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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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2383) 

 

截至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主席報告  

 

本人欣然公布 TOM 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全年

業績。 

 

在二○一四年，集團收入達港幣十五億一千一百萬元，經營虧損收窄至港幣一億九千四百

萬元。在計及出售郵樂股權的收益後，股東應佔虧損為港幣八千五百萬元。 

 

在回顧期內，集團與中國郵政共同持有的電子商貿合營公司郵樂(www.ule.com)持續強勁增

長，二○一四年的交易總額按年急升百分之三百五十四至人民幣六十四億九千七百萬元。

期內，郵樂擴展其中國農村電子商務市場的版圖。截至二○一四年底，郵樂的「郵掌櫃」

農村電商平台已開通至全國二十一個省逾四萬家中國郵政的農村加盟店，為加盟店商主提

供多元化服務，並為農村消費者帶來更多更新的電子商貿體驗。 

 

期內，TOM 集團與郵樂聯手投資於香港網上消費金融公司 WeLab Holdings Limited 

(WeLab)。透過與中國郵政及郵樂的伙伴關係，WeLab 相信會加快在中國推出服務。在二

○一五年一月，TOM 與郵樂再次共同投資於加拿大零售數據分析商 Rubikloud Technologies 

Inc. (Rubikloud)，為郵樂引進領先的大數據分析系統。 

 

移動互聯網事業分部錄得收入港幣八千九百萬元。隨著我們撤出傳統無線增值業務，分部

管理層會專注於精簡業務架構並評估移動遊戲業務的進度及前景。 

 

出版事業期內表現平穩，分部收入及盈利分別為港幣九億五千九百萬元及港幣六千一百萬

元。 

 

戶外傳媒事業的分部收入為港幣二億三千萬元，分部虧損則按年收窄百分之十五。電視及

娛樂事業分部期內錄得收入港幣二億三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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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今年，TOM 集團會繼續專注於核心業務的財務及營運管理。然而，集團在 2015 年的

重點為推動郵樂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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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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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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 
 

 二○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綜合收入  1,511,033 

 
 

1,927,731 
    
未計入出售收益(2)及減值支出(3)之經營虧損(1)  (193,551) (207,126) 
    
出售收益(2)  188,198 1,521,679 
    
減值支出(3)  - (1,733,83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84,879) (550,073) 
    
每股虧損 (港仙)  (2.18) (14.13) 
    
 

(1)  
包括攤佔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之業績  

 
(2)  
於兩個年度之出售收益乃來自電子商貿集團 

 
(3)  
本集團於二○一四年並無任何減值支出（二○一三年：商譽及其他資產減值合計港幣十七億一千八百九十五萬二千元及停止綜合一

家附屬公司之虧損港幣一千四百八十八萬四千元） 

 
業務回顧 
 

期內，集團與中國郵政快速推動全方位線下至線上電子商貿平台郵樂的發展。另外，亦伙

拍郵樂引進以科技為基礎的策略性投資項目，捕捉中國電商市場快速增長的龐大商機。期

內集團投資網上消費金融公司 WeLab，及在今年一月投資零售數據分析商 Rubikloud，加

速集團在高增長科技行業的發展。 

 

此外，集團積極理順各項現有業務的營運及資源運用，致力提升營運效益，釋放資產價

值。年內收入為港幣十五億一千一百萬元，在嚴控經營開支下，毛利率按年上升三點一個

百分點至百分之三十三點四；計及出售郵樂權益的收益，股東應佔虧損按年大幅收窄百分

之八十五至港幣八千五百萬元。 

 
電子商貿 : 深入拓展農村電商版圖  經營指標亮麗   
 

在回顧期內，郵樂全力拓展農村電子商貿版圖，全年交易總額急升百分之三百五十四至人

民幣六十四億九千七百萬元，遠高於去年同期的人民幣十四億三千二百萬元。期內郵樂推

出多項市場推廣活動以吸引買家及推動銷售，而引進國外獨特及豐富產品的「海外館」，

亦新增了「韓國館」及「俄羅斯館」，進一步為客户提供多元化商品及服務。截至去年

底，重複買家的佔比為百分之五十，反映郵樂客戶的忠誠度。透過手機客戶端的訂單總額

佔比由上半年的百分之十，急增至下半年的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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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致力推動農村現代化及信息化的發展，農村電子商貿為大勢所趨。郵樂在星羅棋

