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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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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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內
容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8 New Media Group Limited
A8新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二零一五年本集團年度溢利約為人民幣21,700,000元，較二零一四年約
人民幣9,700,000元上升約124.5%。

• 二零一五年本集團總體毛利率約為30.8%，而二零一四年經重列為27.8%。

• 二零一五年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148,400,000元，較二零一四年經重列
約人民幣231,900,000元下降約 36.0%。

• 穩健的財務狀況，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及銀行結餘
及高流動性短期資產達約人民幣 497,100,000元，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1,049,300,000元。

A8新媒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該業
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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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業務回顧

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於二零一六年一月發布的數據，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6.20億，較二零一四年底增長0.63億，手機網民佔整體
網民規模的 90.1%。隨著手機終端的大屏化和手機應用體驗的不斷提升，手機
做為主要上網終端的趨勢進一步明顯。本集團涉足的移動音樂和移動游戲市
場規模持續快速增長。

精品游戲發行平台

二零一五年，隨著優質版權的持續火熱，指游方寸致力於布局優質版權，加強
版權儲備和游戲儲備，同時繼續致力於將「指游方寸」打造為精品游戲的發行
平台。

優質版權的戰略布局

二零一五年，基於二零一四年獲得的優質版權「我欲封天」（盛大文學旗下起點
中文網上作家耳根的暢銷作品），指游方寸與研發商合作開發了多款不同類型
游戲產品。指游方寸獲得了中國最大原創動漫網站「有妖氣」上排名前五S級
動漫作品「虎X鶴妖師錄」的RPG類手游改編權以及「有妖氣」上排名前十S級動
漫作品「拜見女皇陛下」的養成類手游改編權以及著名國產動漫電影「魁拔」的
HTML5游戲改編權。

游戲產品儲備

二零一五年，指游方寸引進「關門放呂布」、「部落特煩惱」（原名「巔峰王座」）、
「遠古紛爭」、「燃燒吧二弟HTML5」和「呂布戲貂嬋HTML5」等多款手機游戲，其
中「關門放呂布」已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上綫，其餘游戲預期於二零一六年年內
陸續上綫。

二零一五年，指游方寸基於已獲取的優質版權「我欲封天」與研發商合作開發
多款不同類型游戲產品，其中「我欲封天HTML5」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上綫 iOS

平台。此外，指游方寸與小米科技旗下的北京瓦力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基於「我
欲封天」的版權合作開發了一款游戲，並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上綫。對優質版
權進行深度運營，不僅可以回收版權採購成本、降低運營風險，還可以帶動優
質版權的聯動、提升版權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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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戲發行業務的精細化運營

二零一五年，指游方寸繼續運營「啪啪三國」的安卓版本。報告期內共進行了六
次版本更新，加入了眾多交互性玩法，開展了二百六十餘次產品營銷活動，用
戶活躍度進一步提升，目前月活躍用戶穩定在 15萬，累積註冊角色接近 1,000

萬。受益於精細化運營，「啪啪三國」運營超出預期，游戲上綫進入三周年月流
水仍能保持穩定且有小幅增長，該游戲上綫以來帶來的總流水超過人民幣1.3

億元。

二零一五年，指游方寸新發行「街機群英傳」、「神機三國」（原名「軍師救我」）、
「關門放呂布」、「我欲封天HTML5」等多款游戲，其在推廣期內獲得渠道大量推
薦，並陸續帶來流水收入。其中，「關門放呂布」和「我欲封天HTML5」表現搶眼。
「關門放呂布」上綫不久就取得App Store免費榜排名第一及暢銷榜排名第十一的
好成績。「我欲封天HTML5」iOS版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上綫，優質版權引爆游戲熱
度，最高月流水接近百萬，穩定在HTML5游戲行業前十，獲得了金口袋獎「年度
最受歡迎HTML5游戲」、金鑰獎「年度最佳小說 IP移動游戲」等行業重量級獎項。

