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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同比（%）

收入 719,939 599,339 +20%

經營溢利 107,853 34,492 +213%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72,708 26,018 +180%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 基本 0.128 0.046 +178%

　— 攤薄 0.127 0.046 +176%

收入：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同比（%）

媒體資源經營 721,941 585,229 +23%

品牌傳播與媒體採購服務 6,603 9,538 -31%

內容與廣告創意製作 5,070 10,809 -53%

銷售稅項及附加稅 (13,675) (6,237) +119%

收入 719,939 599,33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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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集團概述

二零一一年始，中視金橋國際傳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視金橋」）根據董事會確定的未來戰略發展
重點，在媒體產業價值鏈、包括移動互聯網的媒體應用方面，加快對上游渠道、內容和技術平台的投資培育，
結合既有的在媒體資源經營、創意製作等持續業務方面的行業領軍優勢，開始集團化運作模式，以利於本集
團長期保持快速增長。在當前的戰略佈局下，本集團（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定位於發展成為中國領先的
傳媒運營集團，重點構建和發展媒體資源經營、新媒體投資與整合運營、廣告與內容創意製作以及品牌傳播
服務四大板塊。

業務回顧

一、 媒體資源經營

就媒體資源經營方面而言，本集團在中國中央電視台（「央視」）媒體代理資源方面，佔有領先優勢，是代
理央視資源最豐富的運營商之一，更連續多年被評為「中央電視台十佳代理公司」。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續簽原有的獨家承包代理合同及獲取新增的獨家代理權，鞏固和增強了本集團在央
視欄目廣告獨家代理的優勢地位。期內，本集團擁有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1綜合╱ CCTV新聞；CCTV-2

財經；CCTV-4中文國際（含歐美）；CCTV-5體育；CCTV-7軍事農業；CCTV-NEWS英語新聞等7個頻道共
36個欄目的約20,715分鐘廣告時間資源，比去年增長7%。

延續經營資源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擁有的延續經營資源包括CCTV-1綜合頻道《晚間新聞》和CCTV-1綜合╱ CCTV新聞
《新聞30分》欄目，CCTV-4中文國際（含歐美）頻道《中國新聞》、《海峽兩岸》、《全天時段套》，CCTV-7軍
事農業頻道《致富經》、《聚焦三農》、《每日農經》等七個欄目，CCTV-NEWS英語新聞頻道全頻道廣告資
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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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經營資源

1、 CCTV-2財經頻道

 本集團新增CCTV-2財經頻道《生財有道》欄目廣告獨家代理權。該欄目周一至周五每天18：40左右
播出，是CCTV-2財經頻道推出的一檔反映百姓理財致富歷程的欄目，依托財經頻道「財經政策的窗
口、投資理財的指南」的定位，講述致富故事，體驗致富過程，提供致富資訊，是該頻道收視率最
高的欄目之一。

2、 CCTV-4中文國際（含歐美）頻道

 本集團增加了《國寶檔案》、《中國文藝》兩個欄目廣告獨家承包資源。此新增欄目資源有利於本集
團向客戶提供更靈活的優質組合投放方案，並使本集團在CCTV-4中文國際頻道的代理格局中更為
全面和領先。

3、 CCTV-5體育頻道

 本集團新獲取CCTV-5體育頻道《體育新聞》中《天氣預報》節目廣告的獨家代理權。該節目播出時間
為早間7：25和8：25、晚間18：28，佔據全天的黃金收視時間，二零一零年央視索福瑞媒介研究35

城市組欄目時段平均收視率達0.39%，且逢重大賽事，收視率顯著飆升。本集團相信，該欄目龐大
的愛好體育運動的受眾群體能有效豐富本集團現有媒體資源的受眾群體資源，滿足不同客戶廣告
需求。



6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二、 新媒體投資與整合運營

本集團堅信，未來十年裡，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將對傳媒產業格局產生重大影響，並贏得未來跨
越式增長。為此，中視金橋在發展成為中國領先的傳媒運營集團過程中，將持續重點關注新媒體產業發
展，並於2011年上半年先後完成了對樂途旅遊網、風網股份有限公司（「100TV」）及北京中投視訊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中投視訊」）的重要策略性投資。具體情況如下：