佈的農村郵政網點已開通「郵掌櫃」服務，為農村民眾提供包括線下代購商品， 採購農

產品以及便民繳費等服務，提升農村民眾的生活質素。至去年底，服務已覆蓋全國二十一

個省逾四萬個農村網點。 

 

集團投資的網上消費金融公司 WeLab，因應中國農村龐大的消費市場，已密鑼緊鼓籌備在

二○一五年與郵樂合作推出金融及借貸產品，進一步為農村民眾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在今年初，集團投資零售數據分析商 Rubikloud，透過其雲端零售大數據科技，為郵樂的

多渠道線上及線下銷售平台進行交易數據分析，深度了解用戶的消費行為，提供個人化服

務； 同時亦可為商家提供精準行銷解決方案。 

 

展望二○一五年，集團繼續投資於高增長及高科技的業務。郵樂亦會持續深化與各策略伙

伴的合作，加快在農村電子商貿的發展，鞏固市場領導者地位。 

 
移動互聯網 : 精簡營運  提升效益 
 

移動互聯網業務期內專注培育手機遊戲業務，採取精簡及專注營運策略。集團會繼續檢視

相關業務的表現，在有效運用資源下提升經營效率。 

 
出版 : 表現平穩  領導市場 
 

出版業務表現平穩，繼續穩佔市場領導地位，期內收入為港幣九億五千九百萬元，分部溢

利為港幣六千一百萬元。 

 
戶外傳媒 : 經營績效  持續改善 
 

戶外傳媒期內業務經營持續改善，收入為港幣二億三千萬元，分部虧損收窄百分之十五。 

 
電視及娛樂 : 注重效益  善用資源 
 

電視及娛樂業務期內收入為港幣二億三千萬元，在注重經營效益及善用資源下，各項營運

指標均保持在去年水平。 

 

截至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回顧 

 

TOM 集團報告旗下五項分部業務的業績，分別為電子商貿集團、移動互聯網集團、出版

事業集團、戶外傳媒集團，以及電視及娛樂事業集團。 

 

綜合收入 

 

隨著於二○一三年撤出中國大陸 2.5G 無線增值業務及戶外傳媒集團的業務整合，截至二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集團綜合收入為港幣十五億一千一百萬元，較上年度減

少百分之二十二。 

 

 

 

 



- 5 - 

分部業績 

 

分部溢利／虧損是指未計入融資成本、稅項，及重大非現金項目，其中包括攤佔以權益法

記賬之投資之業績。 

 

集團透過其聯營公司郵樂持續專注投資於中國大陸快速增長的電子商貿業務，其業績乃以

權益法計入集團業績中。 

 

移動互聯網集團的總收入為港幣八千九百萬元。由於精簡及專注營運策略，分部虧損收窄

至港幣一千七百萬元。 

 

出版事業集團在審慎投資於數位出版項目之同時，收入保持穩定。總收入及分部溢利分別

為港幣九億五千九百萬元及港幣六千一百萬元。 

 

戶外傳媒集團的總收入為港幣二億三千萬元。因業務整合及營運效率提升，分部虧損收窄

至港幣二千二百萬元。 

 

電視及娛樂事業集團的總收入保持穩定，為港幣二億三千萬元。由於營運效率提升，分部

虧損收窄至港幣三千六百萬元。 

 

攤佔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之業績 

 

攤佔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之業績主要為集團攤佔電子商貿集團旗下“郵樂”之業績。 

 

經營虧損 

 

本年度集團的經營虧損為港幣五百萬元，上年度為港幣四億一千九百萬元。 撇除出售以

權益法記賬之投資權益之收益合計港幣一億八千八百萬元（二○一三年：出售附屬公司權

益之收益港幣十五億二千二百萬元，為商譽及其他資產作出港幣十七億一千九百萬元之減

值撥備及停止綜合一家附屬公司之虧損港幣一千五百萬元），經常性業務之經營虧損為港

幣一億九千四百萬元，較二○一三年度之經營虧損港幣二億零七百萬元減少百分之七。 

 

出售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權益之收益合計港幣一億八千八百萬元乃由於投資者於二○一四

年對電子商貿集團之若干前合資企業及若干聯營公司的新股認購完成後集團持有之股權被

攤薄所產生的。該攤薄收益已列入在本年度綜合收益表中。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收益淨

額為港幣一億六千九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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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年度之港幣五億五千萬元減少百分之八十五至

港幣八千五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不包括抵押存款）約為港

幣五億三千六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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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一四年十二月，本集團一家於台灣之附屬公司與數家獨立財務機構達成融資協議，

