醫療保險外，亦為其僱員提供在職培訓。僱員按個別表現於年底獲取酌情發

放之花紅。

本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藉此向本集團之合資格董事及僱員提供獎勵及報酬，以表彰其對本

集團之成功所作出之貢獻。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向任何

合資格董事或僱員授予任何購股權（二零一一年：無）。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僱員總數為435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54名）。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總值為1,257,32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62,288,000港元），包括負債350,96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2,812,000港

元）、非控股權益117,89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7,941,000港元）及股東權益

788,47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11,535,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扣除非控股權益後之每股資產淨值為0.69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89港

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總額為434,773,000港元（其中145,580,000

港元計入持作出售資產）（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3,641,000港元），並無任何銀行貸款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現金及銀行結存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結收貿易應收款項

所致。本集團可從其往來銀行獲得充裕之銀行融資，以供其日常營運之用。

由於二零一一年逐步完成機頂盒存量訂單及本期間結付購買機頂盒相關之貿易應付款項，貿

易應付款項結存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96,496,000港元大幅減少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之131,490,000港元（其中111,999,000港元計入持作出售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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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政策

本集團採納穩健之財務政策，嚴格控制其現金管理。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港元

（「港元」）、人民幣（「人民幣」）及美元（「美元」）持有。現金盈餘一般存作中短期存款（視乎本

集團之資金需求而定）。

匯率波動風險及有關對沖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經營業務。就香港之經營業務而言，大部份交易乃以港元及美

元列值。美元兌港元之匯率相對穩定，故有關貨幣匯兌風險不大。就中國內地之經營業務而

言，大部份交易乃以人民幣列值。鑒於中國內地之金融市場有眾多規限及監管限制，隨著本

集團於中國內地之投資增加，本集團承受更大之人民幣風險。本公司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

以作對沖。本公司預期，人民幣升值長期而言將對本集團帶來有利影響。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本集團於本集團聯營公司上海博游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博游」）達成

績效標準後作出第二階段之投資付款約8,532,000港元，並將其於上海博游之股本權益由25%

增加至 37%。

除上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之附屬公

司及聯營公司收購或出售。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向第三方抵押任何資產。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具體未來計劃。

資本開支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開支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其上市證券。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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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董事會已檢討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常規，並認為

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不時生效之

相關企業管治守則條文。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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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監管董事之證券交易。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中期報告涵蓋之

會計期內一直遵守有關董事之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司之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載有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提供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

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會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

公司網站(www.irasia.com/listco/hk/dvn)，以供閱覽。

承董事會命

天地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呂品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高振順先生（主席）、呂品博士（行政總裁）、羅寧

先生、金微先生、徐強先生（營運總裁）及胡慶剛先生（財務總裁），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漢

邦先生、劉俊基先生及葉發旋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