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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二○一七年度中期業績公告 

(二○一七年八月二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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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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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97 

 

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 

中期業績公告 

 

業績摘要 
 

 集團於二○一七年上半年的財務表現受廣告及訂戶收入下跌嚴重影響，收入下跌

部分原因為三月初以來業務前景持續不明朗。 

 廣告市場整體表現持續疲弱，而且免費電視、數碼平台及 OTT 服務的競爭加劇。

訂戶方面，整體客戶數目持續減少，但每戶平均收入繼續有所提升。 

 奇妙電視粵語頻道已於五月啟播，初期以漸進模式發展市場。 

 集團於四月建議進行公開發售（由永升（亞洲）有限公司包銷）及貸款資本化以

籌集約十億港元的新股本。現時已清除所有主要規管障礙。 

 新股本預計於二○一七年九月注入集團，以解決資金不明朗的問題。當公開發售

及貸款資本化的程序完成時，永升（亞洲）有限公司將成為集團之控股股東。 

 集團於二○一七年五月接受收費電視牌照的續期，為期十二年至二○二九年五月

三十一日。集團的綜合傳送者牌照有效期至二○三○年一月十七日，而奇妙電視

的免費電視牌照有效期至二○二八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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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績（未經審核） 

 

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股東應佔集團虧損為一億四千一百萬

港元（二○一六年：一億三千五百萬港元）。基本及攤薄後每股虧損均為 0.07 港元

（二○一六年：0.07港元）。 

 

中期股息 
 

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會派發任何股息（二○一六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甲. 二○一七年度中期業績評議 
 
綜合收入減少六千九百萬港元或 10% 至六億四千一百萬港元。 

 
未計折舊前的經營費用增加 3% 至七億五千九百萬港元。當中網絡相關費用增加

17%（主要來自政府最近評估自一九九七年後在建築物內建成網絡應繳地租作出

撥備，但集團已提出反對），節目製作成本增加 3%，而銷售成本減少 10%及銷

售、客戶服務、一般及行政費用維持不變。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虧損為一億一千八百萬港元（二○一六年：二

千四百萬港元）。淨虧損為一億四千一百萬港元（二○一六年：一億三千五百萬

港元），當中已計入出售剩餘物業盈利所得的八千二百萬港元。基本及攤薄後每

股虧損為 0.07港元（二○一六年：0.07港元）。 

 

乙. 分部資料 

 

電視 
 

收入減少 11% 至四億七千一百萬港元，主要因為訂戶收入及廣告收入下降。未計

折舊前的經營費用增加 3% 至五億九千萬港元。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

的虧損為一億一千九百萬港元（二○一六年：四千四百萬港元）。 

 
互聯網及多媒體 
 

收入減少 4% 至一億六千二百萬港元。未計折舊前的經營費用增加 12% 至一億零

九百萬港元。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減少 25% 至五千四百萬港

元（二○一六年：七千一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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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的淨負債為六億六千二百萬港元，而二○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則為三億九千三百萬港元。 

 

綜合資產淨值為三億六千四百萬港元或每股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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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資本開支為一億零九百萬港元（二○一六年：一億一千萬港元）。主要項目

包括網絡設備、電視製作和廣播設備，以及 FANhub 高清電視新機頂盒。 

 

集團預計營運所帶來的內部現金流，新注資及商業信貸，將為資本開支及開展新

業務提供所需資金。 

 

丁. 或然負債  
 

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為旗下附屬公司就有關借貸的透支和擔保提供

為數八億零六百萬港元的承擔（二○一六年：八億零六百萬港元），其形式包括

擔保、賠償保證及知情函等。附屬公司已動用其中七億零五百萬港元（二○一六

年：四億一千五百萬港元）。 

 

戊. 人力資源  
 

截至二○一七年六月底，集團有一千九百四十名員工（二○一六年：二千一百七

十六名）。期內員工薪酬及有關開支合共三億四千五百萬港元（二○一六年：三

億五千二百萬港元）。 

 

己. 經營環境 
 

集團於二○一七年上半年的財務表現受廣告及訂戶收入下跌嚴重影響，收入下跌

部分原因為三月初以來業務前景持續不明朗。此外，廣告市場整體表現持續疲

弱，而且免費電視、數碼平台及OTT服務的競爭加劇。訂戶方面，整體客戶數目

持續減少，但每戶平均收入繼續有所提升。 

 

奇妙電視粵語頻道已於五月啟播，初期以漸進模式發展市場。透過彙集創作、製

作及網路專才，我們可以更有效建立節目製作及電視廣告銷售的規模，爭取更佳

的買賣能力及提升營運效率，並獲取更多人才及新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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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展望 