提供為期三年本金總額合計新台幣五億元（約港幣一億二千三百萬元）之定期貸款融資，

為本集團現有債務再融資及作營運資金之用。 

 

於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信貸額為港幣三十四億四千一百萬元，已動用其中港幣

二十四億七千一百萬元，用作本集團之投資，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 

 

於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的貸款總額約為港幣二十四億七千一百萬元，

當中包括約港幣二十三億四千三百萬元長期銀行貸款，以及約港幣一億二千八百萬元短期

銀行貸款。於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債務/(債務+權益))

為百分之八十二，於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百分之七十九。 

 

於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港幣四億一千八百萬元，於二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則約為港幣三億六千六百萬元。於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TOM 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一點四五，於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則為一點三。 

 

於二○一四年，計入已付利息及稅項之用作營運活動的現金淨流出為港幣一億一千萬元。

用作投資業務的現金淨流出為港幣一億六千八百萬元，其中主要包括資本開支港幣一億四

千二百萬元，以及投資於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港幣三千一百萬元。年內，融資活動產生的現

金淨流入為港幣一億四千萬元，其中主要包括提取港幣一億六千八百萬元銀行貸款(扣除

償還貸款)，部分為支付貸款安排費用港幣二千二百萬元及向附屬公司之非控制性權益派

發港幣五百萬元股息所抵銷。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受限制現金約為港幣四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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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一五年一月，本集團透過一家非全資附屬公司以二百萬美元認購一家加拿大零售數

據分析商 Rubikloud Technologies Inc. 之股權，約佔其全面攤薄總股本百分之七之權益。 

 

除以上所述外，並無發生任何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之結算日後事項。 

 

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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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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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資料 

 

於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OM 集團共僱用約一千九百八十名全職員工。撇除董事

酬金，本年度員工成本為港幣四億八千一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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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作出評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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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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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包括攤佔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之業績，而分部溢利╱（虧損）乃

指未計入出售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權益之收益、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商譽及其他資產減值撥備及停止綜合一家附

屬公司之虧損的分部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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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一四年 二○一三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 1,511,033 1,927,731 
  ═══════════ ═══════════ 
    
銷售成本 6 (1,006,976) (1,343,111)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6 (225,516) (268,526) 
行政費用 6 (154,185) (175,910) 
其他營運費用 6 (230,512) (345,754) 
其他收益，淨額 6 2,643 18,897 
出售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權益之收益 3 188,198 -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4 - 1,521,679 
商譽及其他資產減值撥備 5 - (1,718,952) 
停止綜合一家附屬公司之虧損  - (14,884) 
攤佔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之溢利減虧損  (90,038) (20,453) 
  ─────────── ─────────── 
  (5,353) (419,283) 
    
融資收入 7 9,120 13,102 
融資成本 7 (72,499) (66,482) 
  ─────────── ─────────── 
融資成本，淨額 7 (63,379) (53,380) 
  ─────────── ─────────── 
    
除稅前虧損  (68,732) (472,663) 
稅項 8 (8,733) (79,545) 
  ─────────── ─────────── 
年內虧損  (77,465) (552,208) 
  ═══════════ ═══════════ 
以下人士應佔：    
    
非控制性權益  7,414 (2,135)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4,879) (550,073) 
  ═══════════ ═══════════ 
    
於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10 (2.18) 港仙 (14.13) 港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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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一四年 二○一三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度虧損  (77,465) (552,208) 

    

日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計劃  1,938 3,112 

  ─────── ─────── 

    

日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項目：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重估盈餘  3,005 3,903 

匯兌差額   (20,699) 63,464 

  ─────── ─────── 

  (17,694) 67,367 

  ─────── ─────── 

    

年度之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扣除稅項 

 

(15,756) 70,479 

  ─────── ─────── 

    

年度之全面開支總額  (93,221) (481,729) 

  ═══════ ═══════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全面（開支）／收益 

 總額： 

 

  

    

- 非控制性權益  (2,395) 1,187 

  ═══════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0,826) (482,9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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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附註 二○一四年 二○一三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22,337 142,315 

商譽  644,778 646,914 

其他無形資產  81,129 88,023 

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  1,520,101 1,435,97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58,149 24,137 

向投資項目公司貸款  2,183 2,180 

遞延稅項資產  35,811 34,421 

其他非流動資產  8,246 6,725 

  ──────── ──────── 
  2,472,734 2,38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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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  110,456 114,09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689,638 793,169 

