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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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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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業績。 

 

儘管二○一二年的宏觀經濟環境疲憊，但由於集團各業務分部持續投資於驅動未來增長的項目，

加上減省成本，TOM 的整體財務表現有所改進。期內收入為港幣二十二億零六百萬元，按年稍微

減少百分之五。未計入非現金商譽減值撥備港幣一億三千六百萬元，營運虧損收窄百分之三十二

至港幣一億三千萬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減少百分之三十二，為港幣三億三千七百萬

元，或每股虧損八點六六港仙。 

 

移動互聯網事業分部的分部虧損收窄百分之七十至港幣一千七百萬元，收入則為港幣五億五千七

百萬元。年內，用戶主導應用例如音樂及遊戲廣受歡迎，活躍用戶及下載量同告增長。 

 
集團電子商貿分部持續展現令人鼓舞的增長。年內，合資企業「郵樂網」深化與中國郵政的結合

推動銷售，貨品交易總額按年倍增至人民幣五億二千一百萬元；而每宗交易額平均為人民幣三百

八十元，處於市場同業的上檔水平。 

 
出版事業分部持續投資於多項新媒體出版項目，分部收入穩企於港幣十億五千七百萬元。至年底

止，出版集團推出超過四百項不同數位閱讀平台的應用，當中百分之七十五為付費應用。自營的

在線平台例如「隨身e冊」，註冊用戶亦見增長。 

 
戶外傳媒事業分部持續優化戶外媒體資產，推出 LED 電子廣告牌，期內錄得分部溢利港幣二百萬

元，分部收入則增升百分之十，達港幣三億六千五百萬元。 

 

 
*  以供識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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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及娛樂事業分部期內的收入穩定，為港幣二億二千萬元，分部虧損略為收窄。華娛衛視於二

○一三年會進行重組以大幅節省成本，並會包括與姊妹公司發展不同類型媒體兼利潤較高的商

機。 

 
未來集團會保持財務及營運的表現，並且不斷整合旗下媒體資產，以便更有效開拓全線業務的商

機。除非經濟環境不確定及監管帶來挑戰，管理層相信集團業務已踏進於未來數年可持續增長的

軌道。  

 
本人借此機會感謝T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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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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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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 
 

二○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205,916 

 
 

2,326,360 
    
未計入減值支出及一次性項目之經營虧損

#
 

  
(129,787) 

 
(191,394) 

 
減值支出及一次性項目*  (136,280) (267,18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337,187) (498,270) 
    
每股虧損 (港仙)  (8.66) (12.80) 
    
* 二○一二年之商譽減值撥備為港幣 136,280,000 元 (二○一一年: 港幣 421,201,000 元); 二○一一年之一次性項目為回撥以

前年度多提之應付收購代價港幣 154,017,000 元 (二○一二年: 無)  
#
 包括攤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 

 

 

業務回顧 
 

因應智能手機市場高速增長，集團整合及重組各業務板塊，相繼投入發展具成本效益的高科技業

務，營運進展良好，現時已進入快速自然增長的階段。 

  

電子商貿 – 獨特線下線上平台，營收快速增長 

 

郵樂網(www.ule.com)是個不一樣的電子商貿及移動商貿開放平台，憑借中國郵政龐大的物流網

絡，深入鄉鎮的郵政網點及廣闊的企業客戶脈絡，即使在市場推廣上的開支非常審慎，營收依然

快速增長。期內貨品交易總額按年倍增至五億多元人民幣；平均每宗交易額按年提升百分之三十

四至人民幣三百八十元，為行業平均的兩倍；註冊用戶按年倍升；重複買家佔百分之二十五。郵

樂網今年會繼續擴大用戶覆蓋，為用戶提供國內外特色產品及服務。繼與全國各省郵政打造「特

產專區」，以及與新西蘭郵政局協力引進該國奶粉後，郵樂網最近又與台灣中華郵政合推當地化

妝品，稍後亦會與德國及澳洲郵政攜手合作。另外，郵樂網與郵儲銀行已發出超過四百萬張的

「郵儲郵樂聯名卡」。 

 

移動互聯網 - 垂直社交平台廣受歡迎，營運指標倍升 

 

隨著國內智能手機用戶急遽增長，移動互聯網業務進展良好，產品源源出台，營運指標倍升。垂

直社交平台服務廣受歡迎，其中遊戲及音樂應用與服務的下載量，較去年底分別飆升超過十五倍

及八倍。遊戲應用的活躍用戶激增，至佔註冊用戶的百分之十六；而不論是付費用戶或每用戶平

均收入(ARPU)亦倍升。音樂社區 637.fm 流聲機的月均活躍用戶跳升逾兩倍；合作知名唱片公司包

括太合麥田、海蝶文化等數十家，合作藝人增至近百位。期內，移動互聯網的分部虧損按年收窄

百分之七十。 

 



