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一四年中期報告書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97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為香港綜合通訊服務機構，

擁有本地其中一個最龐大及最具影響力的電視觀眾

及通訊服務用戶群體。

集團擁有及經營覆蓋幾近全港的有線電訊網絡之

一，向逾百萬住戶提供電視、寬頻上網、電話及多

媒體服務。

集團亦是香港其中一家最具規模的電視、電影與多

媒體內容製作商，製作以新聞、資訊、體育與娛樂

為主的優質節目，發行網跨越傳統及新媒體平台。

營運模式



業績摘要

•  收入持續受壓，利潤率較二○一三年上半年有顯著改善，惟比對其下半年則有所減少。

•  盈利能力需有更顯著改善，方能轉虧為盈，惟短期內現況將持續不變。

•  互聯網及電話業務收益，自二○一二年起至今不斷增長，本期更錄得自二○一一年以來最高的未

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  電視業務收入繼續下調，惟二○一四年之跌幅較二○一三年下半年為少。未計利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盈利因此有所下降，然而，仍是自二○一○年以來同期最好表現。

•  預期中的免費電視業務將為集團提供新機會，並同時帶來新風險。

集團業績

截至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股東應佔集團虧損為二千三百萬港元（二○一三年：

一億一千二百萬港元）。基本及攤薄後每股虧損均為0.012港元（二○一三年：0.056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就截至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宣布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一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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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經營環境

由於競爭更趨激烈，過往體育節目成本飆升的情況，已擴展到其他節目類別，包括來自區內不同地

區的外購劇集。除了急速上升的節目成本，收視亦因合法及非法提供的新媒體內容而下跌，進而影

響電視廣告表現。此外，面對電視市場開放後的競爭局面，各電視台均爭相採購節目作儲備之用。

受上述因素影響，電視業界將繼續面對相當程度的結構性困難。

經過一段頗長的穩定期後，電訊服務價格水平近期終於出現較大變動。是次價格調整由流動電訊服

務商牽頭，除大幅提升話音及數據服務收費外，亦為數據使用量重新設限。部分對價格較為敏感的

消費者，或因此重投固網服務，為我們的寬頻業務帶來正面影響。

電視服務

主要受「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播映權易手影響，期內客戶數目仍有所減少。包括集團聯號公司奇

妙電視有限公司在內的兩家機構，可望獲發免費電視服務牌照；與此同時，香港電台之免費電視服

務亦已啟播。有見於新免費頻道即將陸續推出，觀眾對訂購收費電視服務或會採取觀望態度。基於

上述原因，集團收費電視業務至少於短期內仍將受壓。

雖然預期收費電視業務仍須面對毛利率偏低的情況，我們將一如以往，竭力以審慎節目投資策略及

嚴謹成本控制措施，抵銷收入減少的影響。縱使如此，我們將繼續呈獻豐富精彩、廣泛多元的節目。

當下社會各方就政治及政策議題爭議不絕，動輒指責本地新聞媒體於報道時有所偏袒。我們的新聞

團隊，秉持一貫專業精神，報道新聞、時事力求持平公正，續受觀眾及各界領袖重視。我們的新聞

節目，無論是報道即時重大事件或深入調查採訪，均因其高素質及可信度廣受各印刷、電子，以及

社群媒體引述、參考。為致力向觀眾提供無可比擬的新聞服務，我們現正提升新聞中心之系統及設

備，以期為客戶帶來更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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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節目將繼續豐富，精彩如一。於法國舉行的「2016歐洲國家盃」及於俄羅斯舉行的「2018 FIFA

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附加賽及熱身賽，分別首次統一播映權。我們已獲得有關賽事所有香港媒

體獨家播映權。屆時香港球迷將可首次享受全新「一站式」服務，全程緊貼心愛球會奪標之路。集

團亦同時取得二○一五至二○一八年、三屆「歐洲聯賽冠軍盃」播映權，以饗球迷。此外，各項頂級

足球賽事，包括德國「甲組足球聯賽」及「2014超級盃」、「歐霸盃足球聯賽」、「2014歐洲超級盃」、

日本「職業足球甲級聯賽」、澳洲「職業足球聯賽」及「FFA足球聯賽」、「國際冠軍盃」及「2014韓國

仁川亞運會」男、女子賽事等，將陸續在有線體育平台播映。

娛樂平台節目繼續精彩紛呈，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熱門連續劇、境內外製作電影猛片，以及各類型極