受限制現金  3,680 3,105 

現金及現金等值  535,505 695,179 
  ──────── ──────── 
  1,339,279 1,60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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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731,338 945,806 

應付稅項  35,446 48,836 

長期銀行貸款－即期部份   26,219 73,901 

短期銀行貸款  127,816 171,138 

  ──────── ──────── 
  920,819 1,239,681 

  --------------- --------------- 
流動資產淨值  418,460 365,868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891,194 2,746,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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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延稅項負債  8,602 6,398 

長期銀行貸款－非即期部份  2,316,681 2,075,718 

退休金責任  34,910 37,120 

  ──────── ──────── 
  2,360,193 2,11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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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淨值  531,001 627,317 

  ════════ ════════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389,328 389,328 

虧絀  (157,618) (66,792) 

自持股份  (6,244) (6,244) 

  ──────── ──────── 
  225,466 316,292 

非控制性權益  305,535 311,025 
  ──────── ──────── 
權益總額  531,001 627,3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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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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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389,328 (6,244) 3,625,981 (11,186) 776 150,542 8,012 790,965 (4,631,882) 316,292 311,025 62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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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收益：             

 年度虧損 - - - - - - - - (84,879) (84,879) 7,414 (77,465)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重估盈餘 - - - - - - 3,005 - - 3,005 - 3,005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計劃 - - - - - - - - 1,776 1,776 162 1,938 

 匯兌差額 - - - - - - - (10,728) - (10,728) (9,971) (2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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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 3,005 (10,728) (83,103) (90,826) (2,395) (9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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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派付股息予非控制性權益 - - - - - - - - - - (4,992) (4,992) 

 非控制性權益出資 - - - - - - - - - - 1,897 1,897 

 轉撥至一般儲備 - - - - - 1,881 - - (1,88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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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 - - - - 1,881 - - (1,881) - (3,095) (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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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389,328 (6,244) 3,625,981 (11,186) 776 152,423 11,017 780,237 (4,716,866) 225,466 305,535 531,001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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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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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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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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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收益：             

 年度虧損 - - - - - - - - (550,073) (550,073) (2,135) (552,208)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重估盈餘 - - - - - - 3,903 - - 3,903 - 3,903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計劃 - - - - - - - - 3,353 3,353 (241) 3,112 

 匯兌差額 - - - - - - - 59,901 - 59,901 3,563 6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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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 3,903 59,901 (546,720) (482,916) 1,187 (48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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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派付股息予非控制性權益 - - - - - - - - - - (6,796) (6,796) 

 注資一家附屬公司時攤薄非控制性 

  權益 - - - (524) - - - - - (524) 524 - 

 停止綜合一家附屬公司 - - - - - - - - - - (3,154) (3,154) 

 註銷一家附屬公司時分派予非控制性

權益 - - - - - - - - - - (4,531) (4,531) 

 非控制性權益出資 - - - - - - - - - - 1,892 1,892 

 轉撥至一般儲備 - - - - - 6,078 - - (6,078) - - - 

 購股權失效時轉撥至保留溢利 - - - (38,683) - - - - 38,68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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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權益持有人之交易 - - - (39,207) - 6,078 - - 32,605 (524) (12,065) (1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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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389,328 (6,244) 3,625,981 (11,186) 776 150,542 8,012 790,965 (4,631,882) 316,292 311,025 627,317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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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財務資料摘錄自本集團已審核綜合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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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財政年度及比較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前公司條例（第32章）適用之規定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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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所有於二○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

度必須採納且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之準則修訂及新訂詮釋。 

 

採納該等準則修訂及新訂詮釋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並無產生重大影響。 
 

2 營業額、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有五項可申報業務分部： 

 

‧ 電子商貿集團－提供服務予使用移動及互聯網交易平台的用戶及提供線上交易平台

技術服務。 

 

‧ 移動互聯網集團－提供移動互聯網服務、網上廣告及商務企業解決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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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載列如下： 
           
                                                                                    截至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子商貿

集團 

移動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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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6 89,264 958,802 229,712 230,308 1,511,452 

 分部間收入 - - - - (419)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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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客戶之收入淨額 3,366 89,264 958,802 229,712 229,889 1,51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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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計攤銷及折舊之分部溢利╱（虧損）  (6,889) (8,483) 177,990 10 (25,279) 137,349 

 攤銷及折舊  (95) (8,231) (117,090) (22,202) (10,544) (15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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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溢利╱（虧損） (6,984) (16,714) 60,900 (22,192) (35,823) (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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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出售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權益之收益 188,198 - - - - 188,198 

