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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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INDERELLA MEDIA GROUP LIMITED
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繼續經營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50）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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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42,103 31,826
直接經營成本  (27,593) (8,251)
   

毛利  14,510 23,575
其他收入  140 1,718
銷售及發行成本  (8,912) (8,209)
行政費用  (20,638) (7,566)
其他費用  (86) (97)
財務費用 4 – (72)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5 (14,986) 9,349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675 (1,52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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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
 （虧損）╱溢利  (14,311) 7,825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7 – (30,396)
   

本期間虧損  (14,311) (22,571)
   

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或重新歸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虧損  (85)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價值虧損  (2,920) –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3,005) –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7,316) (22,571)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
 公司擁有人  (10,995) (22,571)
 非控股權益  (3,316) –
   

  (14,311) (22,571)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公司擁有人  (14,000) (22,571)
 非控股權益  (3,316) –
   

  (17,316) (22,571)
   

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之
 每股（虧損）╱盈利
 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3.29)港仙 (6.76)港仙
   

 －攤薄  (3.29)港仙 (6.76)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3.29)港仙 2.35港仙
   

 －攤薄  (3.29)港仙 2.3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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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與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97 4,748
投資物業  28,557 28,826
預付土地租金  5,127 5,286
商譽 17 3,211 –
其他無形資產 9 186,700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6,303 –
   

  264,195 38,860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押金 10 21,205 8,793
可收回稅款  1,407 3,18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263 90,858
   

  31,875 102,83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4,640 6,909
應付附屬公司之非控股權益之款項  10,804 –
應付股東款項  4,496 –
應付特許權費之流動部份  31,055 –
稅項撥備  – 4,081
   

  50,995 10,990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19,120) 91,8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5,075 13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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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115 –
應付特許權費之非流動部份  99,021 –
   

  109,136 –
   

資產淨值  135,939 130,708
   

權益

股本 12 66,757 66,757
儲備  54,638 63,951
   

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權益  121,395 130,708

非控股權益  14,544 –
   

權益總額  135,939 13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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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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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5,774) 4,143
   

投資業務

 已收利息  – 933
 購買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9,223) –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17）  (36,598) –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 (243)
 已收上市股本證券之股息收入  – 31
   

投資業務（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75,821) 721
   

融資業務

 償還銀行借貸  – (7,672)
 已支付銀行借貸利息  – (72)
 發行新股份之所得款項  – 241
 已付股份發行開支  – (5)
 向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派付股息  – (20,018)
   

融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 (27,52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81,595) (22,66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0,858 151,61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263 128,95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9,263 80,079
 於經紀之現金  – 21
 持至出售之資產之現金  – 48,853
   

  9,263 12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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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非控股
 公司擁有人應佔 權益 合計權益
 

   投資 僱員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賠償儲備 匯兌儲備 合併儲備 繳入盈餘 保留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66,757 547 – – (350) (43,897) 95,402 12,249 130,708 – 130,708

授出購股權 – –  4,687 – – – – 4,687 – 4,687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17,860 17,860
           

與擁有人交易 – – – 4,687 – – – – 4,687 17,860 22,547
           

虧損及全面
 收益總額 
本期間虧損 – – – – – – – (10,995) (10,995) (3,316) (14,311)

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 – – – (85) – – – (85) – (85)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之公平價值虧損 – – (2,920) – – – – – (2,920) – (2,920)
           

 – – (2,920) – (85) – – (10,995) (14,000) (3,316) (17,31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66,757 547 (2,920) 4,687 (435) (43,897) 95,402 1,254 121,395 14,544 135,939
           

 公司擁有人應佔
 

   僱員     擬派末期及
 股本 股份溢價 賠償儲備 匯兌儲備 合併儲備 繳入盈餘 法定儲備 特別股息 保留溢利 合計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之
 結餘（經審核） 66,727 – 341 2,621 (43,897) 95,402 1,287 20,018 37,027 179,526

行使購股權 30 552 (341) – – – – – – 241
股份發行開支 – (5) – – – – – – – (5)
已派發二零一四年度
 末期股息（附註13） – – – – – – – (20,018) – (20,018)
          

與擁有人交易 30 547 (341) – – – – (20,018) – (19,782)
          

