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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二○一六年度中期業績公告 

(二○一六年八月二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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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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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97 

 

截至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 

中期業績公告 

 

業績摘要 
 

 本港經濟越見遲緩。 

 本地廣告市場特別受消費業務低迷影響，表現疲弱。 

 雖然如此，每户平均收入持續錄得增長，儘管在較細的客户基礎下，訂户收入亦漸

見穩定。  

 我們正推出新業務計劃，以遏止客户流失。 

 奇妙電視已獲發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現正籌備開設粵語頻道，預計最遲於

二○一七年五月啟播。 

 

集團業績（未經審核） 
 

截至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股東應佔集團虧損為一億三千五百萬

港元（二○一五年：一億二千一百萬港元）。基本及攤薄後每股虧損均為 0.07 港元

（二○一五年：0.06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就截至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宣布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

一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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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甲. 二○一六年度中期業績評議 
 
綜合收入減少五千萬港元或 7% 至七億一千萬港元。 

 
未計折舊前的經營費用減少 5% 至七億三千四百萬港元。當中節目製作成本減少

7%，銷售、客戶服務、一般及行政費用減少 5% 及銷售成本減少 1%，而網絡費

用則增加 2%。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虧損為二千四百萬港元（二○一五年：一千五

百萬港元）。淨虧損為一億三千五百萬港元（二○一五年：一億二千一百萬港

元）。基本及攤薄後每股虧損為 0.07港元（二○一五年：0.06港元）。 

 

乙. 分部資料 

 

電視 
 

收入減少 8% 至五億二千六百萬港元，主要因為訂戶收入及廣告收入下降。未計

折舊前的經營費用減少 4% 至五億七千萬港元。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

的虧損為四千四百萬港元（二○一五年：二千七百萬港元）。 

 
互聯網及多媒體 
 

收入減少 3% 至一億六千八百萬港元。未計折舊前的經營費用下降 6% 至九千七

百萬港元。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則增加 1% 至七千一百萬港元

（二○一五年：七千一百萬港元）。 

 

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的淨負債為三億九千三百萬港元，而二○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則為二億一千二百萬港元。 

 

綜合資產淨值為六億八千四百萬港元或每股 0.34 港元。 

 

集團的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主要以港元或美元為本位，而港元匯率繼續與美

元掛鈎。 
 

期內資本開支為一億一千萬港元（二○一五年：七千九百萬港元）。主要項目包

括網絡設備、電視製作和廣播設備，以及 FanHub 高清電視新機頂盒。 

 

集團預計營運所帶來的內部現金流及商業信貸，將為資本開支及開展新業務提供

所需資金。 



 

第 3 頁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二○一六年度中期業績公告 

(二○一六年八月二日) 

 

丁. 或然負債  
 

於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為旗下附屬公司就有關借貸的透支和擔保提供

為數八億零六百萬港元的承擔（二○一五年：四億零六百萬港元），其形式包括

擔保、賠償保證及知情函等。附屬公司已動用其中四億一千五百萬港元（二○一

五年：二億三千萬港元）。 

 

戊. 人力資源  
 

截至二○一六年六月底，集團有二千一百七十六名員工（二○一五年：二千二百

二十七名）。期內員工薪酬及有關開支合共三億五千二百萬港元（二○一五年：

三億五千四百萬港元）。 

 

己. 經營環境 
 

二○一六年上半年本港經濟越見遲緩，本地廣告市場受消費業務低迷影

響，表現疲弱。儘管集團著力控制成本，惟財務表現受廣告及訂户收入下

跌影響。 

 

免費廣播服務相繼推出，香港電視業正面對改變。歷史最悠久的粵語電視

台亞洲電視於本年四月結束其五十九年廣播生涯，Viu TV則緊接着開設其

粵語頻道。聯屬公司奇妙電視有限公司首度獲發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

照，有效期為十二年至二○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並約於二○二二年進行中

期檢討。 

 

庚. 展望 

 

展望未來，環球及本港經濟仍充滿挑戰，競爭壓力將難以緩和，就此我們

已作好充份準備。 

 

我們會繼續投放資源在各平台的節目上、推出高清頻道、提升客戶服務、完

善網絡以提供更快的寬頻服務，以及推出嶄新的市場及媒體策略，以提高

競爭力。 

 

奇妙電視正籌備開設粵語綜合頻道，預料最遲於二○一七年五月啟播，這

將有助豐富現時的服務及提升集團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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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六年  二○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3 709,876  759,573 