1. 樂途旅遊網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本集團與北京樂途游網絡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簽約成立合資企業，獨家經營旅
遊行業最大的門戶網站樂途旅遊網。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按約順利完成對該合資企業的投資持股。

推城市形象、做旅遊品牌，中視金橋開闢了中國廣告史上的一個新領域。通過十二年的發展，中視
金橋帶著「將中國的城市帶入世界，讓全球人關注中國城市，發現中國城市之美！」的傳播思路，在
國內掀起了城市文化和形象推廣的潮流。中視金橋更借助多年的城市策劃推廣案例，率先倡導並
出版了《城市品牌傳播研究報告》，為城市品牌傳播樹立了行業標準。

樂途旅遊網為中國領先的旅遊互聯網門戶網站。投資樂途旅遊網，這一合作的達成，融合了電視和
網絡各自的傳播優勢，豐富了城市旅遊景區的媒體傳播渠道及方法的同時，有利於整合本集團在
城市旅遊方面資源優勢。本次合作為本集團今後向城市旅遊客戶提供有效的電視和網絡廣告組合
投放服務打下了基礎。

2. 100TV

二零一一年七月，本集團完成對100TV的投資，成為其第三大股東，並委派一名擁有優先表決權的
董事進入其董事會。100TV是中國最大的手機視頻平台與服務供應商之一，專注於開發手機視頻技
術平台與播放器產品，並擁有電信與信息服務業務經營許可證和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100TV

先後獲得思科、智基創投等多家著名國際機構投資，與中國主要電信營運商建立了全網業務合作
關係，致力為中國手機用戶提供全方位的手機視頻整合服務，其業務規模和營運能力在行業中處
於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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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投視訊

二零一一年七月，本集團完成收購中投視訊百分之五的股權。中投視訊是由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
投資及控股的手機電視營運公司，負責「視訊中國」手機電視平台的視聽內容製作及通過移動通訊
網絡提供手機視頻服務，並通過國際互聯網向網絡用戶提供視頻訊息服務。中投視訊在移動互聯
網增值服務營運方面具有豐富經驗，並擁有手機視頻技術儲備。其手機視頻業務收入及市場份額
自二零一零年以來快速增長，成為手機視頻領域的領先者之一。

於回顧期內，上述三個項目尚未對本集團形成盈利貢獻。本集團預計用一年半時間，和項目合作方
共同培育市場，同時大力打造本集團在相關新媒體領域的整合運營能力。鑒於以上項目在各自領
域的良好前景，本集團對於未來不斷增強的運營協同效應抱有良好預期，相信在兩年後該領域將
開始形成對本集團盈利空間的增量拓展，並對本集團未來長期增長發揮積極作用。

三、 廣告與內容創意製作

1. 商業廣告創意製作服務

本集團自創立以來，創造了無數廣告創意頂級案例，擁有豐富的全案策劃、品牌創意、視覺設計、
廣告拍攝等執行經驗。多元化的客戶需求，令本集團積累了不同層面的廣告創意能力，創造了大量
優秀的廣告影片。於本回顧期內，本集團屢獲國內外知名獎項，客戶數量和簽約金額也得到明顯
提升。

2. 公益宣傳片的創意製作與發行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北京太合瑞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是國內目前唯一一家擁有140家全國地方電
視台公益宣傳業務的「百家地方電視台公益聯播網」平台。該平台不僅有利於擴大中視金橋在創意
製作領域的影響力，也豐富補充了本集團媒體資源的類型。隨著品牌公益化趨勢的加強，該平台通
過獨立完成高品質公益宣傳片的創意、拍攝製作，向各家地方電視台廣泛發行供片，贏得眾多客戶
的青睞，為本集團帶來企業客戶贊助收入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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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四、 品牌傳播與媒體採購服務

