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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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年度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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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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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美元 美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4 266,227 —

銷售成本 (408,502) —

其他收入 5 80 25,275

行政開支 (1,524,172) (1,364,576)

廣告開支 (51,032) (52,799)

研究成本 — (898,974)

其他開支 (2,374,872) (2,726,419)

其他收益及虧損 (6,324,352) (11,411,046)

財務成本 (198,638) (73)
  

持續經營業務年內虧損 6 (10,615,261) (16,428,612)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年內溢利 — 22,473,883
  

年內（虧損）溢利 (10,615,261) 6,045,271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時產生的匯兌差額 — (1,149,818)
  

年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10,615,261) 4,895,4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9,900,497) (16,418,676)

 －已終止經營業務 — 22,473,883
  

(9,900,497) 6,055,207

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內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714,764) (9,936)
  

(10,615,261) 6,04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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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美元 美元

以下各項應佔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900,497) 4,905,389

 －非控股權益 (714,764) (9,936)
  

年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10,615,261) 4,895,453
  

（重列）

每股（虧損）盈利 7

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019) 0.017
  

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019)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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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美元 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829 35,061
無形資產 8 24,150,191 1,504,506

  
24,162,020 1,539,567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199,869 1,173,401
銀行結餘及現金 822,877 315,813

  
2,022,746 1,489,21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881,270 1,216,839
應付董事款項 — 375,80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389,029

  
1,881,270 1,981,674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41,476 (492,460)

  
24,303,496 1,047,10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8,254,578 5,804,157
股份溢價及儲備 (4,579,132) (4,933,6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675,446 870,530
非控股權益 11,261,795 176,577

  
總權益 14,937,241 1,047,107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12 3,553,372 —
衍生金融工具 12 5,032,258 —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422,714 —
應付董事款項 357,911 —

  
9,366,255 —

  
24,303,496 1,04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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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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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

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10,615,261美元。本公司董事認為，計及（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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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本集團已於收購CMMB Vision (USA) Inc.（「CMMB Vision (USA)」）後開始經營電

視播放服務。CMMB Vision (USA)已與中國國有企業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訂立 3年

期服務合約。管理層現正與其他人士就提供電視播放服務進行磋商，認為該服務可為本集

團經營提供可靠、穩定的現金流。

(b) 收購CMMB Vision (USA)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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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業務經營無需重大資本投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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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黃秋智先生控制的公司Chi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Chi Capit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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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以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之修訂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之收回；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之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之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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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應用上述修訂對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及狀況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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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周期

的年度改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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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抵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及

過渡披露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之修訂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

露：過渡指引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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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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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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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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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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CMMB業務 貿易業務 總計

美元 美元 美元

持續經營業務

分部收入 149,197 117,030 266,227
   

分部（虧損）溢利 (7,077,245) 19,357 (7,057,888)

其他收入 80

未分配開支 (1,879,763)

向顧問支付的以股份付款開支 (1,677,690)
 

年內虧損 (10,615,261)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CMMB業務

美元

持續經營業務

分部收入 —
 

分部虧損 (1,223,207)

其他收入 25,275

未分配開支 (2,668,504)

研究成本 (898,974)

遠期合約公平值變動的虧損 (10,529,926)

向顧問支付的以股份付款開支 (1,133,276)
 

年內虧損 16,42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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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收入指年內就於一般業務過程中向外部客戶提供服務而已收及應收的款項淨額（扣除相關稅項）。

 本集團的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美元 美元

提供代理服務（附註 1） 117,030 －

提供CMMB服務（附註 2） 149,197 －
  

266,227 －
  

附註：

(1) 本集團經營與PCB材料的採購及分銷相關的代理服務，在PCB業務終止後產生代理收入。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提供代理服務產生的收入並不重大，於其他收入

確認。

 本年度，管理層認為來自提供與PCB材料相關代理服務的收入構成本集團主要業務之一

的收入，原因是該代理服務擴張為具有經常性質。因此，相關代理收入於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為收入。

(2) CMMB服務指有關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購CMMB Vision (USA)後，

就向CCTV播送電視頻道以在紐約市播放CCTV提供的電視節目的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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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美元 美元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收入 36 71