公司的游戲發行業務堅持精品策略，內部制訂嚴格的上綫標準，運營團隊對未
達上綫標準的游戲會不斷改進和優化，達到上綫標準才安排上綫運營，但由於
部分游戲上綫時間延遲導致部分游戲收入未達預期。

通過股權投資進行戰略布局

二零一五年，本公司參股了三家優質手游研發商，其代表作包括「盜夢英雄」、
「關門放呂布」和「部落特煩惱」，本公司取得「關門放呂布」中國大陸地區及香港
地區的獨家發行代理權以及「部落特煩惱」中國大陸地區的獨家發行代理權。
「關門放呂布」已於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在中國大陸地區上綫發行，「關門放呂布」
計劃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在香港地區上綫，「部落特煩惱」計劃於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在中國大陸地區上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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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移動互聯網的音樂娛樂產業鏈

隨著音樂版權市場的逐漸規範，中國移動音樂商業化進程加快，市場規模增速
穩步提升。

綫下演出品牌「A8Live」依托於A8音樂大廈裙樓的LiveHouse劇場，集音樂演出、
創客咖啡廳、專業錄音棚、樂隊排練室、音樂教育基地為一體。A8Live在二零
一五年共承接約50場演出活動，活動形式呈多樣化，有藝人或樂隊的演出、演
奏會、粉絲見面會、新聞發布會、慈善活動及在綫直播等，邀請藝人呈國際化，
包括英國的星際水手Starsailor、韓國偶像女團Stellar、台灣小搗蛋家族以及來自
中國香港和大陸的多組藝人或樂隊，運營模式包括自辦、租場、票務分成等。未
來，大牌藝人進入LiveHouse這樣的小場地演出將會成為一種趨勢，近距離的互
動演出也會成為LiveHouse劇場招攬觀眾的亮點。通過舉辦這些活動，團隊積累
了豐富經驗，品牌得到提升對後續探索LiveHouse運營和O2O模式有很大幫助。
二零一五年下半年，A8Live還開始實驗性地跟樂視、愛奇藝、YY等著名直播平
台合作，參與直播。

二零一五年，集團與深圳市南山區委舉辦了「SING星索原創中國流行音樂大
賽」，綫上內容收集平台A8.com繼續為原創音樂人提供服務，對於收集原創音
樂、促進原創音樂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多米音樂方面，為籌備北京彩雲在綫技術開發有限公司（「北京彩雲」）在全國中
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事宜，多米音樂集團於二零一五年進行重組並引入
新投資者。二零一五年，多米音樂努力探索轉型以降低對版權的依賴，並開始
向垂直化運營、O2O活動、音樂周邊產品發力，採用全新娛樂行業互聯網+模
式，其推出的「偶撲」APP致力於打造中國最大粉絲平台。「偶撲」粉絲平台於二
零一五年八月上綫，通過舉辦各種活，比如為韓國MAMA音樂盛典唯一官方手
機投票平台並為粉絲直播韓國MAMA頒獎典禮；成為韓國金唱片江蘇衛視粉絲
類投票平台等，吸引了眾多粉絲的參加和入駐。經過幾個月的運營，「偶撲」平
台功能逐步完善並已具有粉絲交流、投票、視頻直播、售票等功能，在粉絲群
體內形成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A8音樂大廈

A8音樂大廈所處地理位置優越，位於深圳市南山區的核心商業圈，該片區已經
規劃為深圳市軟件產業園。A8音樂大廈總面積超過5萬平方米，主要包括寫字
樓、裙樓商業性物業以及停車場。A8音樂大廈的物業投資業務已從二零一五年
中期起調整為本集團的主營業務之一， 二零一五年為集團貢獻了超過人民幣
5,000萬的綜合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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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業務展望