面對客戶多樣化的服務需求，中視金橋除了承包代理媒體資源的推薦投放外，亦針對客戶的品牌傳播需
求提供全方位的策略與執行服務，從品牌定位、媒介策略到採購執行，涵蓋央視、地方電視台、網絡媒
體、平面媒體及戶外媒體投放，形成全方位的品牌傳播支持系統。於本回顧期內，該項業務的營業額有
顯著增長。

除了國內傳播服務，本集團還在本土行業內率先在國際傳媒領域進行戰略性拓展，在二零一一年先後與
新加坡新傳媒集團以及全球最大財經電視台CNBC達成合作，成為其在中國內地的代理商。適時、穩步進
行國際傳媒領域拓展，不僅標誌著本集團業務發展國際化進程的起步，更將通過豐富的國內外優勢媒體
資源，為中國客戶走向全球市場提供有效的媒體服務，有助於本集團掌握國際傳播服務的第一手經驗，
贏得未來發展先機。

1. 新傳媒旗下電視頻道

二零一一年一月，本集團成為新加坡新傳媒私人有限公司旗下電視頻道中國大陸地區廣告業務總
代理。新傳媒是新加坡最大的媒體集團，其旗艦電視頻道既包括在新加坡本地最受歡迎的頻道，
也包括覆蓋整個亞太地區的亞洲新聞台。

2. CNBC財經電視台

二零一一年八月，本集團與全球領先的財經電視媒體CNBC簽署合作協議，成為CNBC中國大陸地區
的獨家代理商。本集團相信，與CNBC的合作將為中國國內客戶進行品牌國際化傳播提供了有效、
便捷的渠道。CNBC財經電視台總部位於美國，覆蓋全球3.8億用戶家庭，為全球觀眾提供深入透徹
的市場分析、實時的市場數據和重要商業信息，以快節奏、高實效以及對市場的深入分析贏得了全
球商業精英、決策層和白領階層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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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及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收入人民幣719,939千元，去年同期為人民幣599,339

千元，同比上升20.1%。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 扣除銷售稅項及附加稅前，媒體資源經營收入為人民幣721,941千元，去年同期為人民幣585,229千元，
同比上升23.4%。該項收入的持續增加有賴於本集團通過加大銷售力度、推出更多樣性的產品組合、加
強有針對性的區域推廣等手段促進銷售，同時提升向消費品、金融保險、旅遊等行業客戶提供的專業服
務能力，因此期內電視廣告時間的銷售情況續有改善，主要獨家承包代理資源售出的時長較去年同期有
所增加。

二、 本回顧期內，本集團加大了品牌傳播與媒體採購業務的推廣及培育，扣除銷售稅項及附加稅前，為客戶
採購外部媒體的營業額增加至人民幣474,766千元，較去年同期上升66.4%。根據國際會計準則，本集團
以代理身份為客戶採購媒體時，營業額須扣除相關採購成本，以佣金淨額列作本集團營業收入。據此披
露，媒體採購服務收入為人民幣6,603千元，去年同期為人民幣9,538千元。營業額上升但收入減少的主
要原因為：由於媒體結算滯後，二零一一年從電視台應取得的服務佣金收入在本年七月份才確認，而二
零一零年匹配的佣金收入已於去年上半年入賬；若扣除以上因素影響，本回顧期的媒體採購服務收入應
高於去年同期。從目前客戶簽單情況來看，預期該項業務全年的收入將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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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三、 扣除銷售稅項及附加稅前，內容與廣告創意製作收入為人民幣5,070千元，去年同期為人民幣10,809千
元，同比下降人民幣5,739千元。該項收入包含商業廣告製作收入及百家地方電視台公益聯播網的宣傳
片製作與發行收入。於本回顧期，本集團通過創意提案及競標成功拿下了多個較大型的製作項目，簽約
額較去年同期明顯上升，但由於主要製作項目的服務週期較長，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完工，所
以在此期間確認的製作收入僅人民幣465千元（去年同期為人民幣5,102千元）。預期隨著該些大型製作項
目逐一完工，該項收入在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將會增加。百家地方電視台公益聯播網業務則保持良好發展
趨勢，本回顧期取得的收入維持與去年同期相約水平。

