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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主要往來銀行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百慕達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MUFG Fund Services (Bermuda) Limited
The Belvedere Building
69 Pitts Bay Road, Pembroke HM08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22樓

註冊辦事處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

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
北京朝陽區
望京東路8號
銳創國際中心
1號樓16-18層
郵編100102

香港
中環畢打街11號
置地廣場
告羅士打大廈
30樓3006室

網址及電郵地址
http://www.v1.cn, http://ir.v1group.com.hk
info@vodone.com.hk, ir@v1.cn

股份 代號
00082

董事會
執行董事

張力軍博士（主席）
王淳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海林博士
宮占奎教授
王臨安先生

審核委員會
陸海林博士（主席）
宮占奎教授
王臨安先生

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張力軍博士（提名委員會主席）
陸海林博士（薪酬委員會主席）
王淳女士
宮占奎教授
王臨安先生

企業管治委員會
宮占奎教授（主席）
張力軍博士
陸海林博士
王臨安先生

公司秘書
梁偉東先生

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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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第一視頻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第一視頻」）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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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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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經重列）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5 70,026 86,326

收益成本 (137,365) (135,684)

毛損 (67,339) (49,358)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1,622 2,410

銷售及營銷費用 (5,389) (40,415)

行政費用 (58,978) (50,72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47 54

除所得稅前虧損 7 (130,037) (138,035)

所得稅抵免 8 651 69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129,386) (137,339)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9 – 93,422

期內虧損 (129,386) (43,917)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價值變動 (1,211) 5,734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7,858) 36,29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19,069) 42,03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48,455)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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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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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經重列）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129,504) (137,05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收入 – 43,95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129,504) (93,098)

非控股權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虧損） 118 (28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收入 – 49,468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內溢利 118 49,181

(129,386) (43,917)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8,025) (57,201)

非控股權益 (430) 55,317

(148,455) (1,884)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虧損
 － 基本（港幣仙） 10 (3.93)仙 (2.82)仙

 － 攤薄（港幣仙） 10 (3.93)仙 (2.82)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虧損
 － 基本（港幣仙） 10 (3.93)仙 (4.16)仙

 － 攤薄（港幣仙） 10 (3.93)仙 (4.16)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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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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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2,912 15,70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2 40,085 40,939
商譽 13 436,269 446,057
無形資產 833,634 871,138
其他金融資產 15 65,396 –

1,388,296 1,373,835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4 55 8,377
其他應收款項、定金及預付款項 19,533 18,412
存貨 772 1,342
其他金融資產 15 4,295 5,506
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 16 465,000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22(d) 112,368 64,117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2(c) 18,481 4,984
銀行結餘及現金 940,469 1,591,389

1,560,973 1,694,12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7 80 82
已收定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8,878 25,547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423 428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56,414 8,547
應付稅項 112,094 112,094

177,889 146,698

流動資產淨值 1,383,084 1,547,42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71,380 2,921,26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4,420 35,849

資產淨值 2,736,960 2,885,415

權益
股本 18 32,979 32,979
儲備 2,684,228 2,832,2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717,207 2,865,232
非控股權益 19,753 20,183

權益總額 2,736,960 2,88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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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份薪酬 投資重估 匯兌波動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保留盈利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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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32,979 1,488,282 1,060,812 59,273 (9,454) 230,987 314,331 840,263 4,017,473

溢利或虧損 – – – – – – (93,098) 49,181 (43,917)

其他全面收入 – – – – 5,734 30,163 – 6,136 42,03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5,734 30,163 (93,098) 55,317 (1,884)

已付非控股權益股息 – – – – – – – (19,428) (19,428)

確認股份付款支出 – – – 23,809 – – – 31,520 55,329

視 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之部分權益 – – 11 – – – – 960 971

於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2,979 1,488,282 1,060,823 83,082 (3,720) 261,150 221,233 908,632 4,052,461

於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32,979 1,488,282 1,059,408 7,382 (6,056) 59,562 223,675 20,183 2,885,415

溢利或虧損 – – – – – – (129,504) 118 (129,386)

其他全面收入 – – – – (1,211) (17,310) – (548) (19,06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1,211) (17,310) (129,504) (430) (148,455)

於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2,979 1,488,282 1,059,408 7,382 (7,267) 42,252 94,171 19,753 2,73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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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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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 流入淨額 (121,701) 583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528,973) (54,56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650,674) (53,979)

