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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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GROUP LIMITED
第 一 視 頻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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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業績，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6 1,565,159 92,182

收益成本 1,571,638 (162,398)  

毛損 (6,479) (70,216)

其他收益及虧損 7 3,632 6,736

銷售及營銷費用 (22,677) (13,497)

行政費用 (91,731) (41,491)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5,549) (4,979)  

除所得稅前虧損 8 (132,804) (123,447)

所得稅 9 – –  

期內虧損 (132,804) (12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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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全面收入之 

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21,544 1,540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1,641) 15,71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9,903 17,25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22,901) (106,191)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30,083) (120,749)

非控股權益 (2,721) (2,698)  

(132,804) (123,447)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0,361) (104,346)

非控股權益 (2,540) (1,845)  

(122,901) (106,191)  

每股虧損
— 基本（港幣仙） 10 (3.94) 仙 (3.66) 仙  

— 攤薄（港幣仙） 10 (3.94) 仙 (3.66)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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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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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5 16,42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2 259,155 273,617
商譽 13 102,490 102,702
無形資產 369,640 386,325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14 374,662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4 40,801 –
其他金融資產 14 – 364,450  

1,160,683 1,143,523  

流動資產
存貨 62,575 –
其他應收款項、定金及預付款項 129,309 63,56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14 5,285 –
其他金融資產 14 – 2,312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5,105 60,645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4,004 4,099
銀行結餘及現金 266,971 451,771  

503,249 582,38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5 580 –
已收定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103,560 37,599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38 379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3,353 58,304
應付稅項 112,094 112,094  

219,925 208,376  

流動資產淨值 283,324 374,011  

資產淨值 1,444,007 1,51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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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
股本 16 33,392 32,979
儲備 1,391,914 1,463,27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25,306 1,496,258
非控股權益 18,701 21,276  

 
權益總額 1,444,007 1,51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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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股份薪酬 

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保留盈利╱
（累計虧損）

非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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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2,979 1,488,282 1,059,408 8,060 (7,834) 9,370 (757,045) 24,085 1,857,305

溢利或虧損 – – – – – – (120,749) (2,698) (123,447)

其他全面收入 – – – – 1,540 14,863 – 853 17,25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1,540 14,863 (120,749) (1,845) (106,191)

向一間附屬公司注資 – – – – – – 32 (32) –

確認股份付款支出 – – – 96 – – – – 96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2,979 1,488,282 1,059,408 8,156 (6,294) 24,233 (877,762) 22,208 1,751,210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如原方式呈列） 32,979 1,488,282 1,059,408 5,307 (5,518) 36,514 (1,120,714) 21,276 1,517,534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附註3） – – – – 7,375 – – – 7,375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經重列結餘 32,979 1,488,282 1,059,408 5,307 1,857 36,514 (1,120,714) 21,276 1,524,909

損益 – – – – – – (130,083) (2,721) (132,804)

其他全面收入 – – – – 21,544 (11,822) – 181 9,903         

全面收入總額 – – – – 21,544 (11,822) (130,083) (2,540) (122,901)         

向一間附屬公司注資 – – – – – – 35 (35) –

行使購股權（附註16） 413 21,115 – (3,357) – – – – 18,171

確認股份付款支出 – – – 23,828 – – – – 23,828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3,392 1,509,397 1,059,408 25,778 23,401 24,692 (1,250,762) 18,701 1,44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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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173,662) (118,438)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22,426) (338,385)

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18,171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177,917) (456,823)

匯率變動之影響 (6,883) (2,258)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51,771 745,535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6,971 286,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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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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大道中15號置地廣場公爵大廈35樓3506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稱「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電信媒體業務，包
括網絡視聽新媒體、網絡遊戲、互聯網醫療及其他互聯網+業務，及彩票相關業務。

2. 編製基準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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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獲授權刊發。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二零一七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同，惟該
等與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期間首次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之相關者除外。此乃本集
團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首套財務報表。會計政策之任何變
動詳情載於附註3。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需運用會影響政策應用以及年內迄
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呈報金額的若干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差
異。編製財務報表時已作出重大判斷及估計的範疇以及其影響披露於附註4。