本公司長期以來圍繞「互聯網+文化」的產業發展方向進行探索，二零一五年期
間，國家級、省級和區級領導來訪對本公司商業模式給予高度贊賞和肯定，同
時也獲得媒體廣泛報道，不僅起到品牌宣傳效應，而且也堅定了公司戰略發展
的決心及信心。二零一六年，本公司會繼續打造基於移動互聯網的音樂娛樂產
業鏈以及精品游戲發行平台，同時加強版權產業鏈上下游的布局，嘗試版權的
孵化和經營。

精品游戲發行平台

加強優質版權布局

隨著優質版權的持續火熱，指游方寸繼續致力於布局優質版權，二零一六年將
進一步加強版權儲備，引入優質版權在手游領域的獨家授權，深度挖掘和發揮
版權價值，圍繞優質版權向周邊擴展。同時，指游方寸會進一步發掘有創意、
有亮點的創新性手游，通過精細化運營及強大的渠道分發能力、精准市場推廣
策略，進一步擴大市場佔有率。

二零一五年，指游方寸已與國內有二十多年歷史的老牌民營原創動漫製作公
司北京青青樹動漫科技有限公司（「青青樹」）成立一家合資公司北京青草娛樂
文化有限公司（「青草娛樂」）。二零一六年，青草娛樂將致力於加強優質版權的
布局，基於青青樹的代表作「狠西游」推出同名手游，與其製作團隊合作嘗試將
版權延伸到動畫片的製作。

游戲發行業務聚焦HTML5及試水海外發行

二零一六年，指游方寸除繼續運營「啪啪三國」安卓版本、「關門放呂布」和「我
欲封天HTML5」等已上綫游戲外計劃新發行一系列游戲，包括「部落特煩惱」、
「遠古紛爭」、「狠西游」等客戶端游戲，並基於2015成功運營「我欲封天Web」游戲
積累的經驗基礎上聚焦HTML5游戲，2016計劃發行「魁拔HTML5」、「燃燒吧二弟
HTML5」、「呂布戲貂蟬HTML5」在內的一系列HTML5游戲。

同時，指游方寸計劃將代理發行區域擴展到海外市場，嘗試將精品游戲拿到海
外發行。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會首先嘗試在香港地區發行《關門放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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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移動互聯網的音樂娛樂產業鏈

二零一六年，本公司會繼續拓展「A8Live」綫下演出業務，加強品牌宣傳，強化
行業影響力，A8Live將會繼續引進高端內容回報觀眾，截至本報告日，英國音
樂奇才MIKA、中國好聲音學員劉偉男等知名藝人已陸續在A8Live的舞臺上演
出。A8Live還將在演出眾籌方面進一步運作，為觀眾訂制自己最想看到的、最
喜歡看的藝人演出。二零一六年，A8Live音樂培訓交流中心也將開業招生，為
喜歡音樂的原創音樂人、草根音樂人提供一個學習、交流、成長的平台。同時，
優秀學員經過培養，向藝人方向發展，生產自己的歌曲、MV、微電影等節目內
容，進一步挖掘版權價值。

二零一六年，本公司還計劃整合A8Live與A8.com的綫上綫下平台資源，依托於
A8Live積累的演出資源、技術班底、專業錄音棚設備及A8.com原創音樂平台，收
集、評選並製作高品質內容，產生自有優質版權並通過綫上平台分銷推廣實現
變現。自製內容呈多樣化，計劃包括各類演出的在綫直播和錄播、藝人訪談、
真人秀和音樂教育等。

多米音樂方面，二零一六年將持續發力，一方面加強多米音樂的運營，另一方
面將採用全新娛樂行業互聯網+模式，結合公司擁有的娛樂產業鏈上下游的優
勢演藝資源把偶撲平台打造為中國最大粉絲互動平台，從粉絲的召集、集資、
粉絲團管理、應援、直播等多維度滿足粉絲領袖的組織需求。同時，全面啟動
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咪咕文化」）
的戰略合作的落地工作，促進公司業務的發展。另外，在完成多米音樂集團重
組後，繼續推進其國內運營實體公司北京彩雲的新三板掛牌事宜，計劃於二零
一六年內完成掛牌。

