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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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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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282)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壹傳媒有限公司（「壹傳媒」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

同去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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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775,058  940,953 
生產成本     
原材料成本  (116,109)  (148,227) 
其他費用  (152,587)  (172,077) 
員工成本  (306,056)  (326,191) 

      

 

    

    
 員工成本（不包括直接生產員工成本）  (230,475)  (272,171) 

其他收入 4 14,595  15,726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948  (876) 
呆壞賬撥備  (2,429)  (8,143)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46,618)  (47,301) 
預付租賃款項轉撥  (900)  (900) 
其他支出  (101,687)  (115,523) 
融資費用 6 (5,427)  (4,795) 

 
 
 

     除稅前虧損  (166,687)  (139,525) 
所得稅開支 7 (4,850)  (9,213) 
     期內虧損 8 (171,537)  (148,738)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858  24,116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169,679)  (124,622)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71,010)  (147,476) 
非控股權益  (527)  (1,262) 

       (171,537)  (148,738)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69,194)  (123,437) 
非控股權益  (485)  (1,185) 
       (169,679)  (124,622) 

     
 
每股虧損 10    
基本  (7.0 港仙)  (6.1 港仙) 

     攤薄  (7.0 港仙)  (6.1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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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1 817,925  817,925 
物業、機器及設備 12 1,059,353  1,082,670 
預付租賃款項 13 51,670  52,570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按金  10,397  8,690 

   1,939,345  1,961,855 
 流動資產     

存貨  67,952  69,73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453,409  445,685 
預付租賃款項 13 1,797  1,797 
可收回稅項  19,958  28,163 
受限制銀行結存 15 1,500  1,500 

 
 
 

應收關聯方款項  6,792  7,226 
 銀行結存及現金  398,689  500,546 
 
 

       950,097  1,054,64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488,692  444,360 
遞延收益  3,412  4,930 
撥備 18 95,909  98,426 
稅務負債  123  123 
  588,136  547,839 
     流動資產淨額  361,961  506,80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01,306  2,468,663 
    
非流動負債     
貸款 17 464,756  461,066 
退休福利計劃  52,876  55,756 
遞延稅項負債  179,993  178,421 
   697,625  695,243 
資產淨額  1,603,681  1,773,42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9 2,435,582  2,435,345 
儲備  (840,412)  (678,2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95,170  1,757,067 
     
非控股權益  8,511  16,353 
     權益總額  1,603,681  1,77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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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此等簡化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 34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載於此等簡化綜合財務報表內的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財務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擷取自該等財務報表。有關

該等法定財務報表的進一步資料披露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的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

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呈報。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

師在不對其報告作出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方式提述需予注意的任何事宜；及並無

載有香港公司條例第 406(2)條、407(2)或(3)條所指的聲明。 

 

2. 本中期期間內重大事件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壹傳媒雜誌有限公司及 Ideal Vegas 
Limited（「賣方」）、本公司（「擔保人」）以及獨立第三方 Gossip Daily Limited
（「買方」）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有

條件同意購買壹週刊廣告有限公司及壹傳媒出版有限公司（包括壹傳媒出版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目標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及業務知識產權（定義見買賣協

議），根據買賣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代價為 320,000,000 港元。賣方及擔保人須合理地

竭盡所能達致或促使達致買賣協議條款及條件的最後日期（「初步最後完成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五日。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買方、賣方及擔保人簽訂補充函件（「補充函件」），

據此，有關達致（或視乎情況而定，豁免）條款及條件的初步最後完成日期已由二零

一七年十月五日延長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六日，本公司

已接獲買方通知希望進一步延長初步最後完成日期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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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此等簡化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法編製。 

 

除下文所述外，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化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

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

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之本中期期間首次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且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的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此等簡化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

額及╱或所載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4. 收益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期內收益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互聯網廣告收入、互聯網訂閱收入、內容供應及開    
發手機遊戲和應用程式收入（「數碼業務」）  294,368  333,867 
報章銷售  160,697  179,547 
書籍及雜誌銷售  19,020  28,416 
報章廣告收入  185,981  243,148 
書籍及雜誌廣告收入  30,184  65,263 
印刷及分色製版服務收入  84,808  90,712 