除另有指明者外，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幣（「港幣」）呈列。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說明附註。該等附註包括對理解本集團自二零一七年年度財務
報表刊發以來財務狀況及業績變動而言屬重大的事件及交易的說明。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及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
資料，並應與二零一七年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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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若干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 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之修訂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保險合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之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見下文附註3A）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
的收益（見下文附註3B）之影響已於下文概述。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其他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合併金融工具會計處理的所有三個方面：(1)分類及計量；(2)

減值及(3)對沖會計處理。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已導致本集
團會計政策及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確認的金額產生變動。

  (i) 金融工具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基本上保留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金融負債分類及計量的現
有規定。然而，其取消先前就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及可供出售金融資
產的金融資產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類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本集團有關
金融負債的會計政策並無重大影響。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本集團金融資產分類及
計量的影響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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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除若干貿易應收款項（貿易應收款項不包括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重大融資部分）外，實體於初次確認時須按公平值加交易成本（倘
為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計量金融資產。金融資產
分類為：(i)按攤銷成本（「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ii)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或(iii)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定義見上文）。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資產的分類一般基於兩個準則：(i)受管理金融資產
的業務模式及(ii)其合約現金流量特徵（「僅支付本金及利息」準則，亦稱為「僅支付本金
及利息標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嵌入式衍生工具毋須與主體金融資產分
開列示。取而代之，混合式金融工具須整體評估分類。

當金融資產同時符合以下條件，且並無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則該金融資產按攤銷
成本計量：

• 其由一個旨在通過持有金融資產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的業務模式所持有；及

• 該金融資產的合約條款於特定日期可提高現金流量，而該現金流量為就符合僅為
支付本金及利息準則。

倘債務投資同時符合以下條件，且並非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則該債務投資按公平
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 其由一個旨在通過持有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銷售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所持
有；及

• 該金融資產的合約條款於特定日期可提高現金流量，而該現金流量為就符合僅為
支付本金及利息準則。

於初次確認並非持作買賣用途的股本投資時，本集團可不可撤回地選擇於其他全面收
入中呈列投資公平值後續變動。該選擇乃按投資逐項作出。所有上述非分類為攤銷成
本計量或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其他金融資產，均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此包括所有衍生金融資產。於初次確認時，本集團可不可撤回地指定金融資產（於其他
方面符合按攤銷成本計量或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前提是
有關指定可消除或大幅減少會計錯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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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會計政策將適用於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如下：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其後按公平值計量。公平值、股息及利息收
入的變動均於損益中確認。

攤銷成本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其後採用實際利率法計量。利息收
入、匯兌損益及減值均於損益中確認。終止確認的任何收入均
於損益中確認。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
面收入（債務投資）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債務投資其後按公平值計量。以
實際利率法計算得出的利息收入、匯兌收益及虧損及減值於損
益確認。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於終止確
認時，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的收益及虧損重新分類至損益。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
面收入（股本投資）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股本投資其後按公平值計量。股
息收益於損益確認，除非股息收入明確指投資成本部分收回。其
他收益及虧損淨額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並不重新分類至損益

下表概述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各類金融資產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原有計
量類別及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新計量類別：

金融資產

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 
原有類別

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 
的新類別

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的賬面值

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的賬面值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上市債務投資 可供出售（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入列賬）

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入

2,312 2,312

投資基金 可供出售（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入列賬）

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入

69,607 69,607

投資基金 可供出售（按成本列賬） 
（附註3A(i)(a)）

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入

287,157 294,532

非上市股本投資 可供出售（按成本列賬）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7,686 7,686
其他應收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7,593 7,593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60,645 60,645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4,099 4,099
銀行結餘及現金 貸款及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451,771 451,771



– 11 –

(a)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若干投資基金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計
入其他全面收入。本集團擬持有該等股本投資作長期策略性用途。該等投資基金於
活躍市場並無報價。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本集團已指定該等股本投資於
首次應用日期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計量。因此，公平值約為港幣294,532,000

元的金融資產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於二
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過往賬面值與公平值之差額為港幣7,375,000元，已計入投資重
估儲備。

  (ii) 金融資產的減值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更改本集團的減值模式，將由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已產
生虧損模式」更改為「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規定本集團以較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為先就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及按公平值計
入其他全面收入的債務投資確認預期信貸虧損。現金及現金等值物須受預期信貸虧損
模式所限，惟即期減值並不重大。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虧損撥備按以下其中一項基準計量：(1)12個月的預期信
貸虧損：其為於報告日期後12個月內發生的潛在違約事件導致的預期信貸虧損；及(2)