代理服務收入 — 21,677

其他 44 3,527
  

80 25,275

  

6. 持續經營業務的年內虧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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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632 414,03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3,042 5,675
  

員工成本總額 320,674 419,707
  

計入其他開支的向顧問支付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1,677,690 1,133,276

計入銷售成本的無形資產攤銷 357,402 —

計入其他開支的無形資產攤銷 170,321 28,387

計入其他開支的法律及專業費用（附註） 526,861 1,564,756

核數師酬金 154,839 141,93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248 13,891

  

附註： 該金額指就發展及收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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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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盈利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年內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美元 美元

（虧損）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時所用的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9,900,497) 6,055,207

  

股份數目（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重列）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時所用的

 加權平均股數： 508,943,648 363,665,840

  

附註： 就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而言的加權平

均普通股已就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完成的股份合併的影響追溯調整。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的購

股權已獲行使及本公司尚未兌換的可換股票據已兌換，因為於二零一二年假設行使該等購股權

將導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虧損減少。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的購

股權已獲行使，因為於二零一一年假設行使該等購股權將導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虧損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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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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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美元 美元

年內（虧損）溢利 (9,900,497) 6,055,207

減：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年內溢利 — (22,473,883)
  

就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時所用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9,900,497) (16,41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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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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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2美元（重列），乃根據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年

內溢利 22,473,883美元以及於上文詳述持續經營業務的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分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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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無形資產

合約收購成本 特許使用權 總計

美元 美元 美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 — —

通過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收購 — 1,532,893 1,532,893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1,532,893 1,532,893

通過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收購 24,507,593 — 24,507,593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507,593 1,532,893 26,040,486
   

攤銷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 — —

年內撥備 — 28,387 28,387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28,387 28,387

年內撥備 357,402 170,321 527,723

於損益確認的減值虧損 — 1,334,185 1,334,185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57,402 1,532,893 1,890,295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150,191 — 24,150,19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1,504,506 1,504,506

   

 合約收購成本指紐約市的四個超高頻頻譜電視台網絡（合共 24兆赫的頻寬，能運營 24個地面和

移動電視和視頻節目的數字頻道，涵蓋紐約州紐約大都會 12,000,000人口）的獨家權利。根據與

一名黃秋智先生持有 25%股權的關聯方訂立的租賃合約，合約收購成本具有有限使用年限並於

餘下經營租賃期 20年內按直線基準攤銷。

 特許使用權指在中國境外進行商業開發及市場開發的獨家於中國註冊的國際發展CMMB技術的

特許使用權。特許使用權具有有限使用年限並在 9年的其餘許可期間（與其經濟使用年限相若）

內按直線基準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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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管理層已對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無形資產進行減值評估，已就特許使用權確

認減值虧損 1,334,185美元（二零一一年：零）。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美元 美元

貿易應收款項 927,755 —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5,447 902,809

預付款項 266,667 270,59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199,869 1,173,401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美元 美元

貿易應付款項 1,326,484 —

應計費用 554,786 579,584

其他應付款項 — 637,25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1,881,270 1,21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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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呈列為

港元 美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

 普通股 50,000,000,000 500,000,000

股份合併（附註 iii） (45,000,000,000) —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 0.1港元的普通股 5,000,000,000 5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每股面值 0.01港元

 的普通股 3,438,144,000 34,381,440 4,436,315

發行新股份（附註 i） 1,060,078,000 10,600,780 1,367,842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 4,498,222,000 44,982,220 5,804,157

股份合併（附註 iii） (4,048,399,800) — —
   

449,822,200 44,982,220 5,804,157

發行新股（附註 ii） 149,687,588 14,968,758 1,931,453

行使購股權 40,220,000 4,022,000 518,968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 0.1港元的普通股 639,729,788 63,972,978 8,254,578

   

附註：

(i)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七日，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按每股普通股 0.045港元的認

購價認購合共 687,628,000股本公司新股份，總代價為 30,943,260港元（相等於 3,992,677美

元），認購價較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七日的每股收市價 0.04港元溢價約 12.5%。發行

股份所得的款項乃作本集團的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已發行 372,450,000股新股份，以總代價 11,173,500