        775,058  940,953 
     其他收入     
廢料銷售  2,341  2,674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43  498 
租金收入  8,564  8,420 
其他  3,247  4,134 
  14,595  15,726 
     總計  789,653  95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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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而向本公司行政總裁（即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

決策人」）提呈之資料，主要集中於所交付的產品及所提供服務之類別。這亦是本集

團管理及具體劃分本集團營運業務的基礎。在設定本集團可報告分部時，主要營運決

策人並無將所識別之經營分部彙合。 

 
具體而言，本集團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經營分部」下的報告及經營分部如下： 
 
經營分部 主要業務 
  
數碼業務 於香港、台灣及北美洲從事互聯網廣告、互聯

網訂閱、內容供應及開發手機遊戲和應用程
式業務 

  
報章出版及印刷 於香港及台灣從事報章銷售以及供應報章印刷

及廣告服務業務 
  
書籍及雜誌出版及印刷 於香港、台灣、北美洲、歐洲及大洋洲從事書

籍及雜誌銷售以及供應書籍及雜誌之印刷及
廣告服務業務 

 

不同經營分部間之所有交易均按當時適用之市價收費。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回顧期內按經營分部分析之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數碼業務 

 

 

報章出版 

及印刷 

 

書籍及雜誌

出版及印刷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294,368  388,362  92,328  -   775,058 
分部間銷售  -  103,942  5,959  (109,901)  - 
           總計  294,368  492,304  98,287  (109,901)  775,058 

           分部業績  (22,873)  (75,857)  (67,643)  -  (166,373) 

           未分類支出          (7,141) 
未分類收入          12,254 
融資費用          (5,427) 
           除稅前虧損          (16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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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數碼業務 

千港元 

 
報章出版 

及印刷 

千港元 

 
書籍及雜誌

出版及印刷 

千港元 

 
 

抵銷 

千港元 

 
 

 綜合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333,867  474,120  132,966  -   940,953 
分部間銷售  -     116,815  6,699  (123,514)   - 
           
總計  333,867  590,935  139,665  (123,514)   940,953 

           分部業績  9,255  (60,981)  (87,397)  -    (139,123) 

           未分類支出            (8,660) 
未分類收入           13,053 
融資費用            (4,795) 
           
除稅前虧損            (139,525)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取盈利（所產生虧損），而並無分配來自利息收入、若干租金及
其他收入、融資費用及若干企業及行政開支的收入或開支。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報告的計量。 
 
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數碼業務 

 
報章出版 

及印刷 

 
書籍及雜誌 
出版及印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84,929  1,568,894  412,157   2,465,980 
未分類資產         423,462 
         
資產總值         2,889,442 

         分部負債   (85,664)  (319,981)  (176,248)    (581,893) 
未分類負債          (703,868) 
         
負債總值          (1,285,761)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數碼業務 

 報章出版 
及印刷 

 書籍及雜誌 
出版及印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73,029  1,601,725  407,878   2,482,632 
未分類資產         533,870 
         
資產總值         3,016,502 

         分部負債  (86,010)  (309,074)  (188,626)    (583,710) 
未分類負債          (659,372) 
         
負債總值          (1,24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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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之資源： 
 

 除不屬於分部的可收回稅項、若干銀行結存及現金和企業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分配

至經營分部；及 

 除不屬於分部的若干其他應付款項、稅務負債、若干銀行貸款、遞延稅項負債及企

業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已計入分部業績或分部資產計量的款項： 
  

數碼業務 

報章出版 
及印刷 

書籍及雜誌
出版及印刷 未分類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添置非流動資產  10,071  4,884  1,890  -  16,845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0,241  28,387  5,711  2,279  46,618 
預付租賃款項轉撥  -  497  -  403  900 
呆壞賬撥備（撥備撥回）  1,213  3,077  (1,861)  -  2,429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開支  -  20  -  505  525 
處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63  15  29  -  107 
訴訟費用撥備（已扣除撥回）  -  9,695  (5,953)  -  3,742 
法律及專業費用  4,787  529  1,965  -  7,281 
遣散費  3,594  2,104  2,451  -  8,149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已計入分部業績或分部資產計量的款項： 
 