- 4 - 

出版 – 傳統及數碼業務同步穩定發展 

 

出版業務的分部收入穩定，傳統及數位出版繼續同步發展。年內，社交網站痞客邦(www.pixnet.net)

的註冊用戶按年揚升百分之二十五，其個人化即時訊息互動服務 7headlines(www.7headlines.com)會

員人數月均急增百分之三十六，兩者均為今年的發展重點，並為集團的書刊推廣渠道以及讀者互

動平台。集團推出的數位閱讀應用按年跳升近百分之八十，其中付費應用佔七成五，總下載量按

年增升逾百分之六十五。傳統出版保持其領導地位，書刊的廣告銷額增升百分之七，旗艦雜誌

《商業周刊》的頁均廣告收入按年上揚百分之六。 

 

集團出版的書刊，不論是紙本或是數位領域，均在業界享獲殊榮。商周媒體集團的《商業周

刊》，先後獲亞洲出版業協會的二○一二年「卓越解釋性報導獎」、第十六屆兩岸新聞報導獎

「雜誌報導獎」、第二十六屆吳舜文新聞獎「新聞深度報導獎」、第三十六屆金鼎獎「最佳財經

時事雜誌獎」、「最佳主編獎」以及「最佳專題報導獎」等獎項，以及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的第

四屆學學獎「綠色媒體報導組影響力獎」。 

 

尖端出版集團亦不遑多讓，獲台灣行政院新聞局第三屆金漫獎「年度漫畫貢獻獎」、而《許個願

吧!大喜》則獲日本外務省第三屆金漫獎「最佳少女漫畫類獎」和「年度漫畫大獎」，以及第五屆

日本國際漫畫賞「優秀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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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出版方面，《商業周刊》憑<鐵馬壯遊>在第六屆數位出版金鼎獎中獲「最佳人文藝術類電子

書獎」；而城邦的應用程式<影劇景點指南>，在Mobile App應用程式創意創新大賽中贏得「最佳

App第二名」。 

 

戶外傳媒 – 投資高價值資產轉虧為盈 

 

戶外傳媒業務投資高價值的 LED 電子廣告牌，資產持續優化，營運效益提升，年內錄得溢利，資

產出租率逾百分之七十。 

 

戶外團隊的專業服務廣為業界認同，於中國品牌媒體高峰論壇中，TOM戶外傳媒集團獲嘉許為

「二○一一-二○一二中國最具品牌價值戶外傳媒」；又於媒體領袖年會上榮獲「影響中國•二○

一二年度最具廣告傳播價值專業媒體」殊榮；另外又獲頒「金長城傳媒獎-二○一二中國最具影響

力戶外傳媒」以及「二○一一-二○一二中國十大戶外傳媒供應商」獎項。 

 

電視及娛樂 – 廣告增升帶動收入上揚 

 

電視及娛樂業務的電視廣告收入按年增升，虧損持續收窄。二○一三年華娛衛視會進行重組，並

承繼集團業務資源整合的步伐，結合戶外傳媒資產及移動互聯網等，發展多屏及用戶互動的播送

服務。 

 

去年華娛衛視獲公益中國委員會頒發「最佳社會善行電視媒體大獎」。 

 

 

財務回顧 
 

TOM 集團報告旗下五項分部業務的業績，分別為移動互聯網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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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ying-ju-jing-dian-zhi-nan/id529431672
http://www.bnext.com.tw/edm/appparty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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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截至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集團收入為港幣二十二億零六百萬元，與上年度的港幣

二十三億二千六百萬元相比，減少百分之五點二。 

 

分部業績 

 

移動互聯網集團錄得港幣五億五千七百萬元的總收入，與上年度的港幣七億二千七百萬元相比，

減少百分之二十三點四。分部虧損由二○一一年度的港幣五千八百萬元，減少百分之七十點五至

港幣一千七百萬元。 

 

電子商貿集團的分部虧損為港幣七千三百萬元，與上年度的港幣五千五百萬元相比，增加百分之

三十一點六。 

 

出版事業集團的總收入由上年度的港幣十億五千二百萬元，增加百分之零點五至港幣十億五千七

百萬元。分部溢利由二○一一年度的港幣一億零三百萬元，減少百分之六點三至港幣九千七百萬

元。 

 