匯率變動之影響 (246) 1,922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91,389 602,725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40,469 55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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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第一視頻集團有限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中環畢打街11號置地廣場
告羅士打大廈30樓3006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電
信媒體業務及彩票相關業務。於二零一二年，本公司一間主要從事手機遊戲業務的
非全資附屬公司中國手遊娛樂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手遊」）成功在美國納斯達克環球
市場上市。本集團根據二零一五年六月公佈的合併計劃（「合併事項」）於二零一五年
八月十日出售其於中國手遊的全部權益後，中國手遊不再作為公開上市公司，並由
本公司出售。

2.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適用披露規
定而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財
務報表一併閱讀，該等年度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出售其於中國手遊的全部權益，中國手遊為本集團的
獨立主線業務。就呈列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資料而言，中國
手遊被視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

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截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索閱。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幣（「港幣」）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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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下文所述者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並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
會計期間生效之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主動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38號之修訂

澄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資公司之間的資產
 出售或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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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共同營運權益的會計處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戶

採納上述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不會導致本集團的重大會計政策及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的呈報發生任何重大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亦已頒佈下列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期間尚未生效之新
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 現金流量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所得稅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二零一四年）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3

1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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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本集團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提早採納上述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其對本集團的相關影響，惟尚未就其是否會導致本集團的重大會
計政策或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的呈報發生任何重大變動得出結論。

4. 分類報告
本集團根據主要經營決策人為作出戰略決策而審閱的報告來釐定經營分類。

本集團有三個須申報分類。有關分類獨立管理，提供不同的產品及服務，需要不同
的業務策略。下文概述本集團各須申報分類的業務：

• 電信媒體業務 － 提供互聯網信息服務，包括微視頻新聞門戶及自製原創新聞評
論類節目，以及基於手機客戶端的微視頻新聞平台。同時營運網絡遊戲、網絡演
出、電子商務服務等移動互聯網相關業務。

• 彩票相關業務 － 通過對彩票資訊、手機購彩系統及彩民微博提供之相關服務及
互補性支持而提供彩票相關的業務服務。

• 手機遊戲業務 － 開發及提供手機遊戲及提供手機及互聯網增值服務，以及移動
通訊產品之開發及設計。

誠如附註9所述，本集團自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起已終止手機遊戲業務須申報分類。

分類間交易乃參考就類似訂單向外部人士收取的價格而定價。由於核心收益及開支
並未計入主要經營決策人評估分類表現時使用的分類溢利，故並無分配至經營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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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4. 分類報告（續）
(a) 業務分類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電信媒體業務 彩票相關業務 手機遊戲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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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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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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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70,026 57,162 – 29,164 – 926,425 70,026 1,012,751

須 申報分類 

（虧損）╱ 溢利 (70,423) (86,767) (19,697) (17,829) – 106,740 (90,120) 2,144

利息收入 16 16 – 337 – 4,697 16 5,050

折舊及攤銷 (21,189) (21,465) (13,607) (15,017) – (34,459) (34,796) (70,941)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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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申報分類資產 856,765 840,155 580,178 590,902 – – 1,436,943 1,431,057

添置非流動資產 14 39,465 – – – 86,822 14 126,287

須申報分類負債 40,265 9,643 56,720 40,033 – – 96,985 49,676



第一視頻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16 12

財務報表附註

4. 分類報告（續）
(b) 須申報分類（虧損）╱溢利、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所得稅抵免及已終止經營業務前虧損

須申報分類（虧損）╱ 溢利 (90,120) 2,1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1,707 2,11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47 54

未分配公司開支

－ 廣告開支 (23,810) (20,252)

－ 員工成本 (9,513) (9,799)

－ 其他 (8,348) (5,554)

本期間虧損總額 (130,037) (31,29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分類溢利 – (106,74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抵免前綜合虧損 (130,037) (13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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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報告（續）
(b) 須申報分類（虧損）╱溢利、資產及負債的對賬（續）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須申報分類資產 1,436,943 1,431,057

其他金融資產 69,691 5,506

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 465,000 –

銀行現金 927,116 1,585,216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0,085 40,939

未分配公司資產 10,434 5,244

綜合資產總值 2,949,269 3,067,962

負債

須申報分類負債 96,985 49,676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3,230 20,777

應付稅項 112,094 112,094

綜合負債總額 212,309 182,547

(c) 地區資料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客戶佔本集團收益超過
90%，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總值有90%以上位於中國，其餘非流動資產位於香
港。

(d) 主要客戶

本集團之聯營公司為唯一與其交易之金額超逾本集團收益99%（二零一五年：
86%）之 主 要 客 戶。 來 自 本 集 團 聯 營 公 司 之 電 信 媒 體 分 類 之 收 益 約 為 港 幣
69,739,0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45,572,000元），來自彩票相關分類之收益則
約為港幣零元（二零一五年：港幣29,164,000元）。



