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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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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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ADSHOW HOLDINGS LIMITED 
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88） 
 

二 零 一 五 年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截至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中期業績 
 
RoadShow Holdings Limited（路訊通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路訊通」）的董事（「董

事」）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

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及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以及本集團於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

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連同分別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及於二零一四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比較數字。 
 
* 僅供識別 

財務摘要 
 
 總收入約港幣 198,000,000 元（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港幣 219,700,000

元），減少約 9.9%，乃主要由於市場需求疲弱所致。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為港幣 13,000,000 元，而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盈利則為港幣 10,100,000 元，而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虧損約為港幣 11,800,000 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盈利港幣 18,200,000 元）。本期間之虧損主要由於市場需求持

續疲弱，導致收入下降，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專利費、特許費及

管理費增加約港幣 14,200,000 元，以及內部檢視各項應收賬款之狀況後，因審慎起見，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應收賬款作出保守的一次性減值撥備約港幣 11,100,000 元

所致。 
 
 每股基本虧損港幣 1.31 仙（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每股基本盈利港幣

1.01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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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及4 198,037  219,693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 5 9,265  5,465 
  270   經營收入總額  207,302  225,158 
     
經營費用     
專利費、特許費及管理費  (104,411)  (90,210) 
製作成本  (33,756)  (44,325) 
員工成本  (38,793)  (39,990) 
折舊及攤銷  (7,800)  (6,971) 
存貨成本  (3,709)  (3,260) 
維修及保養  (3,513)  (3,863)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11,073)  - 
其他經營費用  (16,004)  (18,336) 
     經營費用總額  (219,059)  (206,955) 

     
除稅前（虧損）╱盈利 6 (11,757)  18,203 
所得稅 7 (93)  (5,727) 
     本期間（虧損）╱盈利  (11,850)  12,476  
     
應佔如下：     
本公司股東  (13,046)  10,058  
非控股權益  1,196  2,418 
     本期間（虧損）╱盈利  (11,850)  12,476  
     
每股（虧損）╱盈利（港仙） 9    
基本  (1.31)  1.01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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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虧損）╱盈利  (11,850)  12,47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債務證券：     
期內確認於公允價值儲備的公允價值變動，扣

除零稅項後  (99)  (177) 
     
換算香港境外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  (354) 

     本期間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11,949)  11,945  

     
應佔如下：     
本公司股東  (13,145)  9,527 
非控股權益  1,196  2,418 
     本期間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11,949)  1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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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7,293  39,255 
無形資產  3,308  2,441 
非流動預付款項及按金  7,544  7,444 
遞延稅項資產  7,171  4,311 
       55,316  53,451 
     
流動資產     
存貨  2,646  1,720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5,004  5,004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0,722  10,609 
應收賬款 10 159,213  146,410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25,255  50,660 
其他金融資產  7,718  7,837 
應收本期稅項  11,619  14,098 
已抵押銀行存款  79,315  61,400 
銀行存款及現金  316,745  438,816 
       638,237  736,55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2,439  2,913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304  6,30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4,447  102,373 
應付本期稅項  1,611  1,650 
  112,801  113,238 

     流動資產淨值  525,436  623,316 

  580,75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80,752  676,76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0  125 
     資產淨值  580,602  676,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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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金     
股本  99,737  99,737 
儲備金  473,869  566,305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573,606  666,042 
非控股權益  6,996  10,600 
     權益總額  580,602  676,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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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佈載列的中期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惟

摘錄自該中期財務報告。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

條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中期財務報告已遵照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於二零一五年

年度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於附註 2。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對於本集團而言於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

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0-2012 週期的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1-2013 週期的年度改進 

 

該等發展並無對本集團編製或呈報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的方式造成重大影響。本

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仍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地區管理其業務。按照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作內部呈報

資料方式一致的方式，本集團已識別以下兩個呈報分部。 

 

香港   ： 提供媒體銷售、設計及管理服務、以及廣告製作 

中國大陸  ： 提供媒體銷售服務及廣告製作 

 

呈報分部之間並無進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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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各呈報分

部的業績： 

 

收入及支出乃經參考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支出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及攤銷所產生的支出