通過股權投資進行戰略布局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共擁有現金4.97億元人民幣。公司擬
通過整合將於互聯網游戲產業鏈及綫上綫下音樂產業鏈上下游，包括移動游
戲研發商、可改編移動游戲的優質版權的所有者或發布平台、音樂內容創作者
或發布平台、在綫分銷渠道以及其他文化娛樂平台等，來捕捉移動游戲和移動
音樂行業內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通過投資並購方式實現公司在移動互聯網
行業的戰略布局。

A8音樂大廈

二零一六年，隨著深圳樓市的升溫和租金的穩步增長，特別是大廈所處區域配
套日趨成熟以及大量知名企業入駐帶來的人氣，預期未來大廈租金收入能保
持持續穩定的增長。同時，本集團也會持續提升大廈的物業管理水平，為租戶
提供更好的服務，為集團貢獻持續穩定的現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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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於本年度，考慮到投資物業於二零一四年開始運營以來其持續及穩定的貢獻，
本集團重新指定該業務作為主營業務之一，主營業務同時包括數字娛樂服務，
即音樂娛樂服務業務及遊戲相關服務業務。

收入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入約人民幣 148,400,000元，
較二零一四年下降約 36.0%（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231,900,000元，經重列）。

數字娛樂服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數字娛樂服務收入約人民幣96,000,000

元，較二零一四年下降約53.3%（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205,600,000元）。誠如本公
司二零一二年年度報告所述，該下降主要源於傳統無線音樂娛樂服務業務因
公司戰略轉型而主動擯棄了部分無綫增值業務所致的進一步萎縮，以及多款
手機游戲上綫時間延遲導致游戲發行業務進展未達預期。

物業投資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租金及物管費的物業投資收入
約人民幣 52,400,000元，較二零一四年大幅增長約 99.4%（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
26,300,000元，經重列）。該大幅上升主要由於該物業於二零一四年投入運營後，
高品質的物業管理服務帶來出租率以及單位租賃價格的提高所致。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
幣22,000,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 10,800,000元），該增加主要由於年內贖回本
集團所持有的多米音樂控股有限公司（「多米音樂」）的第一批次可換股票據產
生的收益約人民幣 53,700,000元所致。

提供服務的成本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提供服務的成本約人民幣
99,800,000元，較二零一四年減少約39.6%（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165,400,000元，
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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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娛樂服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數字娛樂服務成本約人民幣85,000,000

元，較二零一四年下降約44.4%（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153,000,000元，經重列）。
該成本主要包括與移動營運商、分發渠道及業務聯盟分享收入，以及其他成本
如音樂版權、遊戲版權及直接人工成本。

與移動營運商及分發渠道分享的收入主要介乎自移動用戶收取的總收入的30%

至50%。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平均約為數字娛樂服務收入的
42.0%（二零一四年：約41.4%），而與業務聯盟分享的收入佔數字娛樂服務收入
比重平均約為 24.0%（二零一四年：約24.0%，經重列）。

物業投資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物業投資業務成本約人民幣14,800,000

元，較二零一四年上升約20.0%（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12,400,000元，經重列）。
該成本主要包括與該投資物業相關的人工費用、能源消耗以及各種維護費用。

毛利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毛利約為人民幣45,700,000元，
較二零一四年下降約 29.0%（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64,400,000元，經重列）。本集
團總體毛利率為30.8%，而二零一四年經重列為27.8%，此毛利的小幅上升乃主
要由於毛利率較高的物業投資業務在二零一五年度的貢獻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約人民
幣125,600,000元，較二零一四年經重列的淨收益約人民幣109,100,000元上升約
15.1%。

其他業務收入及收益淨額的增加乃主要由於贖回可換股票據產生的收益及優先
股及可換股票據的推定利息的增加分別約人民幣53,700,000元及人民幣8,900,000

元，並被投資性物業公平值收益的減少約人民幣48,300,000元所部分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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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約人民
幣55,900,000元，較二零一四年增加約69.7%，佔數字娛樂服務收入比重約58.3%