第一視頻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16 14

財務報表附註

5. 收益
收益（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已售貨品之發票淨值（已扣除退貨備抵及商業折扣）及
所賺取服務費。營業額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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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電信媒體業務：

 － 廣告及服務收入以及銷售互聯網遊戲產品 70,026 57,162

 彩票相關業務：
 － 服務收入 – 29,164

70,026 86,326

已終止經營業務
 手機遊戲業務：
 － 銷售手機遊戲及手機通訊產品 – 926,425

70,026 1,012,751

6. 其他收益及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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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1,437 353

匯兌收益淨額 188 737

其他 38 1,32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1) –

1,622 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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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乃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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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經營業務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573 4,656

無形資產攤銷 32,223 31,826

已售存貨賬面值 521 10,791

核數師酬金 85 80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酬及工資 6,512 8,528

　退休金供款 913 1,459

　股份付款 – 49,974

7,425 59,961

8. 所得稅抵免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中的稅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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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遞延稅項

　 － 來自撥回暫時性差異 651 696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規定，本集團附屬公司之中國所得稅撥備乃按法定稅率25%
計算，惟第一視頻信息工程有限公司（「TMD2」）按照中國稅務規定被認可為高科技
公司並有權按優惠稅率15%繳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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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本集團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出售中國手遊。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收入載列如下：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收益 926,425

收益成本 (346,264)

毛利 580,161

其他收益及虧損 3,034

銷售及營銷費用 (260,655)

行政費用 (216,358)

應佔一間合資公司溢利 604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46)

除所得稅前溢利 106,740

所得稅支出 (13,318)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93,422

就呈列上述已終止經營業務而言，比較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已予以重列，猶如期內
已終止經營業務於比較期間初已終止經營。



第一視頻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1617

財務報表附註

10.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虧損）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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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29,504) (137,052)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43,954

(129,504) (93,098)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97,925,262 3,297,925,262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 ╱（虧損）之計算
並無假設行使尚未行使購股權，原因為其對每股盈利 ╱（虧損）之計算具有反攤薄效
應。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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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仙 港幣仙

－ 基本 (3.93) (2.82)

－ 攤薄 (3.93)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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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虧損）（續）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每股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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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仙 港幣仙

－ 基本 (3.93) (4.16)

－ 攤薄 (3.93) (4.1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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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仙 港幣仙

－ 基本 – 1.34

－ 攤薄 – 1.34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期 內， 本 集 團 購 置 物 業、 廠 房 及 設 備 約 港 幣14,000元（二 零 一 五 年： 港 幣
12,167,000元）。

1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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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佔負債淨額 (16,365) (16,779)

商譽 56,450 57,718

40,085 4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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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續）
本集團聯營公司詳情如下：－

公司名稱
業務架構
模式

註冊成立及
營業地點

擁有權 ╱
投票權 ╱

溢利分佔比例 主要業務

第一視頻數碼媒體技術
 有限公司（「TMD1」）

企業 中國 49% 提 供電信媒體
業務支援及
內容服務

北京迷你威網絡科技
 有限公司

企業 中國 49% 暫無營業

財務資料概要（重要聯營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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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總值 127,795 87,648

負債總額 (161,623) (122,397)

聯營公司之負債淨額 (33,828) (34,749)

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賬面值 39,876 4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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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59,115 75,112

期內溢利 161 170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期內溢利 79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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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商譽

港幣千元

成本：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978,442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終止確認 (506,869)

 匯兌調整 (25,516)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46,057

 匯兌調整 (9,788)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436,269

累計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35,585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終止確認 (35,585)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匯兌調整 –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

賬面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36,269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446,057

商譽乃按營業國家及業務分類分配至本集團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於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與本集團於中國之電信媒體服務業務有關。

本集團每年進行或於有跡象顯示商譽可能出現減值時更頻密進行減值測試。本集團
委聘一名專業估值師就知識產權（包括專利權、商標及相關技術）進行估值，以測試
收購現金產生單位產生之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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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賬款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計算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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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內 – 2

七至十二個月 2 –

一年以上 53 8,375

55 8,377

本集團應收賬款的信貸期介乎30日至180日。

15. 其他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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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部分：－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溢利保證安排產生之補償

 － 3GUU集團（附註(a)） 4,295 5,506

非流動部分：－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投資基金（附註(b)） 65,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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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金融資產（續）
附註：