分配至呈報分部。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呈報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a) 呈報分部收入及盈利或虧損：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 

收入 198,037  219,693  -  -  198,037  219,693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

損淨額 6,291  5,170  (3)  27  6,288  5,197 

呈報分部收入 204,328  224,863  (3)  27  204,325  224,890 
            
呈報分部（虧損） 

╱盈利 (5,444)  25,726  (84)  (508)  (5,528)  25,218 
            
本期間折舊及攤銷 (6,822)  (5,815)  -  (4)  (6,822)  (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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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呈報分部收入及盈利或虧損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呈報分部收入 204,325  224,890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 2,977  268 
   

綜合經營收入總額  207,302  225,15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或虧損    

呈報分部（虧損）╱盈利 (5,528)  25,218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 2,977  268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支出 (9,206)  (7,283) 
   

綜合除稅前（虧損）╱盈利 (11,757)  18,203 

 

4. 收入 

 

本集團主要從事爲流動多媒體（「流動多媒體」或「巴士電視」）、客運車輛車身外部及車廂內部、

網站、手機應用程式、候車亭及戶外廣告牌的媒體銷售及設計服務及廣告製作。本集團亦提供涵

蓋此等廣告平台的綜合市場推廣服務。 

 

收入指扣除任何代理佣金及回扣後，來自媒體銷售、設計及管理服務，以及廣告製作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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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收入    
來自上市可供出售債務證券的利息收入 160  1,172 
其他利息收入 3,127  4,123 
    來自並非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3,287  5,295 
商品銷售 6,142  5,111 
其他收入 149  59 
     9,578  10,465 
其他虧損淨額    
匯兌虧損 (313)  (5,000) 
     9,265  5,465 

 
6. 除稅前（虧損）╱盈利 
 
 除稅前（虧損）╱盈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及攤銷 7,800  6,971 
利息收入 (3,287)  (5,295) 
經營租賃支出    
— 土地及樓宇 2,763  2,758 
— 影音設備 251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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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本期間香港利得稅撥備  2,611  5,157 

本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所得稅撥備 317  462 
     2,928  5,619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的轉回及確認 (2,835)    108 
   

所得稅支出 93  5,727 

 

本期間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盈利的 16.5%（二零一四年：16.5%）計算。於

中國的附屬公司的稅項則按照中國現行的適用稅率計算。 

 

8. 股息 

 

(a)  本集團將不會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港幣零元）。末期股息（如有）將於年終建議分派。 
 

(b)  已於中期期間內批准及派發的上一財政年度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於中期期間內批准及派發的截至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港幣3.85

仙（二零一四年：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財政年度 — 每股港幣7.94仙） 38,399  79,191 

已於中期期間內批准及派發的截至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特別股息每股港幣4.10

仙（二零一四年：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財政年度 — 每股港幣零仙） 40,892  - 
   79,291  7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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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

佔虧損爲港幣 13,046,000 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盈利港幣 10,058,000

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997,365,332 股（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997,365,332 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已發行普通股。 

 

10. 應收賬款 
 

於報告期末，扣除呆壞賬撥備後，按到期日劃分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並無逾期或減值 87,985  65,933 

逾期少於一個月 22,374  35,248 

逾期一至兩個月 16,800  14,147 

逾期兩至三個月 9,644  12,023 

逾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21,296  15,789 

逾期超過一年 1,114  3,270 
     159,213  146,410 

 

根據本集團的信貸政策，一般授予客戶的信貸期為 90 日。因此，所有上文所披露的未逾期結餘均

於發票日期後三個月內到期。 

 

預期所有應收賬款將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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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個月內到期 2,439  2,913 

 

供應商一般授予本集團的信貸期為 90 日。因此，所有上述於一個月內到期的結餘均於發票日期後

三個月內到期。 

 

預期所有應付賬款將於一年內繳付。 
 

12. 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未於中期財務報告作出撥備的有關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簽訂合約者 -  - 

經批准但仍未簽訂合約者 111,006  111,006 

 111,006  11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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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港幣零元）。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為港幣13,000,000元，而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盈利則為港幣10,100,000元，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經營虧損約為港幣11,800,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盈利