具創意的本地製作等。我們對本地電影向來支持甚殷，期內獲得不俗回報，如近期取得票房佳績的

獲獎電影「狂舞派」及「激戰」，均於我們娛樂平台作電視首播並取得理想收視。

電訊服務

多年來減價激戰連場，二○一四年內營運商大多暫息戰鼓。主要競爭者之銷售手法皆乏創意，得不

到消費者青睞。惟本年年中流動服務營運商大幅提升價格，若情況果如業界預測，固網服務價格亦

可能隨之上調。預期對價格較為敏感的流動服務客戶，或將因此轉投固網。與此同時，目前正使用

其他營運商固網服務的消費者，亦可能因此選用我們取價吸引相宜的低至中價寬頻及電話服務。

驕陽電影

作為獨立製作公司，驕陽電影憑其上佳品味及敏銳商業觸覺，期內佳績連連。驕陽出品、製作之「愛

尋迷」，為本地著名作家陶傑首部自編自導作品，深受歡迎。剛於本年七月推出的「盂蘭神功」，則

由屢獲影帝殊榮的張家輝執導，甫上畫即大獲好評，票房理想。更多電影將於下半年及稍後時間陸

續推出。驕陽以其身兼獨立製作公司及發行商的商業模式，日益受市場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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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預期市場競爭將維持劇烈。盈利能力需有更顯著改善，集團方有望轉虧為盈，惟短期內現況將有所

持續。免費電視市場開放在即，更多免費頻道將投入服務；此外，透過互聯網非法收看節目的趨勢

將會加劇，其最終威脅有多大則尚待觀察。在觀眾、廣告商、營運商，以及內容供應商清楚了解市

場將會出現何種變化之前，預期我們需面對收費電視業務持續收縮的狀況。

面對刻下種種挑戰，集團銷售、市場推廣、節目製作、新媒體、網絡基建，以及客戶服務等部門的同

事，時刻努力不懈推出各項新策略和措施，務求能夠更有效地開發節目的潛在價值、提供更便利客

戶的服務、提升客戶滿意度，以及使我們的產品和服務更具靈活性，更適合在不同媒體應用。

集團仍與通訊事務管理局商討奇妙電視的免費電視牌照條款及細則。惟直至目前為止，進度不如理

想。我們詳細研究局方的規管框架後，發現當局不單沒有幫助新經營者在市場開放初期建立業務，

反而要求新經營者面對遠較現有持牌者更嚴苛的規管，完全無視現有經營者所擁有無法比擬的領先

優勢、免費使用大氣電波的特權，以及大氣電波所獨有的全面覆蓋及接收便利。我們現正加緊與局

方磋商，要求正視及解決新經營者的憂慮，否則政府將無法達到開放免費電視市場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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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評議

(甲) 二○一四年度中期業績評議

綜合營業額減少一億六千六百萬港元或16%至八億四千三百萬港元。

未計折舊前的經營費用減少二億六千萬港元至七億四千七百萬港元。當中節目製作成本減

少36%，銷售、客戶服務、一般及行政費用減少10%及銷售成本減少6%，網絡費用則增加

2%。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為九千五百萬港元（二○一三年：一百萬港元）。淨虧損

為二千三百萬港元（二○一三年：一億一千二百萬港元）。基本及攤薄後每股虧損為0.012港元

（二○一三年：0.056港元）。

(乙) 分部資料

電視

營業額減少21%至六億四千八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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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至五億七千七百萬港元，主要由於節目及採購成本下降，部分被較高網絡相關