 攤佔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之溢利減虧損 (71,983) (215) (17,840) - - (9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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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15 (215) (17,840) - - 9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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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成本：       

 融資收入(附註(a)) 66 6,974 17,589 1,136 67 25,832 

 融資開支(附註(a)) - - (10,945) - (13,732) (2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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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6,974 6,644 1,136 (13,665)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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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之除稅前溢利╱（虧損）  109,297 (9,955) 49,704 (21,056) (49,488) 7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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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分配之公司開支      (147,234) 

       ─────── 

 除稅前虧損      (68,732) 

       ════════ 

        

 經營分部之非流動資產開支 - 2,534 108,860 22,709 7,722 141,825 

        

 未能分配之非流動資產開支      14 

       ─────── 

 非流動資產開支總額      141,839 

       ═══════ 

 
附註(a)： 

 

分部間之利息收入港幣17,030,000元及分部間之利息支出港幣14,5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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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載列如下：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電子商貿 

集團 

移動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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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7 500,183 1,185,292 299,588 142,409 2,238,519 

 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 1,496,192 4,346 19,563 - - 1,520,101 

 未能分配之資產      53,393 

       ──────── 

 資產總值      3,812,013 

       ════════ 

        

 分部負債 29,866 105,731 362,483 104,643 42,616 645,339 

 未能分配之負債：       

 公司負債      120,909 

 即期稅項      35,446 

 遞延稅項      8,602 

 借貸      2,470,716 

       ──────── 

 負債總額      3,28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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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收入及分部資料 (續) 

 

 截至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載列如下： 
           
                                                                                    截至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子商貿

集團 

移動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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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30 287,546 1,030,041 365,981 217,804 1,928,402 

 分部間收入 - - - - (671)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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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客戶之收入淨額 27,030 287,546 1,030,041 365,981 217,133 1,92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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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計攤銷及折舊之分部溢利╱（虧損）  (52,417) (68,654) 210,917 8,194 (23,923) 74,117 

 攤銷及折舊  (5,699) (23,635) (117,751) (34,154) (12,732) (19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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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溢利╱（虧損） (58,116) (92,289) 93,166 (25,960) (36,655) (119,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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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1,521,679 - - - - 1,521,679 

 商譽及其他資產減值撥備 - (1,297,203) (169,929) (216,285) (35,535) (1,718,952) 

 停止綜合一家附屬公司之虧損 - - - (14,884) - (14,884) 

 攤佔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之溢利減虧損 (3,745) (252) (16,456) - - (2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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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934 (1,297,455) (186,385) (231,169) (35,535) (23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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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成本：       

 融資收入(附註(a)) 71 10,316 21,941 1,109 72 33,509 

 融資開支(附註(a)) - - (12,484) - (23,523) (3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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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10,316 9,457 1,109 (23,451) (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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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之除稅前溢利╱（虧損）  1,459,889 (1,379,428) (83,762) (256,020) (95,641) (35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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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分配之公司開支      (117,701) 

       ─────── 

 除稅前虧損      (472,663) 

       ════════ 

        

 經營分部之非流動資產開支 1,321 3,611 127,033 14,073 14,449 160,487 

        

 未能分配之非流動資產開支      569 

       ─────── 

 非流動資產開支總額      161,056 

       ═══════ 

 
附註(a)： 

 

分部間之利息收入港幣21,205,000元及分部間之利息支出港幣24,7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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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載列如下：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                                                                                                                                                              

  電子商貿 

集團 

移動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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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80 649,427 1,265,206 322,273 143,766 2,495,952 

 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 1,390,709 4,623 40,638 - - 1,435,970 

 未能分配之資產      54,312 

       ──────── 

 資產總值      3,986,234 

       ════════ 

        

 分部負債 51,123 242,223 405,215 109,608 57,409 865,578 

 未能分配之負債：       

 公司負債      117,348 

 即期稅項      48,836 

 遞延稅項      6,398 

 借貸      2,320,757 

       ──────── 

 負債總額      3,358,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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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以權益法記賬之投資權益之收益 

 