由於媒體資源經營收入明顯上升，而服務成本及經營費用的升幅則控制在合理水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上升至人民幣72,708千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26,018千元，大幅上
升179.5%。

經營費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各項經營費用合計為人民幣51,145千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人民
幣9,207千元，佔收入百分比為7.1%（去年同期為7.0%）。其中，銷售及行銷開支為人民幣25,186千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人民幣6,807千元，佔收入比為3.5%（去年同期為3.1%）。費用增加的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本期銷售
業績較去年同期有顯著增加，導致營銷人員的績效薪酬等人工成本同比增加約人民幣2,367千元。另外，本集
團上半年對現有業務版塊進行了重新梳理及劃分，對本集團產品加大了宣傳推廣，本期針對客戶市場的推廣
及製作服務費用較去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3,746千元。一般及行政開支為人民幣25,959千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人民幣2,400千元，佔收入比為3.6%（去年同期為3.9%）。本集團在實現營業規模持續上升的同時，一般及行
政開支的管理維持穩健高效。

本集團始終致力於不斷完善和改進經營費用的全面預算管理體系，預期費用佔收入百分比將繼續控制在合理
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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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保持著充足的流動資金及穩健的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為人民幣776,187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人民幣795,791千元），其中95%為人民幣，5%為美元。

於回顧期內，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為人民幣126,373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幣195,398千元）。由於應收賬
款管理及墊播控制得宜，在本回顧期內營業額同比大幅上漲的情況下，應收賬款仍維持在相對低位。期末應
收賬款及應收票據餘額合計為人民幣68,165千元（扣除壞賬減值準備後）（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4,539千元）。期內，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出為人民幣79,250千元。本集團上半年做出了多元化的投資佈
局，先後進行了多項投資，導致投資活動現金淨流出較去年同期有較大幅度的增加。此外，為回饋股東，本
集團二零一零年度增派末期和特別股息合計人民幣62,464千元，該等股息已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悉數支付，
致使本回顧期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較去年同期為高。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為人民幣1,306,299千元，其中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為人民幣
861,293千元，非控股權益為人民幣5,471千元。期末，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款或根據融資租賃持有的資產。

本集團大部分營業額、開支及資本投資均以人民幣結算。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僱員合計超過350名。我們實行在同業間具競爭力的薪金政策，按集團業
績及員工表現向銷售人員及其他僱員支付佣金及酌情花紅。為了令僱員與股東的利益一致，本公司亦根據購
股權計劃向僱員授出購股權，已授出而於期末未行使之購股權共35,432,500份。同時，我們也向僱員提供保
險、體檢等福利以及各種培訓課程，以保持集團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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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及集團展望

就整個廣告市場而言，據CTR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多年的廣告主調查研究，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一年，選
擇增加廣告投入的廣告主比例分別為51%、66%、73%，廣告主的投放熱情在今年繼續高漲。因此，本集團對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廣告市場整體看好。

根據CTR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2011上半年中國廣告市場回顧》報告，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電視廣告花費總
量平均增長14%；在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各級頻道售出廣告總時長統計中，中央級頻道增長0.35%，是唯一一個
增加的頻道組。因此，本集團以央視媒體為核心資源的策略將繼續保持穩定。

隨著中國經濟在世界範圍的一枝獨秀，更多的中國企業與城市將抓緊機遇走出國門。我們認為，品牌國際化
傳播的需求會逐步上升。為應對這種需求，本集團除了繼續加強CCTV-NEWS等國內主流英語全球化媒體的運
營外，還將穩步拓展與海外強勢電視媒體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近年來媒體的發展與融合讓廣告主的選擇多樣化。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佈的《第
2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4.85億，手機網民規模為
3.18億。為了能給客戶提供更全面的傳播服務，本集團將持續對互聯網媒體尤其是移動媒體的興起保持重點
關注和投入，積極拓展在新媒體領域的優質資源，相信能為長期快速增長打下良好基礎。