年限內預期信貸虧損：此乃於金融工具預計年期內所有可能的違約事件將產生的預期
信貸虧損。

   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

預期信貸虧損為信貸虧損之概率加權估計值。信貸虧損按所有預期現金差額之現值計
量（即根據合約應付本集團之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收取之現金流量之差額）。

倘貼現影響重大，則預期現金差額將採用以下貼現率貼現：

— 固定利率金融資產及其他應收款項：於初步確認時釐定的實際利率或其近似值；
及

— 可變利率金融資產：當前實際利率。

估計預期信貸虧損時所考慮之最長期間為本集團面臨信貸風險之最長合約期間。

於計量預期信貸虧損時，本集團已計及毋須不必要之額外成本或工作而可獲得之合理
及可靠資料。該等資料包括有關過往事件、目前狀況及未來經濟狀況預測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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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信貸虧損乃按下列其中一個基準計量：

— 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預期於報告日期後12個月內可能發生之違約事件將會導致
之虧損；及

— 存續期預期信貸虧損：預期於採用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之項目之預計使用年期內可
能發生之所有違約事件將會導致之虧損。

就所有金融工具而言，本集團確認之虧損撥備相等於12個月之預期信貸虧損，除非自首
次確認以來金融工具之信貸風險大幅增加，於此情況下，虧損撥備乃按相等於存續期
預期信貸虧損之金額計量。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之影響

本集團根據歷史結算記錄、過往經驗及可用前瞻性資料，設立預期信貸虧損模型。本集
團得出結論認為，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預期信貸虧損對金融資產造成之影響微乎
其微。

  (iii) 對沖會計處理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對沖會計處理對本集團並無影響，此乃由於本集團並未
在對沖關係中應用對沖會計處理。

  (iv) 過渡安排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過渡性條文，以使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全
面獲採納而毋須重列可資比較資料。因此，新預期信貸虧損規則產生的重新分類及調
整並無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表中反映，惟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的財務狀況表中確認。其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確認保
留溢利及儲備產生的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的賬面金額的差異。因此，二零一七年呈列
的資料並不反映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規定，惟反映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規定。

以下評估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初次應用日期（「初次應用日期」）存在的事實及
情況而作出：

— 釐定持有的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

— 指定及撤銷原來指定的若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
及

— 指定對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且共非持有作買賣的股本投資的若干投資。

倘於債務投資的投資在初次應用日期具有較低的信貸風險，則本集團假設該資產的信
貸風險自其初始確認起並無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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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
及相關詮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建立一個五步模型，以將客戶合約收益列賬。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收益按能反映實體預期就向客戶轉讓貨物或服務作交換而有權獲
得之代價金額確認。

本集團已採用累計影響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無可行權宜方法）。本集團已將初次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累計影響確認為於初次應用日期（即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對保留盈利期初結餘的調整。因此，就二零一七年呈列之財務資料並未重新呈列。

本集團已於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應用下列有關收入確認的會計政策：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載五步模式確認客戶合約收入：

第一步： 識別與客戶訂立的合約：該合約界定為雙方或多方之間訂立的協議，具可執行權
利及責任。

第二步： 識別合約中的履約責任：履約責任為客戶合約中向客戶轉讓貨品或服務的承諾。

第三步： 釐定交易價：交易價為本集團預期向客戶轉讓所承諾貨品或服務而有權獲得的代
價金額（不包括代表第三方收回之金額）。

第四步： 將交易價分配至合約中的履約責任：倘合約中有超過一項履約責任，本集團將按
預期就履行各項履約責任而有權換取之代價的金額，將交易價分配至各項履約責
任。

第五步： 於（或當）本集團履行履約責任時確認收益。

本集團已審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影響並認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該等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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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集團各項貨品有關之新主要會計政策及過往會計政策變動之性質詳情載列如下：

產品 貨品性質及達成履約責任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會計政策變動之性質及影響

廣告及服務收入 收益於有關服務提供期間內確認。廣告及服
務發票按月發出，通常須於30日內支付。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並無對本集團的會計政
策產生重大影響。

電子商務貿易收入 當貨品交付客戶及獲客戶接納後，客戶取得
產品的控制權。因此，收益於客戶接納產
品後確認。通常只有一項履約責任。當產
品獲接納及客戶於交付前預付全數金額
後，才會發出電子商務發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並無對本集團的會計政
策產生重大影響。