 數碼業務 

報章出版 
及印刷 

書籍及雜誌 
出版及印刷  未分類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添置非流動資產 8,357  4,319   3,564  -  16,240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8,737  28,037   8,246  2,281  47,301 
預付租賃款項轉撥 -  497   -  403  900 
呆壞賬撥備 3,280   3,856   1,007  -  8,143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開支 -  279   -  1,356  1,635 
處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虧損（收益） 89  6    (46)  -  49 

訴訟費用撥備（已扣除撥回） -  8,895   7,343  -  16,238 
法律及專業費用 3,802  684   2,613  -  7,099 
遣散費 784  18,773   18,206  -  3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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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之利息開支  5,427  4,795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     
香港  3,208   8,960 
其他司法管轄區  6   529 

       3,214   9,489 
遞延稅項：     
本期間  1,636    (276) 
        4,850   9,213 

 
 香港利得稅乃按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全年平均所得稅率之最佳預期予以確認。截至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用之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 16.5%（二零一六年：

16.5%）。 
 

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應課稅額按其在相關司法地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8. 期內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核數師薪酬  662  662 
經營性租賃費用：     
物業  542  1,379 
機器及設備  6,769  8,192 
處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已計入其他開支） 107  49 
呆賬撥備 2,429  8,143 
訴訟開支之撥備（附註 18）（已計入其他開支）  3,742  16,238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開支（已計入員工成本）  525  1,635 
遣散費（已計入員工成本）  8,149  3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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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概無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建議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亦無於報告期末後建議任何股息。 

 

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而言的虧損  (171,010)  (147,476) 

   
股份數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431,921,963  2,431,565,624 

 
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並無

假設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尚未行使購股權及獎授新股份已獲行使，此乃由於行使將導

致兩個期間之每股虧損下跌。 
 
11. 無形資產 

  刊頭及出版權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經審核）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482,799 

   累計減值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經審核）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64,874 

   賬面值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17,925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817,925 

   
由於刊頭及出版權預期可為本集團帶來無限期淨現金流入，因此本集團管理層視刊頭及

出版權為具有無限可使用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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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機器及設備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863,058 
匯兌差額   14,219 
添置   15,138 
處置   (6,026)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886,389 
   累計折舊及減值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780,388 
匯兌差額   5,817 
期內計提   46,618 
處置時抵銷   (5,787)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827,036 
   賬面值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59,353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1,082,670 
 
13. 預付租賃款項 
 
 位於香港之租賃土地按直線法於租賃期五十年內攤銷。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報告目的之分析：     
流動資產  1,797  1,797 
非流動資產  51,670  52,570 
       53,467  54,367 

   
 
1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382,477   386,584 
減：呆賬撥備    (47,244)    (44,756) 
        335,233   341,828 
預付款項   65,188   71,933 
租金及其他按金   12,435   12,582 
其他   40,553   19,34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453,409   445,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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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 7 至 120 日之信貸期。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與相關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呈列之應收賬款（經扣除呆

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一個月  119,393  129,622 
一至三個月  127,961  120,954 
三至四個月  44,645  51,149 
四個月以上  43,234  40,103 
       335,233  341,828 

 

本集團的應收賬款結餘包括賬面總值為 43,234,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40,103,000 港元）的應收款項，該筆款項於報告期末已逾期未還，但本集團並無就此作出

減值虧損撥備，原因為本公司董事根據該等欠款的償還記錄認為有關餘額將可收回。本

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以下為逾期未償還但並無減值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四個月以上  43,234  40,103 

      
呆賬撥備變動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四月一日（經審核）   44,756   58,104 
已確認減值虧損   2,429   8,143 
匯兌差額   82    204 
撇銷不可收回的金額    (23)    (17) 
     於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7,244   66,434 