縱觀整個行業的發展趨勢，我們認為，傳統的媒體、廣告、公關公司之間的界限正在模糊，融合趨勢加快，
傳播工具與手段將在數字化時代重新組合，創造出新的營銷模式和技巧。因此，本集團將不斷加大在新媒體
投資與整合運營、創意製作與發佈和品牌傳播服務等方面的投入，加快價值鏈延伸與整合，積極推進相關多
元化的傳媒運營領域投資與業務拓展。

我們相信，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依托國內蓬勃發展的傳媒行業機會，本集團董事會、管理層及所有員工，

以建設中國領先、國際一流的傳媒運營集團為使命，同心同德，銳意進取，必將不斷給投資者創造豐厚的投

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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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719,939 599,339

服務成本 (567,055) (528,896)

毛利 152,884 70,443

其他收入 6 6,114 5,987

銷售及行銷開支 (25,186) (18,379)

一般及行政開支 (25,959) (23,559)

經營溢利 107,853 34,492

財務收入 4,883 4,284

財務成本 (116) (166)

財務收入淨額 4,767 4,118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扣除所得稅） (2,914) (443)

所得稅前溢利 7 109,706 38,167

所得稅開支 8 (35,101) (9,802)

期內溢利 74,605 28,365

下列各項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72,708 26,018

　非控股權益 1,897 2,347

期內溢利 74,605 28,365

每股盈利 9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 0.128 0.046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 0.127 0.046

第19至26頁附註為此等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分。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股息詳情載於附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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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74,605 28,36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2,714) (2,715)

換算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2,714) (2,71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1,891 25,650

下列各項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69,994 23,303

　非控股權益 1,897 2,34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1,891 25,650

第19至26頁附註為此等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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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54,520 54,601

投資性物業 3,966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7,086 6,000

其他金融資產 60,316 —

遞延稅項資產 5,276 8,748

非流動資產總額 141,164 69,349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388,948 419,10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776,187 795,791

流動資產總額 1,165,135 1,214,899

資產總額 1,306,299 1,284,248

權益

股本 174 174

儲備 861,119 848,966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 861,293 849,140

非控股權益 5,471 6,904

權益總額 866,764 85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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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其他金融負債 13,819 13,657

遞延稅項負債 1,804 4,041

非流動負債總額 15,623 17,69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3 401,613 369,185

應付所得稅 22,299 29,450

其他流動金融負債 — 11,871

流動負債總額 423,912 410,506

負債總額 439,535 428,204

權益及負債總額 1,306,299 1,284,248

流動資產淨值 741,223 804,39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882,387 873,742

第19至26頁附註為此等財務報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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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股本 資本儲備 股份溢價
資本

購回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其他儲備 留存溢利 合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73 17,414 461,741 18 37,735 2,776 (11,151) 227,767 736,473 5,465 741,938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股份支付 — 869 — — — — — 374 1,243 — 1,243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 1 (2,176) 5,332 — — — — — 3,157 — 3,157
股息 — — — — — — — (17,786) (17,786) — (17,78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715) — 26,018 23,303 2,347 25,65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74 16,107 467,073 18 37,735 61 (11,151) 236,373 746,390 7,812 754,202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股份支付 — 2,493 — — — — — (374) 2,119 19 2,138
收購非控股權益 — — — — — — 1,813 (35,436) (33,623) (6,867) (40,490)
儲備金撥備 — — — — 17,482 — — (17,482) — — —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 — (570) 1,333 — — — — — 763 — 76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445 — 132,046 133,491 5,940 139,431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74 18,030 468,406 18 55,217 1,506 (9,338) 315,127 849,140 6,904 856,04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股份支付 — 3,082 — — — — — — 3,082 — 3,082

股份購回 — — — — — — — (1,789) (1,789) — (1,789)

收購非控股權益 — — — — — — 5,823 (2,493) 3,330 (3,330) —
股息 — — — — — — — (62,464) (62,464) — (62,46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714) — 72,708 69,994 1,897 71,89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74 21,112 468,406 18 55,217 (1,208) (3,515) 321,089 861,293 5,471 866,764

第19至26頁附註為此等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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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所得現金 167,391 215,287

已付稅項 (41,018) (19,889)