(a) 根據有關收購3GUU集團的溢利保證安排，本公司有權無償收回有關代價股份，原因為
3GUU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實際業績少於相關溢利目標。本公司已
決定不收回代價股份並要求賣方出售相關股份，從而以現金結算補償。此外，由於已交出
代價股份的價值不足以填補溢利保證安排的差額，故賣方已同意出售其於中國手遊的部分
權益，及向本公司支付銷售所得款項，以補足3GUU集團的實際溢利差額。補償乃按於報告
期末按公平值出售的協定股份數目釐定。補償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分類為可供出售金
融資產。有關款項按公平值列賬，而其公平值變動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

(b)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本公司（作為有限合夥人）訂立有限合夥協議（「協議」）以認
購國宏嘉信資本（「移動互聯網基金」）合共31,250,000美元（相當於港幣242,390,000元）。
投資之出資時間一般為按照「按需要」基準。該移動互聯網基金設立宗旨主要為實現長期資
本增值，主要透過私洽投資於經營或主要業務機會來自移動互聯網行業、其相關技術、產
品及服務的公司之股權及 ╱ 或股權相關證券。本集團為該移動互聯網基金的有限合夥人，
且對其經營及融資決策並無控制權或重大影響力。本公司董事（「董事」）將該項投資分類為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董事認為，由於相關投資項目處於起步階段，故自收購日期起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該投資之公平值並無重大變動。

16. 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為商業銀行發行的存款證，該等存款證原到期日為
三個月以上、按每年1.19%至1.20%的固定利率計息及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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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應付賬款
一般而言，本集團供應商提供之信貸期為30日。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應
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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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一年 80 82

18. 股本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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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
　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3,297,925,262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297,925,262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
  普通股 32,979 32,979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期內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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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經營租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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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根據經營租約已支付之最低租金付款 5,391 22,368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其物業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於以下日期到期
須支付之未來最低租金付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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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 8,391 7,979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216 5,664

10,607 13,643

20. 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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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訂約惟未撥備：
 － 投資投資基金（附註15(b)） 176,994 242,209



第一視頻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1625

財務報表附註

21. 股份付款
本公司之股本結算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股東批准一項新購股權計劃（「第一視頻計
劃」），並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採納該計劃，同時終止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七日採
納之購股權計劃（「第一視頻舊計劃」）。

根據第一視頻計劃，董事可酌情邀請任何合資格參與人士接納購股權，以認購本公
司股本中之股份。購股權之行使價須按第一視頻計劃以及上市規則有關條文釐定。
授出購股權價值之成本於期內確認為支出。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股權獲購股權持有人行使。

22. 關聯方交易
(a) 除本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披露之交易外，本集團期內訂立以下重大關聯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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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自聯營公司TMD1賺取服務費收入 69,739 74,736

TMD1收取的管理費 104,661 6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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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關聯方交易（續）
(b)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人員期內之酬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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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福利 6,972 6,620

股份付款 – 5,355

6,972 11,975

(c)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為免息、無抵押及須按交易條款償還。

(d)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主要由上文附註(a)所詳述買賣交易產生，為無抵押、免
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23. 報告期後事項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本 集 團 與 劉 海 江 先 生 及CATV Group Limited

（「CATV」）（均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購股及認購協議（「該協議」），以
按現金代價港幣15,000,000元收購10,000,000股股份（「銷售股份」，相當於CATV
已發行股份總數約40%）及按現金代價港幣17,500,000元認購12,500,000股新股
份（「認購股份」，相當於CATV經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擴大後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33.33%）。於收購銷售股份及認購認購股份完成後，本集團將合共擁有22,500,000
股股份（相當於CATV經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擴大後已發行股份總數的60%）之權
益。截至財務報表日期，收購銷售股份已經完成。

24. 批准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獲董事會批准
及授權刊發。



第一視頻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1627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經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為港幣70,026,000元，較去年同期
下降約18.9%。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持續經營業務虧損為港幣129,504,000元，較
去年同期下降約5.5%。

業務回顧與發展
• 電信媒體業務

第一視頻新媒體

第一視頻在移動互聯網以及互聯網+時代背景下，以多元化發展策略，創建了虛擬實
境（「VR」）+短視頻聚合+網絡紅人的新營運模式。

打造VR平台分發模式，打通VR產業鏈資源

二零一六年，第一視頻構建VR全產業鏈生態版圖，並於二零一六年三月推出了全景
VR頻道，集合了全球最新的VR視頻內容，為使用者提供全新的視覺體驗，同時率先
實現全景VR直播服務，全方位開發VR商業行銷。