 
呆賬撥備包括還款記錄欠佳的延期付款的個別已減值應收賬款，結餘總額為 47,244,000 港

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44,756,000 港元）。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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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受限制銀行結存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銀行結存內為數 1,5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1,500,000 港元）的款項，受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進行之股本削減行動所

規限，只可用於清償若干潛在債項及索償。期內的受限制銀行結存按固定年利率 0.50%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內年利率為 0.50%）計息。管理層預計受限制銀行結存將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起一年內提取。 
 
1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55,693  72,847 
應計員工成本 210,093  185,491 
應計費用 126,625  110,829 
其他應付款項 96,281  75,19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488,692  444,360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一個月  34,225  40,071 
一至三個月  13,951  20,784 
三個月以上  7,517  11,992 
       55,693  72,847 

 
17. 貸款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須於下列期間償還的賬面值     
－ 按要求或一年內  -   - 
－ 第二年  51,640   - 
－ 第三年  103,279   102,459 
－ 第四年  103,279   102,459 
－ 第五年  103,279   102,459 
－ 五年以上  103,279   153,689 
       464,756   461,066 
減：呈列為流動負債的一年內到期或按要求      
          償還的金額  -  - 

     非流動部分  464,756   46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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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i)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償還零港元之銀行貸款（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306,696,000 港元）。 

 

(ii)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464,756,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461,066,000 港元）的銀行貸款結餘按三個月台北銀行同業拆息加 1.55%的年利率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三個月台北銀行同業拆息加 1.55%的年利率）計息。 

 

期內貸款的加權平均實際年利率（相等於合約利率）為 2.32%（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

一日：年內年利率為 2.33%）。 

 

本集團的貸款均以本集團相關實體的功能貨幣新台幣（「新台幣」）列值。 

 

(iii)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動用之銀行信貸總額為 127,439,000 港元（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36,865,000 港元）。 
 
18. 撥備 

 
   訴訟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98,426 
期內額外撥備    9,742 
期內付款     (6,346) 
期內撥回     (6,000) 
匯兌差額     87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5,909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列作流動負債的撥備，與香港及台灣日常出版業務

所產生的多宗法律訴訟有關。 

 

確認該撥備乃基於管理層向法律顧問就本集團可能出現的結果及責任進行諮詢後作出的

最佳估計。倘實際未來結果與估計有所不同，或須作出進一步撥備。 

 

本集團撥備總額包括與霸王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霸王國際」）及霸王（廣 

州）有限公司（「霸王廣州」）的訴訟。於二零一零年七月，霸王國際（為第一原告 

人）及霸王廣州（為第二原告人）（統稱「原告人」）就週刊－《壹週刊》刊登的一篇

文章，向壹週刊出版有限公司發出傳訊令狀，聲稱（其中包括）該文章的若干部分屬誹

謗及╱或惡意中傷。壹週刊出版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就該索償提交反申索答辯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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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日開審，並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審結。高等法院於二零

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頒下判決（「判決」）。高等法院根據若干證據判決原告人勝訴，

但駁回原告人有關惡意中傷之索償，並據此指令（其中包括）壹週刊出版有限公司須支

付合共約 3,000,000 港元賠償金及原告人之 80%訴訟費用。壹週刊出版有限公司已於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日支付賠償金予原告人。經雙方進一步磋商後，原告人已於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十六日悉數收取 18,000,000 港元及彼等就該案件所有訟費、賠償和利息索償的最終付

款。截至本公告日期，壹週刊出版有限公司與原告人之間的訴訟經已全部完結。 
 
19.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期╱年初 2,431,726,881  2,431,316,881  2,435,345  2,435,010 
就獎授新股份發行普通股  300,000  410,000  237  335 
         
於期╱年末  2,432,026,881  2,431,726,881  2,435,582  2,435,345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收益減少 17.6% 至 775,100,000 港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41,000,000 港元），其中 294,400,000 港元、388,400,000 港元及

92,3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33,900,000 港元、474,100,000 港元及