虧損及全面
 收益總額 – – – – – – – – (22,571) (22,571)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66,757 547 – 2,621 (43,897) 95,402 1,287 – 14,456 13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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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若干財務工具按公平價值計量。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採納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
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於本中期期
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詮釋及修訂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報告之金額及╱或本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公司董事現正評估該等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但尚未能斷定有關準則對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會否
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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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已劃分本集團兩項服務系列為營運分部：廣告及物業投資。此等營運分部乃根據
經調整分部營運業績而監察並按此基準作出策略決定。

 廣告 物業投資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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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收益
 －對外銷售 41,835 31,378 268 448 42,103 31,826
      

可呈報分部業績 (5,427) 11,857 47 191 (5,380) 12,048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215,958 11,013 29,448 29,383 245,406 40,396
      

可呈報分部負債 145,127 9,895 143 20 145,270 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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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就本集團營運分部所呈列之各項總數與財務報表中呈列的本集團主要財務數據的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可呈報分部收益（營業額） 42,103 31,826
  

集團收益 42,103 31,826
  

可呈報分部業績 (5,380) 12,048

未分配企業收入 4 1,594

未分配企業費用 (9,610) (4,221)

財務費用 – (72)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4,986) 9,349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資料的若干比較資料已經重列。於以往年度，
執行董事劃分僅一個可呈報分部。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鑑於本集團業務
之焦點轉變以及未來業務發展，隨著就資源分配及評核業務表現而作內部匯報之資料改變，
根據執行董事之劃分，廣告及物業投資為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比較資料已隨之重新分類。

期內，管理層將物業投資識別為本集團另一項主要業務活動。因此，物業投資之租金收入
從其他收益及收入淨額分類至營業額，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
已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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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須於五年內悉數還之銀行貸款
 （當中包含須按要求還款之條款）之利息 – 72
  

5.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98 73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5,500 –

折舊 696 1,005

僱員福利開支 14,861 8,885

有關下列項目之經營租約的已付最低租金
 －租賃物業及生產設施 1,912 298

 －互聯網專線 79 78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7) 300

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財務資產之收益 – (163)

利息收入 (3)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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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抵免）╱開支

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扣除之所得稅（抵免）╱開支指：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 447 1,524

遞延稅項
 －本期間 (1,122) –
  

所得稅（抵免）╱開支 (675) 1,524
  

香港利得稅乃就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五年：16.5%）之稅率作出撥備。

7. 已終止經營業務

出售CinMedia Inc（「CinMedia」）及宜勁有限公司（「宜勁」）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青田集團有限公司（「青田」）（其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與Recruit (BVI) 

Limited（「Recruit (BVI)」）（其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出售協議（「出售協議」），據此，
青田有條件同意購買而Recruit (BVI)有條件同意出售CinMedia Inc.（「CinMedia」）及宜勁有限
公司（「宜勁」）各自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及股東貸款，總現金代價為12,500,000港元（「出售事
項」）。出售事項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及非常重大出售。

CinMedia及宜勁之營運代表航機雜誌廣告業務之全部營運。出售事項構成終止經營航機雜
誌廣告業務並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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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已終止經營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期間虧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營業額  133,158

直接經營成本  (136,620)
  

毛損  (3,462)

其他收入  3,106

銷售及發行成本  (9,959)

行政費用  (9,329)

其他費用  (7,362)
  

除所得稅前虧損  (27,006)

所得稅開支  (3,390)
  

期間虧損  (30,396)
  

8.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用作計算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之
 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10,995) (22,571)
  

 股份數目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33,784 333,656
  

由於行使購股權之影響為反攤薄，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
基本虧損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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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續）

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10,995) (22,571)

減：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 30,396
  

用作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之（虧損）╱盈利 (10,995) 7,825
  

所使用分母與上文詳述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所使用者一致。

由於行使購股權之影響為反攤薄，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 

（虧損）╱盈利為相同。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而言，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為每股9.11

港仙及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攤薄虧損為9.11港仙，乃基於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已終止
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30,396,000港元及上文詳述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分母計算。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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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無形資產

 廣告代理特許權
 千港元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17） 88,638

添置 113,562

攤銷 (15,500)
  

期末賬面淨值 186,700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202,200

累計攤銷 (15,500)
  

賬面淨值 186,700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押金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7天至120天之信貸期。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應收款項按發單日期及扣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9,577 6,356

31至60天 2,975 231

61至90天 2,747 39

91至120天 – 4

121至150天 – 3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5,299 6,633

其他應收款項及押金 5,906 2,160
  

 21,205 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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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906 –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906 –

其他應付款項 3,734 6,909
  

 4,640 6,909
  

12. 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20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333,784 66,757
  