 

集團於二○一七年四月建議進行公開發售（由永升（亞洲）有限公司包銷），籌

集七億零四百萬港元（未計支出），以及貸款資本化籌集三億港元。新股本預計

於二○一七年九月注入集團，以解決資金不明朗的問題。當公開發售股份及貸款

資本化的程序完成時，永升（亞洲）有限公司將成為集團之控股股東。 

 

集團於二○一七年五月接受收費電視牌照的續期，為期十二年至二○二九年五月

三十一日。集團的綜合傳送者牌照有效期至二○三○年一月十七日，而奇妙電視

的免費電視牌照有效期至二○二八年五月三十日。 

 

集團在控制成本的措施，比改善收入更具成效。集團將於二○一七年餘下時間推

出更多措施；相關措施未必能夠產生我們需要的效果，但集團會繼續進行改革，

以建立更扎實的業務。 

 

在上述情況下，集團將加倍謹慎投資節目製作、豐富節目內容、提升高清廣播／

OTT服務、提升客戶服務、提供GPON高速寬頻服務及全新業務，以及推出嶄新

的市場推廣及媒體策略以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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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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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年  二○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3 641,112  709,876 

     

節目製作成本  (437,213)  (424,423) 

     
網絡費用  (122,293)  (104,288) 

     
銷售、一般、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161,492)  (162,926) 

     
銷售成本  (37,763)  (42,086) 

     
折舊前經營虧損  (117,649)  (23,847) 

     
折舊 4 (104,191)  (109,082) 

     
     
經營虧損  3 (221,840)  (132,929) 

     
利息收入  62  2 

     
淨融資費用  (4,686)  (2,128) 

     
非經營收入╱（支出）  82,890  (427) 

     
     除稅前虧損 4 (143,574)  (135,482) 

     
入息稅項 5 2,437  700 

     
期內虧損  (141,137)  (134,782) 

     

應佔：     

     
公司股東  (141,137)  (134,782) 

     

每股虧損 6    

     
基本  (7.0)仙  (6.7)仙 

     攤薄後  (7.0)仙  (6.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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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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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年  二○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141,137)  (13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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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32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41,056)  (135,102) 

     

應佔 :     

公司股東  (141,056)  (13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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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附註  

於二○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89,624  894,039 

備用節目   166,205  169,307 

無形資產   1,218  2,06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遞延稅項資產 7  305,218  306,467 

其他非流動資產   54,247  43,254 

      
   1,416,512  1,415,129 

      
流動資產      

存貨   15,078  18,076 

應收營業賬款 8  48,100  51,385 

按金、預付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35,050  34,926 

應收同母系附屬公司賬款   171  204 

銀行存款及現金   43,186  105,814 

      
   141,585  210,405 

      
流動負債      

應付營業賬款 9  50,154  59,135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219,400  239,758 

預收賬款及客戶按金   170,012  183,821 

帶利息貸款   705,000  590,000 

當期稅項   89  113 

應付同母系附屬公司賬款   35,096  26,129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賬款   -  3,229 

      
   1,179,751  1,102,185 

            
流動負債淨值   (1,038,166)  (891,78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78,346  523,34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  5,314  9,210 

其他非流動負債   8,690  8,741 

      
   14,004  17,951 

            
資產淨值   364,342  505,39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857,599  6,857,599 

儲備   (6,493,257)  (6,352,201) 

      
總權益   364,342  50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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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公司股東應佔部分  

 股本  

特殊資本 

 儲備  外匯儲備  收益儲備  儲備總額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HK$’000 

 千港元
HK$’000 

 千港元
HK$’000 

 千港元 

            

於二○一六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 6,857,599  13,985  3,643  (6,056,254)  (6,038,626)  818,973 
            

截至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134,782)  (134,782)  (134,782) 

            
其他全面收益 -  -  (320)  -  (320)  (320) 

            
            
全面收益總額 -  -  (320)  (134,782)  (135,102)  (135,102) 
            
             
於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6,857,599  13,985  3,323  (6,191,036)  (6,173,728)  683,871 
            
            

            

於二○一七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 6,857,599  13,985  2,858  (6,369,044)  (6,352,201)  505,398 
            

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141,137)  (141,137)  (141,137) 

            
其他全面收益 -  -  81  -  81  81 

            
            
全面收益總額 -  -  81  (141,137)  (141,056)  (141,056) 
            
             
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6,857,599  13,985  2,939  (6,510,181)  (6,493,257)  36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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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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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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若干預期會反映在二○一七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此未經審核之