133,000,000 港元）分別源於數碼業務、報章出版及印刷業務和書籍及雜誌出版及印刷業務。 

 

本集團於期內錄得未經審核綜合虧損為 171,500,000 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虧損 148,700,000 港

元，虧損額增加 15.3%或 22,800,000 港元。此乃主要由於回顧期內香港和台灣經濟增長放緩引致

市場情緒低迷和廣告支出謹慎，加上線上程序化廣告購買面對全球激烈競爭。此外，本集團進

行重組程序，導致相關報刊的員工裁減，產生代通知金 8,1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37,800,000 港元）。該倒退亦與現今更多讀者取免費網上媒體而捨印刷刊物，以

致本集團刊物的發行收入下跌有密切關係。 

 

因此，本公司期內錄得每股基本虧損 7.0 港仙，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每股基本虧損 6.1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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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香港及其他地區的經營業務佔總收益約 61.3%，

相比去年同期則為 62.0%，而台灣業務佔總收益 38.7%，相比去年同期則為 38.0%。 

 

雖然傳統印刷出版加速轉型至數碼媒體，令本集團在香港及台灣兩地的印刷業務業績雙雙受 

損，但本集團數碼業務得以捕捉此快速增長的市場，並穩定增加對本集團收益貢獻的比例。 
 

數碼業務 

 

數碼化乃大勢所趨。本集團緊隨數碼革命，不斷開發具創意的解決方案，提供數碼形式內容。

我們創立的「super app」是一個綜合《蘋果日報》平台，涵蓋本集團所有雜誌，即《壹週 

Plus》、《飲食男女》、《Ketchuper》、《搵車快線》、《交易通》及《青雲路》，吸引大量讀

者及頁面瀏覽人次。香港及台灣的綜合平台每月平均頁面瀏覽人次合共錄得 2,100,000,000（資

料來源︰《蘋果日報》內部系統記錄），使其躋身世界首屈一指的新聞網站。 

 

《蘋果日報》的電子版本透過錄像及動畫形式命名為《蘋果動新聞》發放，成為香港及台灣手

機中最受歡迎的新聞資訊。《蘋果日報》新聞網站成為大部分新聞關注者每日頻繁瀏覽的網 

站。 

 

《蘋果日報》用戶基礎龐大，香港每月獨立非重返用戶 4,900,000 人（資料來源︰ComScore），

台灣每月獨立非重返用戶 12,200,000 人（資料來源︰ComScore），美國每月獨立非重返用戶

2,500,000 人（資料來源︰《蘋果日報》內部系統記錄）及加拿大每月獨立非重返用戶 430,000 人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內部系統記錄）。本集團能夠透過此龐大用戶基礎獲得廣告收 

益。此外，本集團繼續將客戶基礎多元發展至中小型商戶的潛在市場。期內電子分類業務於該

市場錄得 4,600,000 港元的收益。該平台已吸引 1,000 名商戶參與，前景可期。 

 

本集團的網上遊戲業務於報告期內穩定發展，並計劃於本年度下半年推出一系列新遊戲。 

 

儘管《蘋果日報》電子平台維持市場領先地位，於回顧期內，該業務的外部收益（包括訂閱 

費、網上廣告收入、內容特許使用版權費、遊戲及內容贊助及應用程式內購買虛擬產品）為

294,4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的 333,900,000 港元減少 11.8%或 39,500,000 港元。於回顧期

內，73.0%的收益來自香港。收益下降主要由於主要類別的廣告開支減少，以及廣告費用因業內

程序化購買激增而受到重大影響。 

 

於回顧期內，該業務的分部虧損為 22,9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的分部溢利 9,300,000 港元減少

346.2%或 32,200,000 港元。此乃主要由於全球競爭及營運成本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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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出版及印刷業務 

 

《蘋果日報》以內容開放、編採風格鮮明及竭力追求真相著稱，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蘋果

日報》保持其作為香港讀者人數最多收費日報的地位，銷量亦名列前茅。由二零一七年一月至

六月期間，每日平均銷量為 124,967 份（資料來源︰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有限公司（二零一七年