13. 股息

上個財政年度應佔、於本中期批准及派付之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期間內批准及派付的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06港元 – 20,018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宣派中期股息。

14.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設有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
本承諾（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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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關連人士交易

(a)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之間的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而並無於本附註內披露。本集團
與其他有關連人士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進行之重要交易詳情披露如
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一間有關連公司之租金收入 – 330
  

董事認為，有關連人士交易乃於一般正常業務過程中進行，且以正常商業條款達成。
上列有關連人士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所界定之獲豁免關連交易。

(b)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本公司董事屬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乃由薪酬委員會參照個別
人士的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941 1,200

離職後福利 – 18
  

 941 1,218
  

16.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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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本集團收購香港製造（媒體）有限公司（其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之60%股本權益及6,600,000港元之股東貸款，代價為36,600,000港元並以現金支付。該
公司於中國主要從事戶外廣告媒體發展及經營，並為廣州聲煜金線廣告有限公司（「廣州聲煜」）
之獨家廣告代理，根據獨家廣告代理協議提供有關廣深線和諧號之廣告代理服務及相關製
作服務。

此項收購產生之資產及負債如下：
  千港元

其他無形資產  88,63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3,74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

其他應付款項  (4,492)

股東貸款  (11,000)

應付特許權費  (21,010)

遞延稅項負債  (11,238)
  

所收購之資產淨值  44,649

減：非控股權益  (17,860)
  

  26,789

轉讓股東貸款  6,600

商譽  3,211
  

總現金代價  36,600
  

以現金結清之收購代價  36,600

所收購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
  

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流出  36,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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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鐵路媒體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Fullmoon Global Limited（「買方」，為本公司之全資
附屬公司）與Silver Golden Limited及蕭作利先生（「該等賣方」）訂立買賣協議（「買
賣協議」），據此，買方同意購買而該等賣方同意出售香港製造（媒體）有限公司（「香
港製造」）之60%股權（代價為30,000,000港元）並且轉讓6,600,000港元之股東貸款（合
共36,600,000港元）。根據買賣協議，鄒蘭施女士（彼為Silver Golden Limited之唯一
實益擁有人）連同該等賣方向買方保證，香港製造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除稅後純利（「二零一六年溢利」）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除稅後純利（「二零一七年溢利」）均最少為5,000,000港元。此項交
易之代價已經以現金悉數結清並已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完成。

香港製造為廣州聲煜之獨家廣告代理，根據香港製造與廣州聲煜於二零一四年六
月二十四日訂立之獨家廣告代理協議，提供有關20輛廣深線和諧號列車之廣告代
理服務及相關製作服務。根據協議，香港製造可以在車廂兩端和列車外部的顯示
板、LED顯示屏，列車車門內外兩側，列車座椅的托盤枱和靠枕為客戶展示廣告。
二零一六年四月，有關各方訂立另一獨家協議以延展獨家權至廣深線和諧號列車
的車身而適用列車數目增加至22輛。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1輛列車的所
有廣告空間均已利用。

自完成收購香港製造日期（即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至期結時，香港製造錄得收益
約14,222,000港元及虧損約6,968,000港元。

《才庫》雜誌及網站

招聘廣告業務之營業額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之31,400,000港元減少12%至二零一六
年上半年之27,600,000港元。《才庫》及《Like》雜誌的印刷廣告收入錄得雙位數跌
幅。本地招聘廣告市場下滑，亦令到Recruit.com.hk此網上招聘廣告部門的收入下
跌。報告期間之招聘廣告市場充滿挑戰。香港零售市道回落亦對招聘廣告業務的
營業額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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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物業

香港經濟放緩，辦公室租金亦隨之回落。由於本集團持有之大部份單位是接近 

去年年結時才獲租戶交回，故需時數月物色新租戶而月租已下調。因此，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租金收入減少至約268,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約為
448,000港元。

前景
鐵路媒體

廣深線和諧號列車每天有超過100班次，其鐵路廣告每年接觸數以億計的乘客人次。
對於業務聚焦華南地區的客戶而言，實在是極有效、宣傳效力宏大的大眾媒體之
一。鐵路媒體業務於本年度的發展可能較預期略慢，因為許多公司已經運用原先
計劃的廣告開支預算，而香港和中國的經濟狀況不如以往年度般樂觀。儘管如此，
管理層相信，即使身處經濟回落時期，鐵路媒體業務仍有巨大潛力可作進一步發展。