及銷售成本抵銷。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為七千一百萬港元（二○一三年：未

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虧損七百萬港元）。

互聯網及多媒體

營業額增加6%至一億八千萬港元。未計折舊前的經營費用下降5%至一億零七百萬港元。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上升26%至七千三百萬港元（二○一三年：五千八百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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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的銀行存款及現金為一億零二百萬港元，二○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則為一億八千二百萬港元。

集團於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資產淨值為十一億六千九百萬港元或每股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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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資本開支為八千一百萬港元（二○一三年：七千八百萬港元）。主要項目包括網絡設備和電

視頻道的製作及廣播設備。

集團預計營運所帶來的內部現金流及商業信貸，足可為持續資本開支及開展新業務提供所需資

金。

(丁 ) 或然負債

於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為其附屬公司就有關銀行透支和信貸擔保提供為數一億零

六百萬港元（二○一三年：二億零六百萬港元），其形式包括擔保、賠償保證及知情函等。附屬

公司並沒有動用擔保額（二○一三年：一億港元）。

(戊 ) 人力資源

於二○一四年六月底，集團有二千三百名員工（二○一三年：二千四百三十一名）。期內員工薪酬

及有關開支合共三億五千九百萬港元（二○一三年：三億五千八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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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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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 二○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3 842,527 1,008,744

節目製作成本  (420,847) (661,984)

網絡費用  (111,009) (109,090)

銷售、一般、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167,422) (185,518)

銷售成本  (48,041) (50,891)

折舊前經營盈利  95,208 1,261

折舊 4 (113,388) (118,242)

經營虧損 3 (18,180) (116,981)

利息收入  66 133

淨融資費用  – (1,980)

非經營（支出）╱收入  (200) 672

除稅前虧損 4 (18,314) (118,156)

入息稅項 5 (4,941) 6,097

期內虧損  (23,255) (112,059)

應佔 :

 公司股東  (23,255) (112,059)

 非控股權益  – –

期內虧損  (23,255) (112,059)

每股虧損 6

 基本  (1.2)仙 (5.6)仙

 攤薄後  (1.2)仙 (5.6)仙

第12至23頁之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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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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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 二○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23,255) (11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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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8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3,264) (111,777)

應佔 :

 公司股東 (23,264) (111,777)

 非控股權益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3,264) (111,777)

第12至23頁之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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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二○一四年 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901,039 934,310
備用節目 8 167,873 137,465
其他無形資產 9 3,767 3,767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
遞延稅項資產 13 302,342 311,373
其他非流動資產  71,951 55,688

  1,446,972 1,442,603

流動資產
存貨  16,023 13,884
應收營業賬款 10 65,639 80,120
按金、預付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65,819 53,794
應收同母系附屬公司賬款  148 1,404
銀行存款及現金  102,447 182,028

  250,076 331,230

流動負債
應付營業賬款 11 86,989 89,535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93,668 217,394
預收賬款及客戶按金  181,231 199,382
當期稅項 13 250 232
應付同母系附屬公司賬款  24,787 30,886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賬款  2,503 1,642

  489,428 539,071

流動負債淨值  (239,352) (207,84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207,620 1,234,76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3 30,065 34,629
其他非流動負債  8,797 8,111

  38,862 42,740

資產淨值  1,168,758 1,192,022

資本及儲備
股本：面值  – 2,011,512
其他法定資本儲備  – 4,846,087

股本及其他法定資本儲備 12 6,857,599 6,857,599
其他儲備  (5,688,841) (5,665,577)

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168,758 1,192,022

非控股權益  – –

總權益  1,168,758 1,192,022

第12至23頁之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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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公司股東應佔部分
 

    特殊  資本 公允價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外匯儲備 贖回儲備 值儲備 收益儲備 儲備總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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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  2,011,512 4,838,365 13,967 3,535 7,722 – (5,590,738) (727,149) 1,284,363 – 1,284,363

 期內虧損  – – – – – – (112,059) (112,059) (112,059) – (112,059)

 其他全面收益  – – – 282 – – – 282 282 – 282

全面收益總額  – – – 282 – – (112,059) (111,777) (111,777) – (111,777)