一月至六月）），而去年同期為 147,443 份（資料來源︰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有限公司（二零一

六年一月至六月））。在回顧期內，《蘋果日報》的收益為 141,4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之

179,300,000 港元減少 21.1%或 37,900,000 港元。廣告收益佔其中 46,500,000 港元，而發行收益為

94,9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的相關數字 78,400,000 港元及 100,900,000 港元分別減少 40.7%
或 31,900,000 港元及 5.9%或 6,000,000 港元。帶來重大收益的廣告類別為貸款、旅行社、汽車、

家居用品及海外市場的房地產等界別。 

 

《台灣蘋果日報》素以編採立場不偏不倚、版面設計引人注目見稱，是台灣讀者最多的收費日

報之一。期內每日平均銷量為 209,537 份，而去年同期為每日 263,000 份。在回顧期內，其收益

達 195,8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231,600,000 港元下降 15.5%或 35,800,000 港元。廣告收入佔

《台灣蘋果日報》收入的 129,300,000 港元，而其發行收入則為 65,700,000 港元，相較去年同期

賺得分別 152,300,000 港元及 78,600,000 港元，跌幅為 15.1%或 23,000,000 港元及 16.4%及

12,900,000 港元。廣告收入的主要來源為汽車、裝修及佈置行業、旅遊及百貨公司。 

 

本集團免費報章《台灣爽報》每日的內容包含新聞、娛樂及專題，依然廣受歡迎。該報逢星期

一至五每天清晨在台北市捷運站外派發予公眾。回顧期內，其印刷量每日約為 90,162 份（二零

一六年：113,390 份）。《台灣爽報》特別受當地廣告客戶青睞，包括餐廳、銀行機構、政府機

關、百貨公司及教育機構。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章出版及印刷業務的總收入維持於 388,400,000 港元，

較去年同期的 474,100,000 港元下跌 18.1%或 85,700,000 港元。 

 

《蘋果日報》及《台灣蘋果日報》仍為該業務貢獻最大收益，達至 337,200,000 港元及佔本集團

總收益 43.5%。與去年同期 410,900,000 港元的數字對比，其反映 17.9%或 73,700,000 港元的減

幅。因此，該業務的分部虧損增加 24.4%至分部虧損為 75,900,000 港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的分

部虧損則為 61,000,000 港元。此乃主要由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報章所產生的廣告收益及發行收入

大幅下跌所致。 
 

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蘋果日報印刷」） 

 

雖然報章印刷業務因《蘋果日報》的印刷量下跌而備受打擊，但該業務繼續為本集團帶來貢 

獻。於回顧期內，其收益為 74,9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的 96,800,000 港元減少 22.6%或

21,9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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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蘋果日報印刷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包括來自承印本地及海外報章服務的收益，

亦即總收益減有關印刷本集團旗下刊物的交易，為 41,000,000 港元。該數字較去年同期的

50,700,000 港元減少 19.1%或 9,700,000 港元。 
 

書籍及雜誌出版及印刷業務 

 

由於印刷刊物持續轉型為數碼平台及雜誌市場競爭激烈，導致書籍及雜誌出版及印刷業務的收

益大幅下滑，其收益為 92,3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133,000,000 港元減少 30.6%或

40,700,000 港元。 

 

於回顧期內，該業務錄得分部虧損為 67,600,000 港元，相較去年同期的分部虧損 87,400,000 港 

元，虧損收窄 19,800,000 港元，主要來自去年同期的遣散費 18,200,000 港元。市況不景下，回顧

期內《香港壹週刊》及《台灣壹週刊》的廣告收益分別為 9,800,000 港元及 12,300,000 港元，較

去年同期的 14,800,000 港元及 29,000,000 港元分別減少 33.8%及 57.6%。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飲食男女》印刷版停刊並轉型於本集團網站刊載數碼版。 
 

商業印刷 

 