《才庫》雜誌及網站

面對招聘廣告市場回落的形勢，為保持競爭優勢，《才庫》雜誌繼續舉辦多項招聘
會及人力資源圓桌會議。

物業投資

儘管租金收入回落，但已於本期間訂立租期為兩至三年的租賃協議，故本集團的
租金收入將得到保證和確定。

此外，本公司將繼續尋求及物色具吸引力的投資機遇，從而提升盈利能力及致力
提高股東價值。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才庫》雜誌廣告業務之營業額約
27,600,000港元，減少12%（二零一五年：31,400,000港元）。營業額減少主要源自
本年度上半年招聘市道回落。由於印刷成本及生產員工成本的成本組合上升，毛
利率由74%減至71%。連同鐵道媒體貢獻的收益約14,222,000港元及租金收入，本
集團錄得收益約42,100,000港元。

銷售及發行費用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8,2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
8,9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舉辦的招聘會數目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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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費用（主要是期內的壞賬撥備）維持在100,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就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五日授出
6,660,000份購股權（每股行使價為1.99港元）而錄得非現金購股權費用約4,700,000

港元。有關授出購股權之詳情，請參閱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此外，本集團就
攤銷22輛廣深線和諧號列車之車身及車箱的獨家廣告許可權之相關無形資產錄得
約15,500,000港元的非現金攤銷費用。

所得稅抵免為675,000港元（二零一五年：所得稅開支1,5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期
內有關其他無形資產攤銷之遞延稅項影響。

因此，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約14,300,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約22,6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19,100,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92,0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0.63（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6），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136,000,000港元而於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131,000,000港元。現金及銀行存款總額約為8,3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9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證券投資（分類為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市值約
為36,3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撥付其營運。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並無任何銀行借貸。

本集團採納集中的融資及庫務政策，確保集團資金得到有效運用。本集團以穩健
的態度監控利率風險，由於本集團的交易大多以港元和人民幣進行，而港元和人
民幣是相關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因此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貨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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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其他披露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之股份、相關股份
或債券中擁有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
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企業權益 之百分比
 （股份） （股份） (%)

劉維先生（附註） – 59,868,828 17.94

附註： 該等權益由Polar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持有，而該公司由劉維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所知，本公司之董事或
最高行政人員以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並無亦並無被當作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按本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第352條之規定所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任何權益或淡
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採納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過決議案批准之購股權
計劃。據此，本公司可向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董事、僱員、任何顧問及服務供
應商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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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五日，3,330,000份行使價為每股1.99港元之購股權乃分別授予執
行董事曾慶贇先生及非執行董事姚宇翔先生。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
前之收市價為每股2.05港元。購股權由授出日期起計三年內可予行使。每份購股
權可轉換為一股本公司股份。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
授出購股權，亦無購股權獲行使、已失效或已被註銷。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五日授出之購股權於授出日期計量之公平值約為4,687,000港元。
於使用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時所採納以推衍出公平值的主要假設如下：

無風險利率： 1.09%

預期年期： 3年
預期波幅： 65.99%

預期股息率及沒收率： 0%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以下人士（不包
括本公司之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當作
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而佔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或淡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股東姓名╱名稱 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

立天環球有限公司（附註1） 95,037,657 28.47

陳家榮（附註1） 95,037,657 28.47

Polar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附註2） 59,868,828 17.94

劉維（附註2） 59,868,828 17.94

附註：

1. 立天環球有限公司由陳家榮先生全資擁有。

2. Polar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由執行董事劉維先生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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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任何其他人士（不
包括本公司之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
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載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董事買賣證券之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本身有關董事買賣證券之操守守則。本公司經向本公
司全體董事明確查詢後，並不知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而言在
董事買賣證券方面有不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必守準則之情況。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53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103

名）。本集團僱員之薪級具競爭力，而僱員亦會根據本集團整體之薪金及紅利制
度架構，因應本身之表現獲得獎勵。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公積金、保險及醫療保障。
已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向若干全職僱員及董事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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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四名成員組成，包括一名非執行董事姚宇翔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
行董事梁兆基先生（主席）、葉偉其先生及陳釗洪先生，其權責範圍符合上市規則
之規定。審核委員會檢討本集團之財務報告及內部控制，並向董事會作出有關推
薦意見。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認為
有關報告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並已作出充份披露。

承董事會命
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曾慶贇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刊登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劉維先生及曾慶贇先生；非執行董事 
姚宇翔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兆基先生、葉偉其先生及陳釗洪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