二零一六年三月，第一視頻聯合HTC、
小米VR、完美幻境、靈境小白、人民日
報、北京青年報、新華時報、今日頭條、
一點資訊、樂視等開展以VR聚合、VR原
創、新聞、公益、旅遊、分發、定制化等
多元化業務模組，並率先實現全景VR直
播服務，並已聯合人民日報、網易新聞、
今日頭條等上百家媒體達成VR原創內容
聯 盟， 同 時 與HTC、 小 米、 三 星、 大 鵬
等近80%的智能手機廠商達成VR內容戰略合作，將VR直播內容全方位對準娛樂、經
濟、商業等大型活動，並已順利完成了數十場演唱會、發佈會、重大新聞事件等VR
直播。第一視頻已全面打通VR產業鏈資源，將開展多方位的VR商業行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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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VR商業變現模式

第一視頻打通VR產業鏈資源的同時亦推出獨立VR手機應用程式、優質內容付費項
目、會員制、VIP、粉絲打賞及發展將會員制與電商資源捆綁銷售等商業營運模式。
同時與VR硬件廠商展開合作，將網絡紅人優質內容視頻化、專業化、多平台分發，
形成優質知識產權（「IP」）後進行創新VR商業變現，打造多元化營收。

發展網絡紅人經濟，創新商業模式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第一視頻開展網絡紅人及明星粉絲經濟，攜
手與快約星與人民明星合作，率300餘位明星及數百網絡紅人實踐
VR直播 ╱ 直播+明星+品牌的商業新模式，傾力打造「明星 ╱ 網紅
直播嘉年華」和「明星 ╱ 網紅微代言」兩款產品。結合第一視頻強
大的技術及網絡資源與快約星、人民明星等明星網絡紅人形成強
大的話題圈，通過粉絲自主傳播形成優質IP，並創造品牌冠名、產
品植入等經營模式，實現粉絲經濟最大化。

聯合新聞媒體，建立直播業務

第一視頻聯合人民日報、網易新聞、搜狐視頻等上百家媒體，
已實現多宗重大新聞事件的及時直播報導和全平台分發，如

「關注颱風尼伯特，直擊福建閩清洪災重災區」、「朱諾號進入木
星軌道開啟科學勘測設備」等，通過對重大事件的全面報導，
把握正確輿論導向，不斷提高新聞報導品質，將直播重大新聞
事件的必要性提升到更高層次。

除 此 之 外， 第 一 視 頻 匯 聚 多 家 專 業 生 產 內 容(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 PGC)提供者，整合並細分新聞、娛樂、搞
笑、小品、女神等30個視頻分類，真正做到海量視頻用戶隨意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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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推廣

在品牌打造上，第一視頻先後推出「第一視頻與撒貝南阮經天密謀」、「女版宋仲基
引爆北京國際車展」、「第一視頻網紅GMIC開趴」等活動，更在不同樓宇、LCD螢
幕、住宅社區投放廣告。除此之外，第一視頻與VR眼鏡廠商聯合舉辦各種線上活
動，普及VR眼鏡的使用率，另外還將聯合一些實體店進一步的推廣VR及加強用戶體
驗等品牌活動，深入各類用戶群體，讓影響力持續提升。

屢獲行業大獎，受到各界認可

第一視頻得到眾多平台的認可屢獲行業獎項，包括二零一六年中
國互聯網企業100強發佈會上位列第38位；更先後在二零一六年
第十五屆中國互聯網大會上，榮獲「最具行業創新獎」；在二零
一六中國新媒體門戶大會上，獲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授予「中國新
媒體最具人氣移動APP獎」等殊榮。

第一遊戲業務

第一遊戲網(www.v1game.cn)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第一遊戲網的網頁遊戲產品穩中求進，從遊戲產品的研發上及
視覺效果上均不斷豐富遊戲玩法，務求將遊戲產品壽命最長化。雖然二零一六年度
全國網頁遊戲產品的發行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大約下跌20%，但未影響第一遊戲網頁
遊戲平台的各項業績指標。

在營運模式方面，第一遊戲網關注遊戲產品的資料監控及客戶體驗，以及增加了在
各個時間的平台配套營運活動，相較二零一五年用戶保有及付費率都有所提升。在
客戶維護方面也有所改進，擴大了客服團隊的同時，並每月對客服人員進行專業培
訓、產品培訓，完善了VIP等級客戶全天候管家式服務。第一遊戲網網頁遊戲平台的
客戶滿意度顯著提升，令到使用者保有比率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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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遊戲H5平台(www.v1h5.cn)