儘管面對行業激烈競爭、讀者習慣改變以及海外印刷訂單下跌等嚴峻挑戰，商業印刷業務於截

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益 43,1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39,300,000 港元收益

增加 9.7%或 3,800,000 港元。 
 

出售若干雜誌業務 

 

茲提述壹傳媒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四日、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

七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六日的公告以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的通函，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壹傳媒出售《香港壹週刊》及《台灣壹週刊》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交易時段後），壹傳媒雜誌有限公司及 Ideal Vegas Limited（「賣

方」，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壹傳媒（擔保人）及 Gossip Daily Limited（「買方」，

為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及買方有條件同意收購壹週刊廣告

有限公司及壹傳媒出版有限公司以及其台灣分公司（為壹傳媒就持有上述雜誌業務的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連同其相關業務知識產權，代價為 320,000,000 港元。 

 

出售若干雜誌業務對本集團為一個變現其投資的良機，並帶來可觀的出售收益，以改善本集團

的營運資金狀況，應付其財務需要及為未來業務投資提供資金。交易的初步最後完成日期預期

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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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及展望 

 

有見傳媒行業數碼化勢在必行，本集團已進一步精簡其成本架構，將內容轉移至網上，並優化

我們的組合，以確保整體策略一致。目前，我們的產品組合更有能力滿足讀者及廣告商的需 

求。本集團不斷發掘新收入來源，將為市場引入新穎的 iBeacon 服務。iBeacon 是一項智能手機

解決方案，根據地理位置定位提供資訊。本集團的新 iBeacon 服務將根據讀者的地理位置，為彼

等提供貼身的資訊和廣告，這為本地企業及活動提供非常有效的「最後一里」解決方案，為讀

者帶來嶄新及優質的體驗。產品的初步試行測試吸引了大量本地商戶的正面反饋意見和興趣。

本集團自信該計劃將大大地豐富我們的產品組合。 

 

本集團繼續投資及調配資源，以建立堅實的數碼業務。團隊致力透過新技術不斷改良我們的綜

合數碼平台，以及創作原創和引人入勝的內容，強化我們的網上佔有率。透過不斷革新，本集

團將能夠累積忠實的讀者基礎，從而開拓潛在商機及合作機遇。 

 

雖然當前的格局偏向數碼資源，但傳統印刷媒體仍被視為主流媒體。因此，本集團將維持嚴謹

的成本控制、改善工作流程效率及重組和精簡管理及營運程序，繼續穩住其在印刷媒體行業的

牽頭地位。為在數碼媒體尖端佔一席位及維持印刷媒體的擁有權，本集團將秉持其一貫的熱 

忱，矢志為所有受眾締造優質、引人入勝及豐富創意的內容。 

 

一帶一路倡議重新整頓服務及消費行業經濟，為傳媒行業掀開全新機遇。本集團已在各方面準

備就緒，務求抓住該等機遇及不斷推出新產品和服務、擴闊收入來源以及實現潛在協同效益。 
 

財務回顧 

 

財務狀況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主要來自其持續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量，其次來自主要往來銀行提供的銀

行融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現金淨額約 400,2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502,000,000 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可使用之銀行融資合計 598,000,000 港元，其中已動用

470,600,000 港元。本集團之銀行借貸需求不受季節因素影響，所有借貸款項均以浮息計算利 

息。本集團之銀行借貸以新台幣結算。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儲備總額為 400,200,000 港元。本集團於同

日之流動比率為 161.5%，而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 192.5%。本集團於同日之負債比率

為 16.1%，而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 15.3%。該等數字乃按長期負債（包括流動部分）

除以資產總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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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一財政年度，本集團向一間位於台灣的銀行借入新有期貸款融資，總額為新台幣

1,800,000,000 元（相當於 464,800,000 港元），作為一般營運資金及取代一間位於台灣的銀行授

予的按揭貸款融資。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賬面值總額為 623,000,000 港元之本集團台灣物業已抵押予多家銀 

行，換取其獲授銀行融資。 
 

股本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及繳足股本總額為2,435,6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2,435,300,000港元），已發行無面值之股份總數為2,432,026,881股（二零一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2,431,726,881股）。 
 