中期財務報告已經採用了二○一六年度財務報表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並於本集團當前的會計

期間首次生效。該些修訂並沒有對集團於當前或以前已經編製及呈報的業績和財

務狀況構成重大的影響。本集團並未採用當前會計期間生效的任何新的標準或詮

釋。 

 

此中期財務報告內載入有關截至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

料作為比較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摘

錄自該等財務報表。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36 條所需披露有關該等

法定財務報表的更多資料列載如下： 

 

按照《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本公司已向公司註冊處處長

遞交截至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年

度財務報表出具核數師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並無載

有核數師以強調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無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或第407(2)或(3)條作出之陳述，除該核數師報告載有「與持續經營相關的

重大不確定因素」一節，以提請注意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b)中披露的若干事項。

該節摘錄自本公司截至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其顯示存在重

大不確定因素，而可能對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問，核數師並無就此

作出保留或經修訂意見。 

 

2. 收入 

 

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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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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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截至二○一七年及二○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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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年  二○一六年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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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184  519,195  162,192  168,256  12,736  22,425  641,112  709,876 

分部之間收入  4,515  7,068  104  100  2,550  4,445  7,169  11,613 

應列報之分部收入  470,699  526,263  162,296  168,356  15,286  26,870  648,281  721,489 

                 

應列報之分部業績

(「EBITDA」) 
 

(119,197)  (44,020)  53,667  71,193  (52,119)  (48,234)  (117,649)  (21,061) 
                 

應列報之分部業績

(「EBIT」) 
 

(184,876)  (112,660)  16,448  31,977  (53,412)  (49,460)  (221,840)  (130,143) 
                 

分部之間抵銷              -  (2,786) 
                 

經營虧損              (221,840)  (132,929) 

利息收入              62  2 

淨融資費用              (4,686)  (2,128) 

非經營收入/（支出）              82,890  (427) 

入息稅項              2,437  700 
                 

期內虧損              (141,137)  (13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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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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年  二○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用作經營租賃之資產  11,077  14,752 

 －其他資產  93,114  94,330 

備用節目攤銷*  54,445  52,300 

員工成本  310,480  315,379 

界定供款退休金計劃之供款  17,843  17,684 

存貨成本  3,264  3,434 

借貸之利息開支  4,686  2,128 

核數師酬金  2,122  1,570 

非經營（收入）／支出     

－出售持有物業公司及物業之盈利  (82,478)  - 

－出售廠房及設備之（盈利）／虧損 

淨額  (412)  427 

 

* 備用節目攤銷包括在本集團綜合業績之節目製作成本之內。 

 

5.  入息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海外 211  292 

遞延稅項 (2,648)  (992) 

    
 (2,437)  (700)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採用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預計年度實際稅

率 16.5%（二○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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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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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一億四千一百萬港元（二○一六年︰一

億三千五百萬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011,512,400 股（二○一

六年︰2,011,512,400股）計算。 

 

截至二○一七年及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沒有具攤薄影響的潛在普通

股。 

 

7. 財務狀況表內之遞延稅項 

 

期內綜合財務狀況表內遞延稅項（資產）／負債的組成部分及其變動如下： 

 

遞延稅項的來源：  

超出相關會計

折舊之折舊 

免稅額  稅項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一七年一月一日  54,375  (351,632)  (297,257) 

扣除／（計入）綜合損益表中

（附註 5）  1,147  (3,794)  (2,647) 

       
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55,522  (355,426)  (299,904) 

 

  

二○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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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218)  (306,467) 

已確認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之 

遞延稅項負債淨值 5,314  9,210 

     
  (299,904)  (29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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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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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23,152  16,530 

31至 60日 4,460  15,421 

61至 90日 6,871  8,524 

超過 90日 13,617  10,910 

    
 48,100  5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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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應付營業賬款 

  

應付營業賬款之賬齡分析列載如下： 

 

 

二○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13,205  17,012 

31至 60日 22,494  21,945 

61至 90日 9,484  12,271 

超過 90日 4,971  7,907 

    
 50,154  59,135 

 

10.  業績審閱 

 

截至二○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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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委員會對該中期財務報告並無不相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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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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內《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惟其中涉及一項偏離則除外，該項偏離為

守則條文第 A.2.1 條，此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由不同人士擔任。由同一人

出任本公司主席及履行行政總裁的執行職能被認為較具效益，因此相關安排被視為合

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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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足夠確保權力與授權分布均衡。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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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仲瑛 

 

香港，二○一七年八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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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