二零一六年不僅是H5遊戲的爆發之年，也是中國的體育之年。第一遊戲H5平台是第
一遊戲網的骨幹部份，第一遊戲網也將業務重心放到H5遊戲的研發上，擴大了市場
部、研發部及技術部門，成立專項專案組，專人負責開發及營運。

第 一 遊 戲H5平 台 同 時 也 最 先 提 出「體 遊
互動」的體育競技遊戲概念，研發出體育
競技H5遊戲「球迷製造」，將現實體育與
遊戲完美結合，力求在發展中國體育的同
時，增添體育遊戲的趣味性與傳播性，擴
充更多中國體育遊戲愛好者。在遊戲玩法
上，「球迷製造」玩家可以遊戲的方式參與
到即時體育賽事之中，將遊戲玩家更好的
融入到體育項目中；在品牌宣傳上，「球
迷製造」與分眾傳媒合作，在歐洲國家盃前期、中期及後期均在全國1,200餘個城市
投放「球迷製造」視頻廣告，達致同期線上線下引爆足球狂熱。

「球迷製造」一經推出後，得到了體育界媒體及H5業界的一致好評，客戶數量迅速增
長超過10萬，收入屢創新高，這也為期後奧運會項目打下良好基礎，同時第一視頻
遊戲網也與各大體育媒體如：騰訊體育、搜狐體育、樂視體育、新英體育、360平
台等達成合作意向。

第一遊戲H5平台也將會在未來推出更多「體遊互動」概念的遊戲類型，帶出「全民體
育、全民遊戲」的理念，銳意打造中國首家社交體育競技遊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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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票相關業務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家體育總局頒佈之「體育總局關於切實落實
彩票資金專項審計意見加強體育彩票管理工作的通知」及中國財政部、民政部及國
家體育總局聯合發佈的「關於開展擅自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行為自查自糾工作有關
問題的通知」之影響，截至目前，第一視頻彩票相關業務仍然處於停售狀態。

財務回顧
業務分類

電信媒體業務 彩票相關業務 手機遊戲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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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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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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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

 的收益 70,026 57,162 – 29,164 – 926,425 70,026 1,012,751

須申報分類

 溢利 ╱（虧損） (70,423) (86,767) (19,697) (17,829) – 106,740 (90,120) 2,144

電信媒體業務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信媒體業務為本集團帶來港幣70,026,000元
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港幣57,162,000元上升約22.5%。期內分類虧損為港幣70,423,000
元，去年同期為港幣86,767,000元。

新推出遊戲平台的成功推動電信媒體業務增長。期內，本集團遊戲平台用戶人數穩定增
加。付費率及用戶保有率呈上升趨勢。由於期內進行嚴格的成本控制管理，分部虧損出
現下降，然而本集團將繼續投入資源完善其遊戲分發平台及發展新業務。

彩票相關業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之業務夥伴在中國內地暫停網上銷售
無紙化彩票及手機銷售彩票業務（自二零一五年三月一日起生效），本集團彩票相關業務
仍處於暫停階段。分部虧損為港幣19,697,000元，而去年同期為港幣17,82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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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業務夥伴將遵守並符合相關中國監管部門頒佈之任何新訂規則及法規，以及於
必要時對其透過互聯網及手機銷售彩票之業務作出調整。本集團會積極配合其業務夥
伴，以盡快恢復彩票相關業務。

手機遊戲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出售其於中國手遊的全部權益後，本集團的手機遊戲業務
已終止，而手機遊戲業務的收益及溢利自當時起不再於本集團的收益及業績確認。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港幣940,469,000元（二零一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591,389,000元）。營運資金為港幣1,383,084,000元，
去年底的營運資金則為港幣1,547,429,000元。由於本集團大多數收益及成本均為人民
幣，故並無重大外匯風險。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8.8（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5）。經考慮本集團可動用之財務資源後，本公司董事（「董
事」）認為本集團具備足夠營運資金應付其目前所需。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為港幣2,949,269,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3,067,962,000元），當中大部分由股東資金港幣2,717,207,000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865,232,000元）出資。本集團之股本架構於本期
間並無變動，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數目仍為3,297,925,262股。因此，本集團的資本結
構及現金流入非常穩健。

僱員薪酬與福利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265名僱員，包括管理層及行政、生產及銷售
部門的僱員。本集團定期對其專業團隊成員進行檢討，並將在必要時擴充管理隊伍。