4. 應用判斷及估計

編製綜合簡明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對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所報告資產和負債以及收支的
數額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或會與此等估計不同。

在編製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時，除了附註3所述有關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新重大判斷及估計不明朗性主要來源外，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
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和估計不確定性的關鍵來源，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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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報告

 (a) 須申報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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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有兩個須申報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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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移動客戶端的微視頻新聞平台、網絡遊戲、網絡演出、其他互聯網+業務；及
應用區塊鏈技術的網絡貿易平台。

• 彩票相關業務－提供彩票資訊服務。

由於中國政府自二零一五年三月一日起暫停彩票相關業務，本集團的彩票分類持續萎縮。
由於彩票分類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變得微不足道，主要經營決策人（「主要經營決策人」）將
不會根據彩票分類的分類業績作出戰略決策。

期內，為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表現而向主要經營決策人呈報的資料為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所呈報的本集團整體財務資料。有關資料並不包含特定產品或服務線或地區範圍的損益
資料。因此，主要經營決策人已認定本集團只有一個單一須申報分類，即電訊媒體業務。主
要經營決策人按合併基準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b) 地區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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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的非流動資產總額有90%以上位於中國，其餘非流動資產位於香港及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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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主要客戶

來自三名相應期間的客戶的收入（二零一七年：一名客戶）貢獻本集團的銷售總額超過10%，
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TMD1（附註） 25,280 90,779

客戶甲 471,428 –

客戶乙 211,611 –

客戶丙 204,768 –  

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的聯營公司為與其進行的交易佔本集團的收入超過10%的主
要客戶。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來自本集團聯營公司的收入約為港幣
90,779,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來自本集團聯營公司的收入約為
港幣25,280,000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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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電信媒體業務：
－ 廣告及服務收入、銷售互聯網遊戲產品 

及電子商務貿易收入 1,565,159 9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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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3,895 1,339

政府補助 1,228 –

匯兌虧損淨額 (810) (570)

其他 (681) (321)

出售其他金融資產之收益 – 6,2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2)  

3,632 6,73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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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11 4,947

無形資產攤銷 15,798 17,801

已售存貨賬面值 1,537,963 –

核數師酬金 513 28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酬及工資 25,671 12,569

退休金供款 1,918 1,462

股份付款 23,259 96  

50,848 14,127  

9. 所得稅

於二零一七年及期內，由於本集團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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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高新技術企業，並於二零一七年可
按優惠稅率15%繳稅除外。於二零一七年及期內，由於本集團並無應課稅收入，故並無就中國所
得稅作出撥備。

Arab Business TV FZ-LLC為於杜拜註冊成立之自貿區有限公司。根據杜拜的所得稅規則及規定，
其可豁免繳納所得稅50年。



– 18 –

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期內虧損 (130,083) (120,749)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301,429 3,297,925  

 每股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仙 港幣仙

每股基本虧損 (3.94) (3.66)  

每股攤薄虧損 (3.94) (3.66)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並無假設行使尚未行
使購股權，原因為其對每股虧損之計算具有反攤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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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元（二零一七年：港幣18,6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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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資產淨額 55,234 70,245

商譽 244,533 244,543  

299,767 314,788

減：減值 (40,612) (41,171)  

259,155 27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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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銀行(BVI)有限公司 

（「亞洲銀行」）
有限公司 英屬維爾京群島 37.53% 提供離岸互聯網銀行 

服務

Roc and Partners Limited 有限公司 英屬維爾京群島 30% 暫無營業

財務資料概要（重要聯營公司）：

TMD1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總額 124,013 149,497

負債總額 (158,143) (183,956)  

聯營公司之負債淨額 (34,130) (34,459)  

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賬面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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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5,407 91,073  

期內（虧損）╱溢利 (86) 61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期內虧損 (50) –  

亞洲銀行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總額 186,819 235,601

負債總額 (735) (6,829)  

資產淨額 186,084 228,772  

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賬面值 186,084 270,52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 –  

期內虧損 (40,721) (13,238)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期內虧損 (15,489) (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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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商譽

港幣千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421,658
收購附屬公司 18,549
匯兌調整 31,482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71,689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1,006
匯兌調整 (5,793)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466,902 

累計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334,791
添置 8,932
匯兌調整 25,26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68,987
匯兌調整 (4,575)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364,412 