港幣18,200,000元）。本期間之虧損主要由於市場需求持續疲弱，導致收入下降，而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專利費、特許費及管理費增加約港幣14,200,000元，以及內部檢

視各項應收賬款之狀況後，因審慎起見，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應收賬款作出保守的一

次性減值撥備約港幣11,100,000元所致。 
 
經營收入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經營收入總額港幣207,300,000元，當中港

幣198,000,000元乃來自媒體銷售服務，而港幣9,300,000元則來自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媒體銷售服務所產生的收入為港幣198,000,000元，對

比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港幣219,700,000元，減少約9.9%，乃主要由於市場

需求疲弱所致。 
 
經營費用 
 
本集團的經營費用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港幣207,000,000元增加港幣

12,100,000元至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港幣219,100,000元，當中約港幣

14,200,000元來自專利費、特許費及管理費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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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動資金、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存款及現金為港幣316,7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438,800,000元），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除提供營運資金以支持

其媒體銷售服務外，本集團亦維持穩健的現金狀況以應付業務擴充及發展的潛在需要。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貸款。於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負債比率（為銀行貸款佔本集團股本

及儲備金總額的比率）為0%。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的未使用銀行融資合共為港幣30,000,000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港幣525,4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623,300,000元），而資產總值為港幣693,6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港幣790,000,000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港幣79,3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1,400,000
元）的銀行存款被抵押，主要作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就其妥善履行及支付其與同系附屬公司訂

立的若干特許權協議下的責任向同系附屬公司作出若干銀行擔保的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的貨幣資產及交易主要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港幣兌美元及港幣兌人民幣的匯率並無重大波動（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由於人民幣兌港幣貶值，故產生匯兌虧損約港幣5,000,000元）。於截至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涉及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亦無指定任

何金融工具對沖其財務狀況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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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由於市況欠佳導致集團旗下各廣告平台使用率及價格下降。而來自非

傳統媒體的競爭日趨劇烈，對集團之業務產生不利影響。 
 
去年年底於主要商業區發生曠日持久的政治運動，導致交通受阻。而訪港旅客(特別是內地旅

客)數量及逗留日數之改變，均促使零售消費下跌，亦導致整體廣告開支下降。期內可見廣告

商因應市場形勢調整預算，裁減市場推廣活動次數及規模。預期年內，此等情況仍會於年內

持續。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嚴格控制成本，為將來之復甦做好準備。 
 
展望未來，本港及環球市況仍處不利經濟環境當中，中期而言，前景未見明朗。然而，集團

深信其多元化之廣告平台，與及覆蓋之廣大觀眾群，仍可為廣告商創造效益。集團將繼續竭

力把握此優勢，以改善業績。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137名全職僱員。本集團為其全體僱員提供完善及具吸

引力的酬金及福利。此外，本集團亦為旗下高級職員提供一項以達成業務目標為基礎的表現

花紅計劃，以及向旗下銷售隊伍提供一項以達成廣告收入目標為基礎的銷售佣金計劃。本集

團已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規定，採納一項公積金計劃供香港僱員參加，並已為

旗下中國大陸僱員參加由有關地方政府籌辦及監管的僱員退休金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

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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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其自有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證券守則」），該守則的條款不低

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訂的標準。經本公司

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已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全面遵守證券

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理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並討論有關核數、內部監

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亦已審閱截至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

告。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乃由本集團的外聘核數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進行審閱。截至二

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立核數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

閱」進行審閱，其未有修訂的審閱報告載於將寄發予股東的中期報告內。 
 
刊登中期報告 
 
二零一五年中期報告將於稍後時間寄發予股東，並在聯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

網站(www.roadshow.com.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祖澤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為主席兼非執行董事陳祖澤博士太平紳士，GBS；副主席兼非執

行董事容永忠先生及伍穎梅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徐尉玲博士太平紳士，BBS，MBE、李家

祥博士太平紳士，GBS，OBE、張仁良教授太平紳士，BBS及楊顯中博士太平紳士，SBS，OBE；

董事總經理毛迪生先生；以及非執行董事麥振強先生、苗學禮先生，SBS，OBE、馮玉麟先生

及李鑾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