本集團主要按董事及員工的貢獻、職責、資格及經驗釐定各人的薪酬。本集團已實施僱
員購股權計劃。本集團已向董事及其他僱員授出購股權，以激勵彼等提升本集團價值及
推動本集團的長遠發展。

此外，本集團亦會定期為僱員提供培訓，以提升他們的技能及知識。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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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已記入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
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A) 於本公司普通股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普通股

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總額

百分比

授出購股權
所涉及之相關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總額

百分比

張力軍 實益擁有人 ╱
 配偶權益 ╱
 全權信託之
 創立人

371,214,113 11.26% 15,900,000 0.48%

（附註1） （附註2）

王淳 實益擁有人 ╱
 配偶權益 ╱
 全權信託之
 創立人

371,214,113 11.26% 15,900,000 0.48%

（附註3） （附註4）

陸海林 實益擁有人 – – 2,800,000 0.08%

宮占奎 實益擁有人 – – 2,000,000 0.06%

王臨安 實益擁有人 1,400,000 0.04% 2,300,00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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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本權益之披露

(A) 於本公司普通股及相關股份之好倉：（續）
附註1：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張力軍博士（「張博士」）持有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

視 為 持 有 合 共371,214,113股 股 份， 相 當 於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之 約11.26%。 該 等
371,214,113股股份包括：(i)直接由張博士持有之40,514,113股股份；(ii)被視為於王
淳女士（「王女士」，張博士之配偶）直接持有之9,350,000股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iii)

被視為於Big Step Group Limited持有之321,350,000股股份中擁有之權益。Big Step 

Group Limited為一間由J&C Dragon Limited全資擁有之公司，而J&C Dragon Limited

則由UBS Trustees (BVI) Limited全資擁有。UBS Trustees (BVI) Limited以張博士及王女
士（作為創立人）成立之全權家族信託之受託人身份行事，而該信託之全權受益人包括
張博士、王女士及彼等之家族成員。

附註2： 於該15,900,000份購股權當中，6,600,000份購股權由張博士直接持有。張博士亦透過
其配偶王女士之權益被視為於餘下9,300,000份購股權中擁有權益。

附註3：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王 女 士 持 有 及 根 據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被 視 為 持 有 合 共
371,214,113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約11.26%。該等371,214,113股股
份包括：(i)直接由王女士持有之9,350,000股股份；(ii)被視為於張博士（王女士之配偶）
直接持有之40,514,113股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iii)被視為於Big Step Group Limited持
有之321,350,000股股份中擁有之權益。Big Step Group Limited為一間由J&C Dragon 

Limited全資擁有之公司，而J&C Dragon Limited則由UBS Trustees (BVI) Limited全資擁
有。UBS Trustees (BVI) Limited以王女士及張博士（作為創立人）成立之全權家族信託
之受託人身份行事，而該信託之全權受益人包括王女士、張博士及彼等之家族成員。

附註4： 於該15,900,000份購股權當中，9,300,000份購股權由王女士直接持有。王女士亦透過
其配偶張博士之權益被視為於餘下6,600,000份購股權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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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本權益之披露

(B) 於相聯法團普通股之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所持

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總額

百分比

張力軍 明創國際有限公司
 （附註1）

受控制法團權益 98 49%

第一視頻控股有限
 公司（附註2）

受控制法團權益 2 100%

第一視頻數碼媒體
 技術有限公司
 （附註3）

受控制法團權益 49,000,000 49%

王淳 明創國際有限公司
 （附註4）

配偶之受控制
 法團權益

98 49%

第一視頻控股有限
 公司（附註4）

配偶之受控制
 法團權益

2 100%

第一視頻數碼媒體
 技術有限公司
 （附註4）

配偶之受控制
 法團權益

49,000,00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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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本權益之披露

(B) 於相聯法團普通股之好倉：（續）
附註1： 明創國際有限公司（「明創」）由本公司擁有51%及由張博士全資擁有之公司Bigland 

Limited擁有49%。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博士被視為於Bigland Limited於明創擁有
之49%權益中擁有權益。

附註2： 第一視頻控股有限公司（前稱為Bentex (Hong Kong) Limited）（「第一視頻控股」）為明
創之全資附屬公司。鑒於張博士被視為於明創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
視為擁有第一視頻控股之100%權益。

附註3： 第一視頻數碼媒體技術有限公司（「TMD1」）由第一視頻控股擁有49%。鑒於張博士被
視為於第一視頻控股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TMD1擁有權益。