港元（相等於 1,441,743美元）認購CMMB International Limited 65%的股權。發行價指本公

司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收市價每股 0.0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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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本公司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並批准決議案，以發行 149,687,588股本公司

新股份及換取股份代價 68,856,290港元（相等於 8,884,683美元），以認購CMMB Vision (USA) 

51%的股權。

(iii)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本公司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並批准決議案，以進行本公司股份合併，合

併按每十股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的合併股份為基準進行。

12.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本公司向Chi Capital發行以港元計值本金額為 45,785,596港元（約

5,910,000美元）的可換股票據，作為收購一項資產的部分代價（請參閱附註 8）。可換股票據的

到期日為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三日（「可換股票據到期日」），自可換股票據發行日期起三年屆滿之

日到期。可換股票據不計息，並按本金額於可換股票據到期日到期。可換股票據可於發行後直

至（但不包括）可換股票據到期日營業時間結束時的任何時間，就轉換價 0.33港元轉換為股份，

可作出反攤薄調整（「可換股票據轉換選擇權」）。本公司於轉換時可發行的普通股初步數目為

138,744,230股，相當於本公司截至可換股票據發行日期按全面攤薄基準已發行及發行在外普通

股總數的 23.57%。

 本公司可自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至可換股票據到期日任何時間選擇按本金額提早贖回全部或

部分可換股票據的未償還本金額。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可

贖回選擇權（「可換股票據贖回選擇權」）的公平值並不重大。

 可換股票據包括債務部分及衍生工具部分（包括可換股票據轉換選擇權及可換股票據贖回選擇

權）。可換股票據轉換選擇權分類為衍生金融負債，原因是其將不會按可換股票據以港元（本公

司外幣）列值的基準以固定金額的現金換取固定數目的本公司本身股本工具進行交收。

 於首次確認日期，可換股票據的公平值為 64,000,000港元（約 8,258,065美元）。於首次確認時，

債務部分按公平值確認，並根據本金現值加已產生票面利息按可換股票據的預計年期計算。與

債務部分有關的交易成本計入負債部分的賬面值。在隨後期間，債務部分乃採用實際利率法按

攤銷成本列賬。債務部分的實際年利率為 20%。衍生工具部分乃按發行當日的公平值計量，而

隨後期間的公平值變動則於損益確認。衍生工具部分應佔交易成本即時自損益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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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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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年內虧損約 10,600,000美

元，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錄得年內溢利約 6,000,000美元。每

股虧損約為 0.019美仙（二零一一年：每股盈利約 0.017美仙），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

約為 2.33美仙（二零一一年：約 0.03美仙）。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從事提供中國移動電視和多媒體廣

播（「CMMB」）及代理服務，收益為約 266,000美元（二零一一年：零）。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行政開支增加約 7.1%至約 1,500,000美

元，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 1,4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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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開

支減少約 11.1%至約 2,400,000美元，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

為 2,700,000美元。

其他收益及虧損指無形資產減值虧損、金融衍生工具的公平值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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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形資產減值虧損、收購無形資產虧損及金融衍生工具

的公平值變動分別約 1,300,000美元、約 4,900,000美元及約 129,000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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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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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費用為約 198,000美元，主要

為可換股票據的實際利息開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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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 7,100,000美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權益約 14,900,000美元，而於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 1,000,000美元。流動資產約 2,000,000美元，包括銀行結餘

及現金約 800,000美元及其他應收款項約 1,200,000美元。流動負債為約 1,800,000

美元，僅為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 1.1（二零一一年：0.8），而資

產負債比率（貸款總額與資產總值的比）則為 13.7%（二零一一年：零）。除了可換

股票據外，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及其他借貸（二零

一一年：零）。

匯兌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負債及買賣均以美元計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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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詳盡分部資料載於本公佈附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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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福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僱員的平均數目約 30人（二零一一

年：約 100人）。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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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美元（二零一一年：約 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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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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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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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CMMB及

代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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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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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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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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最大客戶及五大客戶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約 56.0%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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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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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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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繼續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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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受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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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其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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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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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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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訂明書面職權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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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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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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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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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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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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