賬面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2,490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10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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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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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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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公平值計入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  溢利保證安排產生之補償 – 3GUU集團（附註(a)） 5,285 2,312  

非流動部分：
按公平值計入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 投資基金（附註(b)） 374,662 356,76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非上市股本投資（附註(c)） 40,801 7,686  

415,463 364,450  

該等投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自可供出售投資港幣364,450,000

元重新分類（詳情見附註3）。該等投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公平值
由管理層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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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乃按於報告期末按公
平值將出售的協定股份數目釐定。補償被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二
零一七年：補償被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b) 投資基金載列如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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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66,000元）。
投資之出資時間一般為按照「按需要」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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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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將該投資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約
港幣214,848,000元（二零一七年：該投資被分類為按成本列賬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約港
幣189,512,000元）。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已投資24,453,153美元（相當於港幣191,705,000元）（二零一七年：港
幣189,512,000元）於移動互聯網基金。

(ii) 本集團投資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發行的中金全球精選金璞基金(CICC Global 

Jinpu Selective Fund)（類別B），總金額為8,500,000美元（相當於港幣65,875,000元）。基金
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約港幣69,892,000元（二零一七年：分類為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約港幣69,607,000元）。

(iii)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本公司（作為有限合夥人）訂立有限合夥協議，以認購
Golden Rock Cayman LP（「Golden Rock」）合共6,500,000美元（相當於港幣50,375,000元）。
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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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相關業務
的公司之證券及╱或股權。本集團為Golden Ro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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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已將投資分類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
產（二零一七年：分類為按成本列賬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iv)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一日，本公司（作為有限合夥人）訂立有限合夥協議（「協議」），以認購
杭州中金前海偉億投資合夥企業（前稱「杭州碣橋投資管理合夥企業」）（「中金前海偉億
基金」）合共人民幣100,000,000元（相當於港幣118,610,000元）。投資之出資時間一般按照
「按需要」基準。

中金前海偉億基金在中國成立，主要從事資產及投資管理。該基金設立宗旨主要為實
現長期資本增值，透過私洽投資於互聯網、人工智能及醫療保健行業。本集團為中金前
海偉億基金的有限合夥人，對中金前海偉億基金的經營及融資決策並無控制權或重大
影響力。董事已將投資分類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二零一七年：分類
為按成本列賬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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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非上市股本投資載列如下：

(i)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以代價人民幣6,400,000元（相當於港幣7,686,000元）
投資杭州翼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之10%股本投資。由於本
集團對該投資對象並無控制權或重大影響力，故該投資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
融資產（二零一七年：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以成本列賬）。

(ii)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九日，本集團以代價人民幣28,000,000元（相當於港幣33,210,000元）投
資深圳前海手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之8%股本投資。本集
團對該投資對象並無控制權及重大影響力，故該投資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
資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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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或少於一個月 580 –  

16. 股本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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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9,175,262股（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297,925,262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33,392 32,979  

期內，若干購股權獲行使以認購合共41,250,000股本公司之普通股，總代價為港幣18,171,000元，其
中港幣413,000元計入股本，其餘港幣17,758,000元則計入股份溢價賬。港幣3,357,000元已自股份薪
酬儲備轉撥入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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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經營租約安排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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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9 6,608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其物業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於以下時間到期須支付之未
來最低租金付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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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8 19,159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0,464 38,165  

47,062 57,324  

18. 承擔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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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該投資基金（附註14(b)(i)及(iv)） 127,633 125,65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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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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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根據購股權可發行之股份數目 
於期初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期末 行使價 行使期

港幣元

執行董事
張力軍

–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3,000,000 – – – 3,000,000 0.570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 2,000,000 – – – 2,000,000 0.371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

–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 2,000,000 – – 2,000,000 0.229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5,000,000 2,000,000 – – 7,000,000     

王淳
–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5,700,000 – – – 5,700,000 0.570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 2,000,000 – – – 2,000,000 0.371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
–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 3,000,000 – – 3,000,000 0.229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7,700,000 3,000,000 – – 10,700,000     

姬強
–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1,000,000 – – – 1,000,000 0.570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 750,000 (750,000) – – 0.229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1,000,000 750,000 (750,000) – 1,000,000     

小計 13,700,000 5,750,000 (750,000) – 18,700,000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海林