戶外傳媒集團的總收入由上年度的港幣三億三千一百萬元，增加百分之十點三至港幣三億六千五

百萬元。分部溢利為港幣二百萬元，二○一一年度則為分部虧損港幣二千一百萬元。 

 

電視及娛樂事業集團的總收入由上年度的港幣二億一千七百萬元，增加百分之一點三至港幣二億

二千萬元。分部虧損由二○一一年度的港幣八千二百萬元，減少百分之五點五至港幣七千七百萬

元。 

 

經營虧損 

 

本年度集團的經營虧損為港幣二億六千六百萬元，上年度為港幣四億五千九百萬元。撇除於二○

一二年為商譽作出港幣一億三千六百萬元之減值撥備的財務影響（二○一一年：非經常性回撥以

前年度多提之應付收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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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性業務之經營虧損由二○一一年度的港幣一億九千一百萬元，減少百分之三十二點

二至港幣一億三千萬元。 

 

於二○一二年度商譽減值撥備乃參考集團所持有之無線增值服務、電視及戶外傳媒營運業務之降

值估算而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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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一一年度的港幣四億九千八百萬元，減少百分之三十二點

三至港幣三億三千七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不包括抵押存款）約為港幣七億九

千七百萬元。總信貸額為港幣二十九億零五百萬元，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動用其中

港幣二十二億一千六百萬元，用作本集團之投資，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 

 

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的貸款總額約為港幣二十二億一千六百萬元，當中包括

約港幣二十億七千六百萬元長期銀行貸款，以及約港幣一億四千萬元短期銀行貸款。於二○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債務/(債務+權益))為百分之六十六，於二○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百分之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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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港幣四億元，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結餘約為港幣六億四千五百萬元。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的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一點三一，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一點五零。 

 

於二○一二年，營運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為港幣三千五百萬元。用作投資業務的現金淨流出為

港幣二億六千五百萬元，其中主要包括資本開支港幣二億六千二百萬元，投資於一間聯營公司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合共港幣一千五百萬元，部份為出售附屬公司之所得款項淨額港幣一千一百萬

元所抵銷。年內，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為港幣五千三百萬元，其中主要包括提取港幣六千

七百萬元銀行貸款(扣除償還貸款)及附屬公司之非控制性權益出資港幣七百萬元，部分為向附屬公

司之非控制性權益派發港幣一千二百萬元股息及支付貸款安排費用港幣九百萬元所抵銷。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受限制現金約為港幣三百萬元，主要為不能動用之銀行

存款，作為對若干台灣出版分銷商的潛在銷售退貨之履約保證金。 

 

外匯風險 

 

一般而言，根據本集團的政策，旗下每家營運機構，如有需要，盡可能以當地貨幣借貸，以減低

貨幣風險。 

 

或然負債 

 

由二○○八年至二○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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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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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億七

千七百萬元（約港幣二億六千一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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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億三千二百萬元（約港幣六千二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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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已向台灣法院提出上訴及就該兩年稅務

上訴取得勝訴。於二○一一年，稅務局就二○○四年及二○○五年稅項評估入稟法院提出最終上

訴。法院分別於二○一二年二月及三月，以原審並未根據適當的法律及規條作出判決為由，決定

將二○○四年及二○○五年之稅項評估發還重審。有鑑於此，法院要求附屬公司及稅務局提供補

充資料以證明各自立場。直至此公佈日期，法院仍未確定上訴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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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之遞增稅務負債總額約為新台幣

二億八千五百萬元（約港幣七千六百萬元）。  

 

員工資料 

 

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共僱用約二千九百名全職員工。撇除董事酬金，本年度

員工成本為港幣五億九千五百萬元（二○一一年：港幣五億八千九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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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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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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一二年 二○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 2,205,916 2,326,360 
  ═══════════ ═══════════ 
    
銷售成本 4 (1,580,502) (1,744,153)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4 (274,019) (287,415) 
行政費用 4 (184,165) (170,733) 
其他營運費用 4 (330,895) (326,080) 
其他收益，淨額 4 28,560 25,615 
回撥以前年度多提之應付收購代價  - 154,017 
商譽減值撥備 3 (136,280) (421,201) 
攤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12,034 (11,572)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6,716) (3,416) 
  ─────────── ─────────── 
  (266,067) (458,578) 
    
融資收入 5 16,407 19,754 
融資成本 5 (67,550) (59,420) 
  ─────────── ─────────── 
融資成本，淨額 5 (51,143) (39,666) 
  ─────────── ─────────── 
    