轉撥至特殊資本儲備  – – – – – – – – – – –

於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2,011,512 4,838,365 13,967 3,817 7,722 – (5,702,797) (838,926) 1,172,586 – 1,172,586

於二○一四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  2,011,512 4,838,365 13,981 4,104 7,722 – (5,683,662) (819,490) 1,192,022 – 1,192,022

 期內虧損  – – – – – – (23,255) (23,255) (23,255) – (23,255)

 其他全面收益  – – – (9) – – – (9) (9) – (9)

全面收益總額  – – – (9) – – (23,255) (23,264) (23,264) – (23,264)

於二○一四年三月三日

 過渡至無面值股份制度 12 4,846,087 (4,838,365) – – (7,722) – – (4,846,087) – – –

轉撥至特殊資本儲備  – – – – – – – – – – –

於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6,857,599 – 13,981 4,095 – – (5,706,917) (5,688,841) 1,168,758 – 1,168,758

* 集團之收益儲備包括在過往年度已於儲備撇銷之正商譽197,785,000港元。

第12至23頁之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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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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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 二○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

除稅前虧損 (18,314) (118,156)

調整：

淨融資費用 – 1,980

利息收入 (66) (133)

折舊 113,388 118,242

備用節目攤銷 49,857 39 ,984

其他 686 91

未計入營運資本變動前經營盈利 145,551 42,008

營運資本變動 (64,557) (39 ,798)

營運所帶來的現金 80,994 2,210

已收利息 299 10

已付海外稅項 (456) (849)

經營活動所帶來的現金淨額 80,837 1,371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83,462) (80,383)

其他投資活動的淨額 (76,945) (52,997)

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160,407) (133,38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減少淨額 (79,570) (132,009)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11) 98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 182,028 288,287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 102,447 156,376

第12至23頁之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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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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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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準則」）修訂及一項新訂詮釋，這些修

訂及詮釋已在集團及本公司當前的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我們認為採用此等財務準則修訂及新訂

詮釋並不會對集團的財務狀況或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除了若干會反映在二○一四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本中期財務報告之編製與二○

一三年度之財務報表採用了相同的會計政策。

2. 營業額

營業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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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其提供的服務的性質來管理其業務。管理層已確定兩個應列報之經營分部以評估表

現及分配資源。兩個分部為電視及互聯網及多媒體。

電視分部包括關於電視用戶服務的訂購、廣告、頻道轉播、電視轉播服務、節目特許權、網絡

維修及其他有關電視服務的業務。

互聯網及多媒體分部包括關於寬頻上網服務、網站訂購、流動電話內容特許權、互聯網協定話

音電話服務及其他有關網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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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3.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一四年及二○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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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 二○一三年 二○一四年 二○一三年 二○一四年 二○一三年 二○一四年 二○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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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034 810,657 180,154 170,658 24,339 27,429 842,527 1,008,744

分部之間收入 9,984 9,821 124 124 6,176 4,589 16,284 14,534

應列報之分部收入 648,018 820,478 180,278 170,782 30,515 32,018 858,811 1,023,278

應列報之分部業績

 （「EBITDA」） 71,010 (6,890) 73,432 58,312 (47,638) (49,490) 96,804 1,932

應列報之分部業績

 （「EBIT」） 3,352 (76,491) 28,860 12,699 (48,796) (52,518) (16,584) (116,310)

分部之間抵銷       (1,596) (671)

經營虧損       (18,180) (116,981)

利息收入       66 133

淨融資費用       – (1,980)

非經營（支出）╱收入       (200) 672

入息稅項       (4,941) 6,097

期內虧損       (23,255) (112,059)



14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中期報告書

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4.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四年 二○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 用作經營租賃之資產 16,875 16,177

– 其他資產 96,513 102,065

 113,388 118,242

備用節目攤銷* 49,857 39,984

員工成本 324,109 343,305

界定供款退休金計劃之供款 17,446 17,346

存貨成本 5,812 9,116

銀行貸款之利息開支 – 1,980

核數師酬金 1,602 1,419

非經營支出╱（收入）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200 (672)

* 備用節目攤銷包括於本集團綜合業績之節目製作成本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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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5. 綜合損益表內之入息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四年 二○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 海外 474 585