–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2,000,000 – – – 2,000,000 0.570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 700,000 – – – 700,000 0.371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

–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 750,000 – – 750,000 0.229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2,700,000 750,000 – – 3,450,000     

王臨安
–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2,000,000 – – – 2,000,000 0.570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 700,000 – – – 700,000 0.371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
–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 750,000 – – 750,000 0.229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2,700,000 750,000 – – 3,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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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購股權可發行之股份數目 
於期初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期末 行使價 行使期

港幣元

宮占奎
–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2,000,000 – – – 2,000,000 0.570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 700,000 – – – 700,000 0.371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
–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 750,000 – – 750,000 0.229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2,700,000 750,000 – – 3,450,000     

小計 8,100,000 2,250,000 – – 10,350,000     

僱員╱其他
–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32,300,000 – (23,500,000) – 8,800,000 0.570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 8,900,000 – (5,000,000) – 3,900,000 0.371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
–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 12,000,000 (12,000,000) – – 0.229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 – 150,000,000 – – 150,000,000 0.550 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至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日     

小計 41,200,000 162,000,000 (40,500,000) – 162,700,000     

總數 63,000,000 170,000,000 (41,250,000) – 191,750,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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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自一間聯營公司TMD1賺取服務費收入 25,280 90,779  

TMD1收取的管理費 30,465 134,505  

自第一視頻通信傳媒有限公司收購附屬公司權益 – 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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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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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福利 12,422 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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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與Rising Green Limited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有
條件同意收購Easy Prime Developments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份，代價為港幣630,000,000元，將以
現金及發行代價股份及可換股債券支付（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之公佈）。
於收購完成後，本公司將實際控制北京瘋狂體育產業管理有限公司的財務及營運，並享有其經濟
利益及收益。

22. 批准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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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經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為港幣1,565,159,000元，較去年

同期上升約1,598.0%。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港幣130,083,000元，較去年同期增

加約7.7%。倘並無計及於本期間涉及授出購股權的確認股份付款支出港幣23,828,000

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本公司擁有人期內應佔虧損為港幣

106,255,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2.0%。

業務回顧與發展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秉承「數字+新文娛」理念，專注發展電信媒體業務，包括

網絡視聽新媒體，中阿衛視及量子港，其中量子港作為新業務，勇於開拓市場，為集

團帶來營業額的大幅上升。

• 電信媒體業務

第一視頻網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國內短視頻行業風起雲湧，行業巨頭紛紛入局短視頻，競爭日趨

白熱化，全年市場規模迅速擴大，使用者規模將突破3.5億人。

在此背景下，第一視頻網在短視頻產品研發上加大投入，繼續推出新的產品功能來迎

合年輕使用者的個性需求，並探索新市場環境下的新內容行銷。在短視頻內容上，主

推評論原創欄目，打造國內知名專家學者+草根的評論圈，吸引用戶圍觀、上傳評論

跟帖，實現視頻社交。

新版用戶端亮相

第一視頻網定位為中國首個短視頻評論社交平台，二零一八年五月，第一視頻用戶端

全新亮相，在視頻媒體業內首創雙介面功能，使用者可以一鍵穿越，瀏覽不同風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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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用戶端更推出全新視頻社交玩法，使用者可以拍攝視頻進行評論，為使用者提

供各種個性化視頻評論範本，突出社交個性。新版第一視頻用戶端上線以來，活躍用

戶激增227%。

深耕原創節目

第一視頻網傾力打造一檔社會熱點話題評述節目「坐視天下」，由知名專家、學者、評

論員坐鎮直播間，用敏銳的目光，獨特的觀點評述社會熱點事件。節目自今年3月份

上線以來，引發全網媒體包括：今日頭條、一點資訊、鳳凰新聞、搜狐新聞、騰訊新

聞、天天快報、新浪、百度等轉載播出，70期節目累計播放量達到7,000萬次，提升了

第一視頻原創內容的影響力。

開拓直播新業務

自第一視頻網加入「新時代網上正能量直播矩陣」以來，就將此項工作作為年度重點

專案做了部署和安排。其中主題直播「戰鼓陣陣」、「法官來了」及「改革開放40週年音

樂會」都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收到了網民熱烈好評。

除了完成「新時代正能量直播矩陣」的直播活動之外，我們也加強了與合作夥伴的深

度融合。比如與央視網持續開展的「等著我在行動，我會找到你」大型融媒體節目，與

天音互動開展的「 in-Music“音”為你巡迴演唱會」系列演唱會直播等等，在豐富了平台

直播內容的同時，也為商業化直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發展方向

全新會員積分體系

第一視頻用戶端會員積分成長體系，打通內容+零售，註冊使用者完成平台制定的任

務即可獲得相應積分，積分可提現也可兌換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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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生產精品內容