     

節目製作成本  (424,423)  (458,459) 

     
網絡費用  (104,288)  (102,173) 

     
銷售、一般、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162,926)  (171,293) 

     
銷售成本  (42,086)  (42,418) 

     
折舊前經營虧損  (23,847)  (14,770) 

     
折舊 4 (109,082)  (112,423) 

     
     
經營虧損  3 (132,929)  (127,193) 

     
利息收入  2  3 

     
淨融資費用  (2,128)  (1,291) 

     
非經營支出  (427)  (727) 

     
     除稅前虧損 4 (135,482)  (129,208) 

     
入息稅項 5 700  7,743 

     
期內虧損  (134,782)  (121,465) 

     

應佔：     

     
公司股東  (134,782)  (121,465) 

     

每股虧損 6    

     
基本  (6.7)仙  (6.0)仙 

     攤薄後  (6.7)仙  (6.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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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六年  二○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134,782)  (121,46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經重新分類調整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折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兌換差額  (320)  1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35,102)  (121,455) 

     

應佔 :     

公司股東  (135,102)  (12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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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於二○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73,000  873,803 

備用節目   153,249  156,531 

無形資產   3,767  3,767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 

遞延稅項資產 7  305,915  308,884 

其他非流動資產   66,331  62,588 

      
   1,402,262  1,405,573 

      
流動資產      

存貨   14,188  14,891 

應收營業賬款 8  39,914  68,096 

按金、預付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49,493  28,060 

應收同母系附屬公司賬款   702  7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854  82,427 

      
   126,151  193,553 

      
流動負債      

應付營業賬款 9  10,492  33,138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82,644  214,532 

預收賬款及客戶按金   177,736  170,392 

帶利息貸款   415,000  300,000 

當期稅項   151  150 

應付同母系附屬公司賬款   34,599  34,308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賬款   2,422  1,614 

      
   823,044  754,134 

            
流動負債淨值   (696,893)  (560,58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05,369  844,99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  13,286  17,247 

其他非流動負債   8,212  8,772 

      
   21,498  26,019 

            
資產淨值   683,871  818,97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857,599  6,857,599 

儲備   (6,173,728)  (6,038,626) 

      
總權益   683,871  818,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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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公司股東應佔部分  

 股本  

特殊資本 

 儲備  外匯儲備  收益儲備  儲備總額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HK$’000 

 千港元
HK$’000 

 千港元
HK$’000 

 千港元 

            

於二○一五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 6,857,599  13,984  4,104  (5,823,155)  (5,805,067)  1,052,532 
            

截至二○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121,465)  (121,465)  (121,465) 

            
其他全面收益 -  -  10  -  10  10 

            
            
全面收益總額 -  -  10  (121,465)  (121,455)  (121,455) 
            
            
於二○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6,857,599  13,984  4,114  (5,944,620)  (5,926,522)  931,077 
            
            

            

於二○一六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 6,857,599  13,985  3,643  (6,056,254)  (6,038,626)  818,973 
            

截至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134,782)  (134,782)  (134,782) 

            
其他全面收益 -  -  (320)  -  (320)  (320) 

            
            
全面收益總額 -  -  (320)  (134,782)  (135,102)  (135,102) 
            
             
於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6,857,599  13,985  3,323  (6,191,036)  (6,173,728)  683,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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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比較數字 

 

此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 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四

條「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 

 

除了若干預期會反映在二○一六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本未經審核之

中期財務報告已經採用了二○一五年度財務報表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並於本集團當前的會計

期間首次生效。該些修訂並沒有對集團於當前或以前已經編製及呈報的業績和財

務狀況構成重大的影響。本集團並未採用當前會計期間生效的任何新的標準或詮

釋。 

 

此中期財務報表內所載作為比較資料的截至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摘錄自該

等財務報表。《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36 條所需披露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

表的更多資料列載如下： 

 

按照《公司條例》第 662(3) 條及附表 6 第 3 部的要求，本公司已向香港公司註冊

處遞交截至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本公司核數師已就這些

財務報表出具核數師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其中不包

含核數師在不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

亦不包含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條及第 407(2)或(3)條作出的聲明。 

 

2. 收入 

 

收入主要包括電視及互聯網（包括電話）用戶服務的訂購、服務及相關收費，並

包括扣除代理商費用後之廣告收入、頻道服務及傳送服務費、節目特許權收入、

電影放映及發行收入、網絡維修收入及其他有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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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截至二○一六年及二○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務分部 : 