遞延稅項（附註13(b)）

消耗以往年度已確認稅務虧損 26,216 17,846

確認以往年度未確認之稅務虧損利益 (17,396) (19,446)

暫時性差異之回撥 (4,353) (5,082)

 4,467 (6,682)

總額 4,941 (6,097)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採用截至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預計年度實際稅率16.5% 

（二○一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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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公司股東應佔虧損23,255,000港元（二○一三年：112,059,000港元）及期

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011,512,400股（二○一三年：2,011,512,400股）計算。

截至二○一四年及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並沒有具攤薄影響的潛在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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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7. 物業、廠房及設備

 千港元

於二○一四年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934,310

增添  – 網絡、解碼器、有線調制解調器及電視製作系統 72,965

 – 其他 8,163

出售 (372)

折舊 (113,388)

減值撥備 (486)

重新分類往存貨 (154)

外匯儲備 1

於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901,039

8. 備用節目

 千港元

於二○一四年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137,465

增添 80,265

攤銷 (49,857)

於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167,873

9. 其他無形資產

 二○一四年 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會藉 3,767 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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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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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 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32,467 19,722

31至60日 4,631 21,289

61至90日 11,277 16,036

超過90日 17,264 23,073

 65,639 8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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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應付營業賬款

應付營業賬款之賬齡分析列載如下：

 二○一四年 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7,686 9,584

31至60日 40,126 31,069

61至90日 19,079 14,233

超過90日 10,098 34,649

 86,989 89,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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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2. 資本及儲備

(a) 股本

於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面值港幣1元共8,000,000,000股普通股已獲授權

發行。根據於二○一四年三月三日生效之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新《公司條

例》」），法定股本及票面值之概念已不復存在。按新《公司條例》附表11第37條所載

的過渡性條文，作為過渡安排至無票面值制度的一部分，於二○一四年三月三日，

本公司的股份溢價和資本贖回儲備之貸方結餘已成為本公司股本的一部分。此變動對

已發行股份數目或任何股東的相關權益並無任何影響。

公司的普通股變動如下:

 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本數目  股本數目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之普通股份：

於一月一日 2,011,512 2,011,512 2,011,512 2,011,512

於二○一四年三月三日過渡

 至無面值股份制度 – 4,846,087 – –

於六月三十日及

 十二月三十一日 2,011,512 6,857,599 2,011,512 2,0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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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2. 資本及儲備（續）

(b) 股份溢價及資本贖回儲備

於二○一四年三月三日以前，股份溢價及資本贖回儲備的運用是受前香港《公司條例》

（第32章）第48B條及49H條所規管。按新《公司條例》附表11第37條所載的過渡性

條文，於二○一四年三月三日股份溢價賬及資本贖回儲備之貸方結餘已成為本公司股

本的一部分（附註12(a)）。由二○一四年三月三日起，股本的運用是受新《公司條例》

（第622章）所規管。

13.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入息稅項

(a)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當期稅項包括：

 二○一四年 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海外稅項 250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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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3.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入息稅項（續）

(b) 已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遞延稅項（資產）╱負債的組成部分及其期內的變動包括：

 超出相關

 會計折舊之

 折舊免稅額 稅項虧損 總額

遞延稅項的來源：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一四年一月一日 67,025 (343,769) (276,744)

於綜合損益表中（計入）╱扣除（附註5） (4,353) 8,820 4,467

於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62,672 (334,949) (272,277)

 二○一四年 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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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342) (311,373)

已確認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之遞延稅項負債淨值 30,065 34,629

 (272,277) (27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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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3.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入息稅項（續）

(c) 尚未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

本集團並未就以下項目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二○一四年 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虧損之未來利益 378,344 369,936

呆壞賬減值撥備 249 63

 378,593 369,999

14. 承擔

於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在中期財務報告內提撥準備之承擔如下：

 二○一四年 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承擔

(i) 物業、廠房及設備

 –  已批准及訂約 28,418 9,557

 –  已批准但未訂約 182,229 196,267

   210,647 205,824

(ii) 收購預期成為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權益

 –  已批准及訂約 3,153 3,153

 –  已批准但未訂約 – –

   3,153 3,153

  213,800 20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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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5. 或然負債