第一視頻網以財經、文化、美食等內容為基礎，精細打磨內容生產及專業營運環節，

重點實現短視頻內容商業化。重點打造「坐視天下」、「文運成語」等直播評論及點播IP

版權，在全網分發實現商業價值。

商業化直播

第一視頻網將積極拓展優質主播團隊，與垂直類平台開展商業直播合作，輸出直播、

點播內容實現商業變現。

許可證最新進展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五日，第一視頻通信傳媒有限公司（「第一視頻通信傳媒」）就重續

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許可證」），向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前稱為中國國家新

聞出版廣電總局（「廣電總局」））提出申請。該許可證已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後屆

期。然而，截至本公佈日期，第一視頻通信傳媒尚未獲得廣電總局批准有關重續。本

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曾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向廣電總局進行諮詢並獲知，倘本公司（即

張力軍博士於本公司的持股權益）及第一視頻通信傳媒的可變利益實體合約架構及╱

或所有權發生變動，廣電總局或會有所顧慮，因為在考慮重續╱授出許可證時會考慮

該等因素。有關情況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二日及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

日的公佈內詳述。

中阿衛視

中阿衛視為持續提升在阿拉伯地區的影響力，於二零一八年推出阿語官網

(http://www.catv.ae)及社交媒體平台。官網展示內容包括中阿衛視的平台介紹、精品節

目、新聞報導、市場活動及對外合作等資訊，呈現中阿衛視的國際化定位與高品質內

容，是阿拉伯地區人民獲取中國最新資訊的重要途徑之一。

戰略合作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中阿衛視在北京舉辦「中阿衛視戰略合作發佈會」，合作的主要內

容包括：一、與中國央媒合作加速資訊傳播，及時分享中阿之間資訊與知識；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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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知名院校作為中阿衛視在中國地區的智庫，不僅促進雙方的人才交流，而且還會提

供專業智庫研究成果的最新資訊；三、與娛樂和時尚等平台的跨界合作，將實現優勢

互補，拓闊業務線。活動當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及中國外交部的代表、中國各主

流媒體負責人、中國知名院校的智庫專家以及跨界戰略合作夥伴悉數出席。

「中國劇場」簽約暨開播儀式

二零一八年七月，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與中阿衛視在迪拜舉辦中國 •阿聯酋「中國劇場」

簽約暨影視劇開播儀式。根據雙方合作協定，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為中國電視劇「歡

樂頌」、「北京青年」和「金太狼的幸福生活」翻譯為阿拉伯語版，並在阿聯酋中阿衛視

播出。開播儀式陣容相當鼎盛，包括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及國家電影局局長王曉

暉、阿聯酋新聞辦公室顧問奧麗兒 ·卡法雅、中國駐迪拜總領事李淩冰、中央電視台

副台長孫玉勝，中阿衛視高級顧問奧薩馬 ·塔勒布 ·毛拉以及中阿媒體、各界嘉賓等

一百餘人也出席了活動。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發展方向

中阿衛視為積極拓展阿拉伯地區市場，正不斷升級及豐富節目內容，重點製作節目

如：「東方新視窗」、「中東看中國」、「直播中東」、「中東向東」及「中國劇場」等。其中

「東方新視窗」是中阿衛視重點製作的新聞資訊電視節目，主要報導中阿兩地之間的

政治、外交、經濟、文化交流等相關的重大新聞事件，包含頭條、簡訊、財經、圖片新

聞、文體新聞、中國正能量抖音集錦等。該節目獲得了很高的評價，並得到了中國中

央廣播電視總台對外廣播、人民網阿語頻道、新華網阿語頻道、中國日報及環球網等

的大力支持。

中阿衞視將繼續豐富節目內容，推出「馨 •視野」、「清真美食地圖」（暫名）、「尋」、「去

哪找食遊」等節目。其中全新重點節目「馨 •視野」為高端訪談節目。由本台首席記者

馨玥作為主持人，與外部合作夥伴聯合出品。該節目將立足在中阿交流、中阿高層外

交、中阿文化交融的角度，專訪社會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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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目前擬邀約的嘉賓包括成龍、袁隆平、姚明、易建聯、阿拉伯駐華大使等。