附註4：王女士被視為於明創、第一視頻控股及TMD1擁有權益（透過張博士被視為於該三間公
司擁有權益）。

除本報告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
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
關股份中，擁有已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已根據標準
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除權益已於上文披露之本公司董事外，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
何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
文須予向本公司披露，並已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
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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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股東批准一個新購股權計劃（「第一視頻計劃」），並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採納，亦終止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七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第一
視頻舊計劃」）。

根據第一視頻計劃，本公司董事可酌情邀請任何合資格參與者接納購股權，以認購本公
司股本中之股份。購股權之行使價須按第一視頻計劃及上市規則有關條文釐定。

期內，根據第一視頻計劃授出購股權之條款及條件以及購股權數目變動如下：

根據購股權可發行之股份數目

參與人士
類別 ╱ 姓名 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行使價 行使期

港幣元

執行董事

張力軍 二零一三年
 九月九日

1,500,000 – – – 1,500,000 0.604 09/09/2013至
 08/09/2016

二零一四年
 四月十七日

2,100,000 – – – 2,100,000 0.750 17/04/2014至
 16/04/2017

二零一五年
 十月十六日

3,000,000 – – – 3,000,000 0.570 16/10/2015至
 15/10/2018

6,600,000 – – – 6,600,000

王淳 二零一三年
 九月九日

1,500,000 – – – 1,500,000 0.604 09/09/2013至
 08/09/2016

二零一四年
 四月十七日

2,100,000 – – – 2,100,000 0.750 17/04/2014至
 16/04/2017

二零一五年
 十月十六日

5,700,000 – – – 5,700,000 0.570 16/10/2015至
 15/10/2018

9,300,000 – – – 9,300,000

小計 15,900,000 – – – 15,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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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根據購股權可發行之股份數目

參與人士
類別 ╱ 姓名 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行使價 行使期

港幣元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海林 二零一三年
 九月九日

400,000 – – – 400,000 0.604 09/09/2013至
 08/09/2016

二零一四年
 四月十七日

400,000 – – – 400,000 0.750 17/04/2014至
 16/04/2017

二零一五年
 十月十六日

2,000,000 – – – 2,000,000 0.570 16/10/2015至
 15/10/2018

2,800,000 – – – 2,800,000

王臨安 二零一四年
 四月十七日

300,000 – – – 300,000 0.750 17/04/2014至
 16/04/2017

二零一五年
 十月十六日

2,000,000 – – – 2,000,000 0.570 16/10/2015至
 15/10/2018

2,300,000 – – – 2,300,000

宮占奎 二零一五年
 十月十六日

2,000,000 – – – 2,000,000 0.570 16/10/2015至
 15/10/2018

2,000,000 – – – 2,000,000

小計 7,100,000 – – – 7,100,000

僱員 二零一三年
 九月九日

800,000 – – – 800,000 0.604 09/09/2013至
 08/09/2016

二零一四年
 四月十七日

15,100,000 – – – 15,100,000 0.750 17/04/2014至
 16/04/2017

二零一五年
 十月十六日

33,300,000 – – – 33,300,000 0.570 16/10/2015至
 15/10/2018

小計 49,200,000 – – – 49,200,000

總計 72,200,000 – – – 72,200,000

 本公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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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除以下所述之偏離說明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已應
用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守則條文，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且不應由同
一人士出任。截至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未有委任任何個人出任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
責由全體執行董事共同履行，特別是本公司主席。董事會認為，此安排就促進本集團發
展而言為適當及具成本效益之做法，原因為其可讓具備不同專長之全體執行董事貢獻所
長，並令本公司的政策及長期業務策略在規劃及執行過程中更貫徹一致。董事會將定期
檢討此安排之效用，並於適當時候考慮委任他人出任行政總裁。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6.7條守則條文，獨立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兩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因各項工作承擔，未能出席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
會。

本公司已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修訂本項下有關風險管理及內部監
控之新規定。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採納董事會轄下的審核委員會之新職權範圍
以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修訂本項下之新規定。

董事會將繼續監管及檢討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保證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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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證券交易及買賣之行為準則，該準則適用於標準守則界定之所有相關人士，包
括董事及本公司之任何僱員、或本公司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之董事或僱員，彼等因其職
位或僱傭關係或參與，可能接觸或掌握本公司或其證券之未公佈股價敏感資料。經向全
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均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董事資料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自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刊發以來，本公司董事於任期內
的資歷詳情變動列載如下：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陸海林博士，已自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及二零一六年四月二
十六日起分別獲委任為聯交所上市公司申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Hang Sang (Siu Po)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mpany Limited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予以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承董事會命
第一視頻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力軍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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