經營活動產生之淨現金 126,373 195,398

投資活動使用之淨現金 (79,250) (719)

融資活動使用之淨現金 (64,013) (14,42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6,890) 180,253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95,791 323,084

匯率波動之影響 (2,714) (488)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76,187 502,849

第19至26頁附註為此等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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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附註
（除另有註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 匯報實體

中視金橋國際傳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家於香港註冊之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香港
德輔道中19號環球大廈15樓1505室。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包括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個別稱「集團實體」）。本集團主要為廣告主及廣告代理提供全國性電
視廣告覆蓋及活動策劃，以及電視廣告製作服務。

2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而編製，包括遵從由國際
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並獲准於二零
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刊發。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於二零一一年年
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有關該等會計政策變動詳情載於附註3。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遵從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而編製，該準則要求管理層按今年迄今為止的基準對影響會
計政策的施行、資產和負債及收入和開支的匯報額等作出判斷、預算及假設。實際業績可能與該等預算
有所不同。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及經選定之解釋附註。附註闡述了自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刊
發以來，在了解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和業績變動方面極為重要的事件和交易。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及其
附註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份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本中期財
務報告為未經審核。

在中期財務報告內載列為過往已申報的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有關的財務資料，並
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惟僅取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向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取。核數師已在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發出的報告
中，表明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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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附註
（除另有註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3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多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及一種新詮釋，該等修訂及詮釋於本集團及本
公司目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下列變動乃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有關：

‧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零零九年修訂），關聯人士披露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一零年）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權益工具消滅金融負債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 確定福利資產之限制、最低

資金提撥要求及其相互影響 — 最低資金提撥要求的預付款項

本集團並無應用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由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一零年）與本集團已採納的政策一致，故該等改進對本集團的財務報
表概無重大影響。其他變動尚未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帶來重大影響，因為該等變動將於本集團訂立有關
交易時首次生效且無需重列該等先前交易所錄得之金額。

4 分部報告

按與內部向最高級之執行管理層報告資料以供行政總裁作資源分配和評估表現一致之方法，本集團釐定
和呈列單一之報告分部，從整體披露其服務、地區及主要客戶之資料。

5 經營的季節效應

中國境內的電視廣告開支反映顯著的季節性波動，在每個曆年下半年客戶需求通常較高，廣告開支較
大。因此，本集團於上半年銷售率一般較下半年低。另一方面，服務成本主要由向不同的廣告資源供應
商購買電視廣告時間的成本構成，通常在合約期間（一般介乎一年至五年）按比例分攤。因此，上半年的
毛利及毛利率一般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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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貼 6,101 5,982

其他 13 5

6,114 5,987

7 所得稅前溢利

所得稅前溢利經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2,707 2,382

呆壞賬減值虧損 (1,445) 2,237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 — 中國所得稅 33,866 8,452

遞延稅項 1,235 1,350

35,101 9,802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未錄得任何應繳香港利得稅的收入，故
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附屬公司之稅項按預期於中國適用之預計年度實際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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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附註
（除另有註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72,708千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26,018千元）及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目565,987,400股（二零一零年：564,996,311股）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72,708 26,018

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72,708 26,01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千股 千股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之普通股 566,838 564,310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普通股之影響 — 686

股份購回之影響 (851) —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65,987 56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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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續）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72,708千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26,018千元）及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目574,144,520股（二零一零年：567,262,406股）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溢利（攤薄）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溢利（基本及攤薄） 72,708 26,01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千股 千股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565,987 564,996

已發行購股權之影響 8,157 2,266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574,144 567,262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人民幣2,701千元之成本購入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16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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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附註
（除另有註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經扣減呆壞賬減值虧損）已計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40,227 74,495

三個月至六個月 22,759 44

六個月至一年 5,179 —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總額（已扣減呆壞賬減值虧損） 68,165 74,539

預付媒體供應商款項 275,788 303,344

按金 31,897 31,202

向僱員墊款 5,405 3,804

其他 7,693 6,219

388,948 419,108

本公司根據管理層按個別基準進行的信貸評估，為客戶提供信貸期。應收賬款的信貸期一般由零至90

日。

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及所持現金 776,187 79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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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結算日計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的貿易債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到期 116,292 130,949