匯率風險及資本性開支 
 

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或新台幣為計算單位。本集團就新台幣承受之匯率風險來自其

於台灣之現有雜誌及報章出版與數碼業務。本集團安排新台幣銀行貸款以減低該項風險。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貨幣風險淨額為新台幣 2,702,200,000 元（相當於

697,700,000 港元），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新台幣 3,690,000,000 元（相當於 945,200,000
港元）減少 26.8%。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性開支總額為 16,800,000 港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200,000 港元）。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未付資本

承擔為 1,8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5,500,000 港元）。 
 

或然負債 
 

(a) 待決訴訟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其出版業務一般運作過程中招致香港及台灣之多宗法律訴

訟，因而承擔或然負債。 
 

本集團已累計撥備 95,900,000 港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98,400,000 港元）。該等撥備

已根據本公司法律顧問意見就未了結法律訴訟確認。 
 

(b) 收購 Database Gateway Limited 產生之或然負債 

因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收購 Database Gateway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所收購集團」）

的關係，本集團可能承受或然負債，包括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後產生、作出或引致的所

有付款、索償、訟案、賠償及和解付款及任何有關費用及開支源於或關於(1)二零零一年十月二

十六日及之前任何第三者向所收購集團提出的索償，(2)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及之前的任何

時間所收購集團出版的報章及雜誌內容日後可能引起的誹謗索償、侵犯知識產權索償及其他訴

訟索償，及(3)與承建商太元承建有限公司發生的糾紛。 

 

控股股東黎智英先生（「黎先生」）已向所收購集團承諾，其將對所有或然負債，作出無限額

個人彌償保證（「彌償保證」）。黎先生亦已安排銀行就其於彌償保證中的責任，向本公司及

所收購集團提供為數 60,000,000 港元的銀行擔保，為期三年，直至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為

止，有關擔保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重續，再續期三年，直至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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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擔保 

壹傳媒及其附屬公司亦就多項公司擔保承擔或然負債，該等公司擔保為本集團就其若干附屬公

司及同系附屬公司所動用的信貸而向財務機構提供。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該等或然負債

為 598,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603,800,000 港元），其中 470,600,000 港元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466,900,000 港元）已被其若干附屬公司動用。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 2,960 名僱員，其中 1,454 名為香港僱員，1,499 名為台灣

僱員，5 名為加拿大僱員，以及 2 名為美國僱員。於本公司二零一六╱二零一七年年報內披露與

僱員薪酬、花紅、股份獎勵計劃及員工發展有關之政策概無重大變動。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員工成本總額為 536,500,000 港元，去年同期則為 598,400,000 港元。減幅

乃主要源於期內本集團出售若干雜誌業務及整合其他營運。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於整個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

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輕微偏離守則條文第 A.6.7 及 E.1.2 條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 A.6.7 條訂明，獨立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均衡瞭解股東意 

見。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 E.1.2 條訂明，審核、薪酬及提名委員會的主席應獲邀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於回顧期間，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薪酬委員會主席黃志雄先生因其他事務未能出席二

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自有操守守則。所有董事已在向其作出具體查詢後確

認，彼等於回顧期內均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買賣或贖回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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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獨立核數師討論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政策及常規，並審閱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化綜合財務報表。 

 

刊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www.nextdigital.com.hk 及「披露易」網站 www.hkexnews.hk 刊載。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在該兩個網站登載及寄發

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張嘉聲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展望性陳述 

 

本公告載有若干屬「展望性」或使用各種「展望性」詞語之陳述。該等陳述乃按董事現時對本

集團所經營之行業及市場之信念、假設、期望及預測撰寫。該等陳述將受本集團控制能力範圍

以外之風險、不明朗因素及其他因素影響。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非執行董事： 

葉一堅先生 

（非執行主席） 

 

執行董事： 

張嘉聲先生 

（行政總裁） 

周達權先生 

（財務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志雄先生 

李嘉欽博士 

Bradley Jay Hamm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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