於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下列各項或然負債：

(a) 本公司承諾向若干附屬公司提供財政支援，使此等公司能以持續經營方式繼續運作。

(b) 本集團為多家附屬公司就有關銀行透支和信貸擔保提供為數106,000,000港元（二○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00,000港元）之承擔，其形式包括擔保、賠償保證及知情函。於

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該等附屬公司並沒有動用擔保金額（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零港元）。

於報告期末，本公司發出三份擔保給銀行作為兩間全資附屬公司獲批之銀行借貸。於二○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董事認為有關擔保持有人不大可能根據上述擔保向本公司作出申索。於報告期

末，本公司在上述財務擔保下之最高負債為零港元（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港元），此

為有關全資附屬公司已提取之融資。

於二○一四年一月，本集團的一間附屬公司接獲一宗有關於二○○七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購入

一項物業的指控，要求該附屬公司及其餘的第三方被告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共59,500,000港元。

徵詢法律顧問意見後，本集團相信該訴訟並沒有法律依據和將會堅決反對其指控，因此並沒

有為賠償金額在財務報表中作出撥備。

16. 連繫人士之間的重大交易

截至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賬目內所述，本集團與連繫人士之間的重大交易，在本

中期報告期內續有發生。

截至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與連繫人士訂立新的重大連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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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7. 審核委員會審閱

截至二○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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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及並無不相同的意見。

18.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的通過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於二○一四年八月六日經董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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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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惟其中一條守則條文第A.2.1條則除外，此條文規

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由不同人士擔任。就本公司業務的性質及規模而言，在此階段由同一人

出掌該兩職位被認為較具效益，因此該項偏離被視為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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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其條款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內載的《上市發行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規定的所須標準。本公司已向所有於本回顧期間內在任的

本公司董事特地作出查詢。所有董事均已確定彼等在本回顧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內列載的所須標

準，及本公司所採納的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內載的所須標準。

董事的證券權益
茲將本公司董事於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佔有本公司、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九龍倉」）（其為

本公司的母公司）、會德豐有限公司（「會德豐」）（其為九龍倉的母公司）、Wharf Finance (No.1) 

Limited及Wheelock Finance Limited（該兩間公司皆為本公司的同母系附屬公司）的證券實質權益

（全部皆為好倉），以及涉及的證券分別佔該五間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百分比（在適用情況下）

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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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證券權益（續）
 持有數量
 （在適用情況下，

 佔已發行股份數目之百分比） 權益性質

本公司 – 普通股
吳天海 1,265,005 (0.0629%) 個人權益

會德豐 – 普通股
吳天海 300,000 (0.0148%) 個人權益

徐耀祥（附註1） 1,500,000 (0.0738%) 個人權益

  （股份認購權）

九龍倉 – 普通股
吳天海（附註 2） 4,304,445 (0.1421%) 個人權益

  （804,445股股份
  及3,500,000股股份認購權）

徐耀祥（附註3） 2,200,000 (0.0726%) 個人權益

  （股份認購權）

Wharf Finance (No. 1) Limited
 – 於二○二○年到期的港元定息票據
陸觀豪 4,000,000港元 個人權益

Wheelock Finance Limited
 – 於二○一七年到期的港元擔保票據
陸觀豪 2,000,000港元 個人權益

附註：

(1) 1,500,000股會德豐股份認購權代表根據會德豐股份認購權計劃於二○一三年六月授予徐耀祥先生，而徐

先生尚未行使的認購權。

(2) 3,500,000股九龍倉股份認購權當中的1,500,000股認購權及2,000,000股認購權代表根據九龍倉股份認

購權計劃分別於二○一一年七月及二○一三年六月授予吳天海先生，而吳先生尚未行使的認購權。

(3) 2,200,000股九龍倉股份認購權當中的1,200,000股認購權及1,000,000股認購權代表根據九龍倉股份認

購權計劃分別於二○一一年七月及二○一三年六月授予徐耀祥先生，而徐先生尚未行使的認購權。

除上文披露外，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存置的登記冊所載錄，就涉及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或標準守則本公司的董事及╱或行政總裁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發出通知的資料而言，任何