預收客戶款項 266,991 201,605

薪酬及應付福利開支 6,144 11,266

其他應付稅款 (3,323) 18,801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開支 15,253 6,548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256 16

401,613 369,185

14 股息

(a) 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來自本年度中期的股息

本集團概無宣派及支付任何本年度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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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附註
（除另有註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4 股息（續）

(b) 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來自上財政年度的股息（於本中期期間獲批准及支付）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去年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已批准及支付

　每股約人民幣5.6分（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每股約人民幣3分） 31,112 17,786

去年財政年度之特別股息，已批准及支付

　每股約人民幣5.6分 31,112 —

62,224 1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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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
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
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本公司所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
淡倉；或(c)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本公司的權益 — 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

股份數量

根據股本衍生

工具持有的

相關股份數量

（附註1） 總額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劉矜蘭 全權委託信託的

成立人、信託

受益人及實益

權益

251,428,169

（附註2）
4,400,000 255,828,169 45.13%

陳新 全權委託信託的

成立人及信託

受益人

251,428,165

（附註3）
— 251,428,165 44.36%

李宗洲 實益權益 — 2,500,000 2,500,000 0.44%

齊大慶 實益權益 — 260,000 260,000 0.05%

丁俊杰 實益權益 — 200,000 200,000 0.04%

附註：

1. 相關股份詳情載列於本報告「購股權計劃」部分。

2. 劉矜蘭被視為擁有本公司251,428,169股股份。該等股份由三個全權委託信託持有，分別為UME信託、DFS（2號）信託及CLH信

託，全部由劉矜蘭成立。就CLH信託所持有的203,941,513股股份而言，劉矜蘭亦為該信託的受益人。

3. 陳新被視為擁有本公司251,428,165股股份。該等股份由三個全權委託信託持有，分別為MHS信託、DFS（1號）信託及CLH信託，

全部由陳新成立。就CLH信託所持有的203,941,513股股份而言，陳新亦為該信託的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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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續）

(ii)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的權益 — 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權益性質

佔相聯法團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劉矜蘭 CLH Holding Limited 全權委託信託的成立人 100%

中視金橋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公司權益 100%

中視金橋國際廣告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權益 100%

中視金橋國際傳媒有限公司 公司權益 0.3%

陳新 CLH Holding Limited 全權委託信託的成立人 100%

中視金橋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公司權益 100%

中視金橋國際廣告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權益 100%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

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
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本公司所存置的登記冊內的任何權益
或淡倉；或(c)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分別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招股前計劃」）及於二零零八年五
月二十七日採納另一項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招股後計劃」），據此，本公司董事獲授權酌情邀請任何全職僱
員、董事或獲本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批准的任何人士接納購股權（分別為「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及「首次公開
招股後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的股份。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計劃，將不會進一步授出任何購股權。首次公
開招股後計劃將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七月七日止十年期內有效並生效。

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計劃及首次公開招股後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可供發行的證劵總數為35,432,500

股股份，佔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本的約6%。



29 中視金橋國際傳媒控股有限公司

購股權計劃（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購股權計劃項下購股權變動如下：

於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的

購股權數目

期內

已授出的

購股權數目

期內

已行使的

購股權數目

期內

已沒收的

購股權數目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的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行使期

董事

劉矜蘭 3,200,000 — — — 3,200,000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日 人民幣1.56元 附註2

1,200,000 — — — 1,200,000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 1.84港元 附註4

李宗洲 1,600,000 — — — 1,600,000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日 人民幣1.56元 附註1

900,000 — — — 900,000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 1.84港元 附註4

齊大慶 260,000 — — — 260,000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七日 1.49港元 附註3

丁俊杰 200,000 — — — 200,000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七日 1.49港元 附註3

僱員

合計 9,608,000 — — (48,000) 9,560,000 二零零七年七月四日至

二零零八年三月七日

人民幣1.56元 附註1

200,000 — — — 200,000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七日 1.49港元 附註3