 
  電視  互聯網及多媒體  未劃分項目  總額 

  二○一六年  二○一五年  二○一六年  二○一五年  二○一六年  二○一五年  二○一六年  二○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來客戶之收入  519,195  561,860  168,256  173,387  22,425  24,326  709,876  759,573 

分部之間收入  7,068  7,957  100  125  4,445  5,012  11,613  13,094 

應列報之分部收入  526,263  569,817  168,356  173,512  26,870  29,338  721,489  772,667 

                 

應列報之分部業績

(「EBITDA」) 
 

(44,020)  (27,091)  71,193  70,664  (48,234)  (55,510)  (21,061)  (11,937) 
                 

應列報之分部業績

(「EBIT」) 
 

(112,660)  (95,586)  31,977  27,983  (49,460)  (56,757)  (130,143)  (124,360) 
                 

分部之間抵銷              (2,786)  (2,833) 
                 

經營虧損              (132,929)  (127,193) 

利息收入              2  3 

淨融資費用              (2,128)  (1,291) 

非經營支出              (427)  (727) 

入息稅項              700  7,743 
                 

期內虧損              (134,782)  (12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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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六年  二○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用作經營租賃之資產  14,752  15,651 

 －其他資產  94,330  96,772 

  109,082  112,423 

     

備用節目攤銷*  52,300  62,005 

員工成本  315,379  318,624 

界定供款退休金計劃之供款  17,684  17,363 

存貨成本  3,434  4,302 

借貸之利息開支  2,128  1,291 

核數師酬金  1,570  1,521 

     

非經營支出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427  727 

 

* 備用節目攤銷包括在本集團綜合業績之節目製作成本之內。 

 

5.  入息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六年  二○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海外 292  307 

遞延稅項 (992)  (8,050) 

    
 (700)  (7,743)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採用截至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預計年度實際稅

率 16.5%（二○一五年：16.5%）計算。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亦用類似方法以估

計在有關國家適用之預計年度實際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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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一億三千五百萬港元（二○一五年︰一

億二千一百萬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011,512,400 股（二○一

五年︰2,011,512,400股）計算。 

 

截至二○一六年及二○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沒有具攤薄影響的潛在普通

股。 

 

7. 財務狀況表內之遞延稅項 

 

期內綜合財務狀況表內遞延稅項（資產）／負債的組成部分及其變動如下： 

 

遞延稅項的來源：  

超出相關會計

折舊之折舊 

免稅額  稅項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一六年一月一日  53,878  (345,515)  (291,637) 

（計入）／扣除綜合損益表中

（附註 5）  (1,381)  389  (992) 

       
於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52,497  (345,126)  (292,629) 

 

  

二○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確認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之 

遞延稅項資產淨值 (305,915)  (308,884) 

已確認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之 

遞延稅項負債淨值 13,286  17,247 

     
  (292,629)  (29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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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營業賬款 

 

應收營業賬款（扣除呆壞賬減值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列載如下： 

 

 

二○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13,944  18,178 

31至 60日 5,479  19,661 

61至 90日 8,596  12,701 

超過 90日 11,895  17,556 

    
 39,914  68,096 

 

本集團有一既定之信貸政策，一般允許之信用期為 0至 90日不等。 

 

9.  應付營業賬款 

  

應付營業賬款之賬齡分析列載如下： 

 

 

二○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3,025  3,476 

31至 60日 5,152  13,874 

61至 90日 1,914  10,773 

超過 90日 401  5,015 

    
 10,492  33,138 

 

10.  業績審閱 

 

截至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經由本公司的
審核委員會審閱，而委員會對該中期財務報告並無不相同的意見。 



 

 

第 13 頁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二○一六年度中期業績公告 

(二○一六年八月二日) 

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財政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內《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惟其中涉及一項偏離則除外，該項偏離為

守則條文第 A.2.1 條，此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由不同人士擔任。由同一人

出任本公司主席及履行行政總裁的執行職能被認為較具效益，因此相關安排被視為合

適。董事會相信經由具經驗和卓越才幹的人士所組成的董事會（其中過半數乃獨立非

執行董事）的運作，已足夠確保權力與職權的平衡。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本財政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

證券。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許仲瑛 

 

香港 二○一六年八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天海先生、關則豪先生和徐耀祥先生，以及
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曉明先生、陸觀豪先生、湯聖明先生和吳勇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