為提高市場覆蓋，中阿衛視與中航傳媒、中國國航、阿爾及利亞航空公司、阿提哈德

航空公司等機構合作，將中阿衛視的精品節目搬上航空媒體，精準覆蓋中阿交流人

群，提高中阿衛視影響力。

為促進中國和阿拉伯地區兩地交流，中阿衛視積極參與及舉辦各類活動如：高峰論

壇、展覽展會、賽事演出、文化交流、經貿諮詢、商務考察等。

中阿衛視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在迪拜舉辦「中阿衛視年度品牌高峰論壇」。本屆論

壇將聚焦品牌論壇、專業展覽、榮譽典禮、報告發佈、中阿影視聯盟上線發佈五大項

目。論壇包括品牌高峰論壇與榮譽典禮，分論壇涵蓋製造、影視、旅遊、互聯網、中

醫藥、投資等各個行業，為經貿文化搭建交流平台。中阿衛視亦承辦政府外宣項目或

企業推廣活動，正在洽談「瀟湘文化走進中東」、「寧夏阿曼產業園推介會」等項目。

「互聯網＋」業務

量子港

量子港是第一視頻集團旗下網絡貿易平台，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正式上線，平台的功

能是制定智慧合約標準，將資產數碼化，應用區塊鏈技術記錄商品交易各個環節，形

成規模化效應。

該團隊具有豐富的互聯網行業、金融行業、新零售行業的從業經驗，具備成熟的產品

設計能力、嚴格的風險控制能力、卓越的企業管理能力，致力於打造專業、誠信、創

新、高效的網絡貿易平台。

量子港基於「數字+」，未來將與G20國家、一帶一路等國家及APEC國家在內的全球150

多個國家建立合作，並專注於為各類企業、客戶、增值服務商、商店以及它們的消費

者提供有競爭力的新零售解決方案、產品和服務，並致力於構建一個無邊界的共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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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的商業世界，讓生態圈所有參與者獲得最經濟、最大限度的成長。同時量子港堅持

以專業與穩健的風格，為投資人與融資人服務。

財務回顧

電信媒體業務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收益飆升至約港幣1,565,200,000元。這主要

由於電信媒體業務旗下新數字經濟交流平台 — 量子港在二零一七年九月推出所致。

該平台在中國向多名主要電子商貿網上購物平台和資訊科技分銷商出售產品。

受惠於新推出數字經濟交流平台之下，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損

減少90.8%至約港幣6,500,000元，而二零一七年同期為約港幣70,200,000元。

行政費用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41,500,000元增加約港幣

50,200,000元，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91,700,000元。出現升幅

主要由於回顧期內涉及授出購股權的確認股份付款支出約港幣23,800,000元，以及數

字經濟交流平台的員工成本與研發成本增加所致。

期內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港幣130,100,000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增加約7.7%，主要由

於(i)回顧期內，涉及授出購股權的確認股份付款支出約港幣23,800,000元（截至二零一

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及(ii)於回顧期內，應佔本集團聯營公司之虧損增加

約港幣10,500,000元至約港幣15,5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

幣5,000,000元），因營運亞洲銀行(BVI)有限公司仍處初步階段。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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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港幣266,971,000元（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51,771,000元）。營運資金為港幣283,324,000元，去年年底

的營運資金則為港幣374,01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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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2.3（二零一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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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為港幣1,663,932,000元（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1,725,910,000元），當中大部分由股東資金港幣1,425,306,000元（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496,258,000元）出資。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數目由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3,297,925,262股，增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3,339,175,262

股，此乃行使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所授出的購股權而發行新股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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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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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常規

除以下所述之偏離說明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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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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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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因各項工作承擔，未能出席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

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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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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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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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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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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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於本公司網站(http://ir.v1group.com.hk)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網站(http://www.hkexnews.hk)刊登。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
於適當時候在上述網站刊登。

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八年五月八日上午九時正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仍會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佈為止。

承董事會命 

第一視頻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力軍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張力軍博士（主席） 
王淳女士 

姬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海林博士 

宮占奎教授 

王臨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