17,240,000 — — (327,500) 16,912,500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 1.84港元 附註4

1,300,000 — — (800,000) 500,000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2.82港元 附註4

1,060,000 — — (160,000) 900,000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 2.88港元 附註4

附註：

1.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持有人於接納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起計365日後，最多可行使已獲授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總數的25%。
隨後，持有人在本公司持續服務的每整年最多可行使已獲授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總數的另外25%，直至授出日期後滿八年。

 授予李宗洲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八日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行使，惟須受上文所述歸屬規定的規限。授予
本集團僱員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的行使期由二零零九年一月八日開始，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日至二零一六年三月六日期間的其
中一日（視乎授出購股權的各個日期而定）屆滿，亦須受上文所述歸屬規定的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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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股權計劃（續）

2. 上文(1)所述歸屬規定也有例外情況，劉矜蘭於接納購股權起計365日後最多可行使已獲授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總數的50%。隨後，
劉矜蘭在本公司持續服務的每整年最多可行使已獲授的購股權總數的另外25%，直至授出日期後滿八年。

 授予劉矜蘭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八日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行使，惟須受上文所述歸屬規定的規限。

3. 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持有人於接納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後，最多可行使已獲授的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總數的25%。隨後，持有
人在本公司持續服務的每整年最多可行使已獲授的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總數的另外25%，直至授出日期後滿八年。

4. 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持有人於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授出當天起計整年後，最多可行使已獲授的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總數的25%。
隨後，持有人在本公司持續服務的每整年最多可行使已獲授的首次公開招股後購股權總數的另外25%，直至授出日期後滿八年。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 — 好倉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下列公司（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作或當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規定須向本
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總數

佔已發行股份

百分比

Equity Trustee Limited 受託人（附註1） 298,914,821 52.73%

CLH Holding Limited 公司權益（附註2） 203,941,513 35.98%

Bain Capital CTVGB Holding L.P. 公司權益（附註3） 117,624,579 20.75%

附註：

1. 由於 Equity Trustee Limited 為CLH信託（其股份由中視金橋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持有）、MHS信託（其股份由 Merger Holding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持有）、UME信託（其股份由 United Marine Enterprise Company Limited 持有）、DFS（1號）信託（其股份由 Digital Finance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持有）及DFS（2號）信託（其股份由 SinoMedia Investment Ltd. 持有）的信託受託人，其被視為擁有本公司

298,914,821股股份的權益。

2. 該等股份由中視金橋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中視金橋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為中視金橋國際廣告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資附

屬公司，而中視金橋國際廣告控股有限公司為 CLH Holding Limited 的全資附屬公司。CLH Holding Limited 被視為擁有中視金橋國際文

化傳播有限公司203,941,513股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3. 該等股份由 Bain Capital CTVGB Holding Ltd. 直接持有。Bain Capital CTVGB Holding Ltd. 為 Bain Capital CTVGB Holding L.P. 的全資附屬

公司。Bain Capital CTVGB Holding L.P. 被視為擁有由 Bain Capital CTVGB Holding Ltd. 持有的117,624,579股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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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 — 好倉（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或公司（本
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

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在聯交所以合共2,151,110港元的價格購回851,000股普通股。
購回股份隨後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註銷。購回股份的詳情如下：

日期 購回股份數目

已支付

每股最高價格

港元

已支付

每股最低價格

港元

已支付

價格總額

港元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322,000 2.47 2.39 786,290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325,000 2.57 2.47 822,110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50,000 2.54 2.54 127,000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1,000 2.61 2.61 2,610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140,000 2.70 2.70 378,000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3,000 2.70 2.70 35,100

851,000 2,151,110

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列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
適用守則條文，惟除偏離守則條文第B.1.1條外。此條文規定薪酬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應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自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起，陳天橋先生退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後，該委員會只有兩
名成員，其中一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獨立非執行董事連玉明先生被委任為本
公司薪酬委員會成員之替補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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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經進行特定查詢後，本公司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
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的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
報表及中期報告，包括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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