本公司的董事或行政總裁於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皆無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十五部所指的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的好倉或淡倉權益，彼等於本財政期間內任何時

間亦無持有可認購任何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的任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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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權益
茲將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而存置的登記冊（「登記冊」）所載，於二○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直接或間接就5%或以上的本公司任何級別的股本佔有權益的所有有關者名稱，彼等

於該日分別佔有及╱或被視為佔有其權益的有關股數，以及該等股份所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的百分比臚列如下：

  普通股數目

 名稱 （佔已發行股份數目之百分比）

(i)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1,480,505,171 (73.60%)

(ii) 會德豐有限公司 1,481,442,626 (73.65%)

(iii) HSBC Trustee (Guernsey) Limited 1,481,442,626 (73.65%)

附註：

(1) 截至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011,512,400。

(2) 為免出現疑問及誤將股份數目雙重計算，務請注意上述列於 (i)至 (iii)項名下的股份均有重疊，上述列於 (i)

項名下的股份與上述列於 (ii)項名下的股份全數重疊或包括在後者之內，而列於 (ii)與 (iii)項名下的股份則

涉及同一批股份。

(3) 上述會德豐被視為持有的股份權益乃透過（其中包括）其兩間全資附屬公司 – Wheelock Investments 

Limited及WF Investment Partners Limited – 持有。

(4) 上述九龍倉被視為持有的股份權益乃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 – 九龍倉通訊有限公司 – 持有。

上述全部權益皆為好倉，而於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淡倉權益記錄於登記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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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的變動
(i) 茲將有關自本公司上一期年報刊發以來，彼或彼等酬金金額有所變動的任何及所有本公司董事

的周年酬金（二○一四年數字乃經折算為整年基準計算）的最新資料臚列如下：

董事 薪金及各項津貼 (1) 酌情性質的周年現金花紅 (2)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吳天海 1.9 (2013: 1.8) 3.0 (2013: 3.0)

附註：

(1) 不包括本公司支付予每名董事每年60,000港元的董事袍金。

(2) 於截至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支付，該等酌情性質的周年花紅金額由僱主單方面釐

定╱決定。

(ii) 茲將自本公司上一期年報刊發（或，如適用，就於其後獲委任的董事而言，則自獲委任為本公

司董事的日期）以來，本公司董事於目前擔任董事等職位的其它公眾上市公司及╱或於以前而為

三年內曾經擔任董事的其它公眾上市公司（如有）所涉及的相關公司名單（僅涉及相關的公司名

單有出現變動的任何及所有本公司董事）臚列如下：

董事 現任╱（前任）董事職位的其它公眾上市公司名單

吳天海 會德豐；九龍倉；海港企業有限公司；會德豐地產（新

加坡）有限公司（一家於新加坡上市之公司）；Joyce 

Boutique Holdings Limited；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Hotel Properties Limited（一家於新加坡上市之公司）（於

二○一四年七月獲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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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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慶安

香港　二○一四年八月六日

於本中期報告書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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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股東之前曾否對收取公司通訊（即周年報告、中期報告等）之語文版本或方式作出任何選擇並將

相關選擇通知本公司，股東皆擁有選擇權（可隨時向本公司發出恰當的預先通知行使該選擇權），

以更改彼╱彼等日後收取公司通訊的選擇，包括就收取印刷本而言，更改為只收取英文版本，只收

取中文版本，或同時收取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又或就收取日後公司通訊的方式而言，由印刷本更

改為使用電子方式（反之亦然）。相關的更改選擇通知須內載相關股東的完整英文姓名全寫、地址及

聯絡電話號碼，以及要求更改選擇的指示字句，以郵寄或人手送遞方式送達本公司（由本公司的股

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代收，其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或電郵至

i-cablecomm-ecom@hk.tricorglob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