除稅前虧損  (317,210) (498,244) 
稅項 6 (26,916) (27,675) 
  ─────────── ─────────── 
年內虧損  (344,126) (525,919) 
  ═══════════ ═══════════ 
以下人士應佔：    
    
非控制性權益  (6,939) (27,649)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37,187) (498,270) 
  ═══════════ ═══════════ 
    
於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8.66) 港仙 (12.80) 港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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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一二年 二○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虧損  (344,126) (525,919) 

    

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16,227 126,434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重估盈餘╱（虧絀），扣

除稅項 

 

2,561 (1,453) 

界定福利計劃之精算虧損淨額  (4,636) (2,74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時將退休金儲備撥回收益表  1,654 - 

  ─────── ─────── 
    

年內之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5,806 122,234 

  ─────── ─────── 
    

年內之全面開支總額  (328,320) (403,685) 

  ═══════ ═══════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 非控制性權益  (86) (17,183) 

  ═══════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28,234) (386,502) 

  ═══════ ═══════ 



- 10 - 

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附註 二○一二年 二○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205,983 159,990 

商譽  2,154,471 2,355,948 

其他無形資產  92,594 99,969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8,798 (117,523) 

聯營公司權益  223,772 221,75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0,546 12,763 

向投資項目公司貸款  2,177 2,172 

遞延稅項資產  51,794 41,875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602 27,555 

  ──────── ──────── 
  2,772,737 2,804,502 

  --------------- --------------- 
流動資產    

存貨  114,130 101,06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784,917 860,951 

受限制現金  2,963 3,766 

現金及現金等值  797,115 961,773 

  ──────── ──────── 
  1,699,125 1,927,552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034,187 1,048,361 

應付稅項  48,653 43,080 

長期銀行貸款－即期部份   76,067 73,160 

短期銀行貸款  140,389 118,082 

  ──────── ──────── 
  1,299,296 1,282,683 

  --------------- --------------- 
流動資產淨值  399,829 644,869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172,566 3,449,371 

  --------------- ---------------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340 17,650 

長期銀行貸款－非即期部份  1,999,502 1,940,656 

退休金責任  40,089 35,291 

  ──────── ──────── 
  2,050,931 1,99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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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淨值  1,12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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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48 743,175 

自持股份  (6,244) (6,244) 

  ──────── ──────── 
  799,732 1,126,259 

非控制性權益  321,903 329,515 

  ──────── ──────── 
權益總額  1,121,635 1,455,7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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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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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之全面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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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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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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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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虧損 - - - - - - - - (337,187) (337,187) (6,939) (344,126)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重估盈餘 

，扣除稅項 - - - - - - 2,561 - - 2,561 - 2,561 

 界定福利計劃之精算虧損淨額 - - - - - - - - (3,960) (3,960) (676) (4,636)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時將退休金儲備撥

回收益表 - - - - - - - - 1,371 1,371 283 1,654 

 匯兌差額 - - - - - - - 8,981 - 8,981 7,246 1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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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 2,561 8,981 (339,776) (328,234) (86) (32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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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派付股息予非控制性權益 - - - - - - - - - - (12,403) (12,403)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 - 1,707 - - - - - 1,707 (4,318) (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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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控制性權益出資 - - - - - - - - - - 9,280 9,280 

 轉撥至一般儲備 - - - - - 5,207 - - (5,20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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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 - - 1,707 - 5,207 - - (5,207) 1,707 (7,526) (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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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389,328 (6,244) 3,625,981 28,021 776 144,464 4,109 731,064 (4,117,767) 799,732 321,903 1,121,635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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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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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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移動互聯網集團－提供移動互聯網服務、網上廣告、商務企業解決方案及在綫通訊

服務。 

 

‧ 電子商貿集團－提供線上交易平台技術性服務及提供服務予使用移動及互聯網交易

平台的用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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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載列如下： 

           
                                                                                    截至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移動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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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276 7,520 1,056,815 365,267 219,925 2,206,803 

 分部間收入 - - - - (887)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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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客戶之收入淨額 557,276 7,520 1,056,815 365,267 219,038 2,20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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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計攤銷及折舊之分部溢利╱（虧損）  (6,500) (68,032) 218,464 38,467 (27,896) 154,503 

 攤銷及折舊  (10,739) (4,522) (121,760) (36,794) (49,454) (22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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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溢利╱（虧損） (17,239) (72,554) 96,704 1,673 (77,350) (6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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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商譽減值撥備 (120,280) - - (6,000) (10,000) (136,280)  