於二○一四年一月十六日，由本集團一家非全資附屬公司持有49％股權之一家合資企

業，與數個投資者簽署股東協議及認購協議。根據認購協議，合資企業同意分配和發

行，及投資者同意分別認購若干A系列優先股，佔全面攤薄後的合資企業總股本的

13.25%，投資者認購總價為1.1億美元。投資者認購完成後，該前合資企業成為本集團

之聯營公司，而本集團一家非全資附屬公司、合營夥伴及投資者將分別持有該聯營公

司全面攤薄總股本的42.51%、44.24%及13.25%。就該出售，本集團於本年度在綜合收益

表確認一筆港幣174,995,000元之攤薄收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收益淨額為港幣

157,499,000元。 

 

於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家由本集團非全資附屬公司持有之聯營公司同意分

配和發行，及投資者同意認購若干A系列優先股，佔全面攤薄後的聯營公司總股本的

1.19%，投資者認購總價為1千萬美元。投資者認購完成後，本集團非全資附屬公司持

有該聯營公司之全面攤薄的總股本由42.51%下降至42.00%。就該出售，本集團於本年

度在綜合收益表確認一筆港幣13,203,000元之攤薄收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收益淨

額為港幣11,883,000元。 

 

4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於二○一三年出售電子商貿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控制性權益後，該等公司不再是附屬公

司而成為本集團以權益法入賬之合資企業。對失去該等前附屬公司控制權而產生的收

益為港幣1,521,679,000元，已列入二○一三年度綜合收益表中。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收益淨額為港幣1,368,54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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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商譽及其他資產減值撥備 

 

二○一四年並無商譽及其他資產之減值撥備。於二○一三年，商譽減值撥備合計港幣

1,549,023,000元分別為移動互聯網集團港幣 1,297,203,000元、戶外傳媒集團港幣

216,285,000元及電視及娛樂事業集團港幣35,535,000元，並為聯營公司之賬面值作出減

值撥備港幣169,929,000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撥備淨額為港幣1,590,441,000元。 

 

6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乃扣除／計入下列項目後列賬： 
  二○一四年 二○一三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扣除：   

    

 折舊 52,545 79,120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106,266 115,485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551 19 

 出售其他無形資產之虧損 848 - 

  ═══════ ═══════ 
 計入：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967 950 

 匯兌收益，淨額 3,075 17,966 

  ═══════ ═══════ 
    

7 融資成本，淨額 
  二○一四年 二○一三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行貸款利息及借貸成本 70,602 64,590 

 其他貸款之利息 1,897 1,892 

  ─────── ─────── 
  72,499 66,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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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銀行利息收入 (9,120) (1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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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79 53,3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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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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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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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年 二○一三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海外稅項 17,961 35,310 

 以往年度之（超額準備）／準備不足 (8,548) 32,235 

 遞延稅項 (680) 12,000 

  ────── ────── 
 稅項支出 8,733 79,545 

  ══════ ══════ 
    

9 股息 

 

本公司並無於本年度派發或宣派任何股息（二○一三年：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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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79,000元     

（二○一三年：港幣550,073,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3,893,270,558股（二○一三年：3,893,270,558股）為根據。 

 

  (b) 攤薄 

 

年內，本公司並無授出購股權，及於申報期間結算日並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故截至二○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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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年：所有授出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已失效並註銷，故截至二○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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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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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集團  

  二○一四年 二○一三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 340,702 397,111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348,936 396,058 

  ─────── ─────── 
  689,638 793,169 

  ═══════ ═══════ 
 

 集團已就各項業務之客戶訂立信貸政策。應收賬款之平均信貸期為三十至一百五十

天。本集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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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及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一四年 二○一三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99,419 94,622 

 31 至 60 天 78,188 114,330 

 61 至 90 天 64,121 64,569 

 超過 90 天 199,341 217,843 

  ─────── ─────── 
  441,069 491,364 

 減：減值撥備 (100,367) (94,253) 

  ─────── ─────── 
  340,702 397,1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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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集團  

  二○一四年 二○一三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 151,853 280,64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79,485 665,166 

  ─────── ─────── 
  731,338 945,806 

  ═══════ ═══════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公平值相若。 

  

 於二○一四年及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一四年 二○一三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46,268 60,700 

 31 至 60 天 22,660 28,045 

 61 至 90 天 11,538 15,521 

 超過 90 天 71,387 176,374 

  ─────── ─────── 
  151,853 280,6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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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賬目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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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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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 
 

截止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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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的第 A.5 及 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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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適當顧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裨益。此外，董事會亦整體負責審訂

董事的繼任計劃。 

 

董事會主席因處理其他事務，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一四年五月十四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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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份。此外，本公司於年內亦無贖

回其任何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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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正治先生 

 葉德銓先生  葉毓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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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