 攤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 12,034 - - - 12,034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636 - (7,352) - - (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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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44) 12,034 (7,352) (6,000) (10,000) (13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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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成本：       

 融資收入(附註(a)) 12,742 69 22,676 1,191 182 36,860 

 融資開支(附註(a)) - - (13,338) - (22,203) (3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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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42 69 9,338 1,191 (22,021)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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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之除稅前溢利╱（虧損）  (124,141) (60,451) 98,690 (3,136) (109,371) (19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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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分配之公司開支      (118,801) 

       ─────── 

 除稅前虧損      (317,210) 

       ════════ 

        

 經營分部之非流動資產開支 23,742 8,979 135,473 49,233 44,429 261,856 

        

 未能分配之非流動資產開支      472 

       ─────── 

 非流動資產開支總額      262,328 

       ═══════ 

 

附註(a)： 

 

分部間之利息收入港幣21,904,000元及分部間之利息支出港幣23,34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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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載列如下： 
 
                                                                 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移動互聯網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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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925 99,041 1,292,710 638,636 173,395 4,150,707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 8,798 - - - 8,798 

 聯營公司權益 4,804 - 218,968 - - 223,772 

 未能分配之資產      88,585 

       ──────── 

 資產總值      4,471,862 

       ════════ 

        

 分部負債 256,454 32,463 416,672 185,515 65,326 956,430 

 未能分配之負債：       

 公司負債      117,846 

 即期稅項      48,653 

 遞延稅項      11,340 

 借貸      2,215,958 

       ──────── 

 負債總額      3,350,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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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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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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營分部之非流動資產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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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互聯網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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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應付

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借貸。 
 

 

3 商譽減值撥備 

  

本年度之撥備總額為港幣 136,280,000 元，是為移動互聯網集團、電視及娛樂事業集團

及戶外傳媒集團所作之商譽減值撥備，分別為港幣 120,280,000 元、港幣 10,000,000 元

及港幣 6,000,000 元。有關撥備乃參考相關集團所持有之若干營運業務之降值估算而計

提（二○一一年：有關移動互聯網集團之商譽減值撥備為港幣 421,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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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年 二○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扣除：   

    

 折舊 59,313 57,180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164,978 162,225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759 330 

  ═══════ ═══════ 
 計入：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1,560 6,15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3,745 - 

 停止綜合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85 - 

 匯兌收益，淨額 23,929 19,792 

  ═══════ ═══════ 
    

5 融資成本，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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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53 57,523 

 其他貸款之利息 1,897 1,897 

  ─────── ─────── 
  67,550 5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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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銀行利息收入 (16,407) (19,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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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43 39,6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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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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年 二○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海外稅項 39,798 33,146 

 以往年度之準備不足 2,428 502 

 遞延稅項 (15,310) (5,973) 

  ────── ────── 
 稅項支出 26,916 27,675 

  ══════ ══════ 
 

7 股息 

 

本公司並無於本年度派發或宣派任何股息（二○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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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187,000元     

（二○一一年：港幣498,270,000元），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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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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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集團  

  二○一二年 二○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 528,297 552,983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256,620 307,968 

  ─────── ─────── 
  784,917 860,9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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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及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一二年 二○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125,876 195,782 

 31 至 60 天 120,174 130,766 

 61 至 90 天 87,012 81,572 

 超過 90 天 287,190 238,369 

  ─────── ─────── 
  620,252 646,489 

 減：減值撥備 (91,955) (93,506) 

  ─────── ─────── 
  528,297 552,9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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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集團  

  二○一二年 二○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 340,562 295,25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93,625 753,102 

  ─────── ─────── 
  1,034,187 1,048,361 

  ═══════ ═══════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公平值相若。 

  

 於二○一二年及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一二年 二○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86,490 116,215 

 31 至 60 天 67,013 35,846 

 61 至 90 天 31,440 31,576 

 超過 90 天 155,619 111,622 

  ─────── ─────── 
  340,562 295,259 

  ═══════ ═══════ 
 

 

 



- 22 - 

審閱賬目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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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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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二○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及二○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一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已分別遵守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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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的第 A.5 條守則條文除外。 

 

本公司已考慮成立提名委員會的裨益，惟認為由董事會共同審閱、商議及批准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

組成以及委任任何新董事，乃符合本公司的最佳利益。董事會肩負確保該會由具備配合本集團業務所

需的才能與經驗之人士組成，以及委任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識與領袖特質的適當人選進入董事會，務求

與現有董事的才能互相配合。此外，董事會亦整體負責審訂董事的繼任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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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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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