（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33,000,000元，佔數字娛樂服務收入約16.1%）。該費用及
其收入佔比的上升主要源於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各款游戲在其推出階段的推廣
活動導致市場及推廣開支增加約人民幣 23,900,000元。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行政開支約人民幣 40,400,000

元，較二零一四年下降約12.5%（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46,100,000元，經重列）。
此下降乃主要由於本年度成本控制所致。

其他開支，淨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其他開支淨額約人民幣16,000,000

元，較二零一四年經重列約人民幣10,000,000元增加約60.1%。此增加乃主要優
先股及可換股票據附帶之換股權的公平值損失增加約人民幣 10,900,000元，並
被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減值減少約人民幣 4,900,000元所部分抵消。

分擔聯營公司虧損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分擔聯營公司虧損約人民幣
25,200,000元，較二零一四年約40,900,000元下降約38.4%（其中二零一四年包含分
擔過往年度虧損約人民幣 10,900,000元），並主要與分擔多米音樂的虧損相關。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10,400,000

元，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 33,400,000元下降68.8%。

本集團二零一五年的實際稅率約為32.4%（二零一四年：約77.6%）。根據新企業
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本集團各運營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的法定稅率分
別為15%及25%。所得稅費用主要源於投資物業增值相關的遞延所得稅負債所
產生的所得稅費用約人民幣 9,800,000元，較二零一四年減少約 68.2%（二零一四
年：約人民幣30,800,000元），並由投資性物業公平值收益減少約人民幣48,300,000

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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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及高流動性短期資
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受限制現金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約人民幣
497,100,000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320,800,000元），其中，約人民幣353,300,000

元或約71%乃以人民幣列示。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無任何借款或債項，因此資產負債比率
（按借貸淨額除以資產總額計量）並不適用。

本集團所面對之利率變動風險主要為其銀行存款。本集團主要於中國經營，大
部分交易均以人民幣結算。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利用任何衍生工具對沖利率及匯
兌風險。

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總額約人民幣642,800,000

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608,700,000元）。此增長乃主要由於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增加、A8音樂大廈投資性物業公平值增加及聯營公司之投資的增加分別約人
民幣41,000,000元、人民幣39,000,000元及人民幣27,200,000元，並被多米音樂可換
股票據及無形資產的減少分別約人民幣62,200,000元及人民幣6,600,000元所部分
抵消。

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總值約人民幣635,100,000元
（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367,300,000元）。此增加乃主要由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
增加約人民幣113,300,000元，該增加源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及七月二十二
日完成的兩次配售新股所得現金淨額共約人民幣215,600,000元，並被經營活動
與投資活動的現金淨流出約人民幣 110,700,000元所部分抵消。另外，流動資產
的增加也由於確認贖回多米音樂可換股票據本金及利息的應收款項導致預付
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的增加約人民幣 100,600,000元所致。應收賬款約人民幣
23,100,000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32,200,000元），應收賬款周轉天數約為67天
（二零一四年：約65天，經重列）。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總額約人民幣163,900,000元
（二零一四年：約為人民幣122,500,000元）。該增加主要由於其他應付款及應計
費用及遞延收益的增加分別約人民幣38,000,000元及人民幣8,500,000元，並被應
付賬款的減少約人民幣 6,100,000元所部分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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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本集團經營活動現金流出淨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
民幣13,400,000元，乃由於經營所產生現金流出約人民幣11,900,000元及支付稅項
約人民幣1,500,000元所致。

本集團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
人民幣97,300,000元，主要由於認購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認購聯營及合營公司權
益、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及購買無形資產的現金流出分別約人民幣27,600,000

元、人民幣33,800,000元、人民幣30,800,000元及人民幣11,700,000元並被收到利息
收入約人民幣 9,200,000元所部分抵消。

本集團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
人民幣215,500,000元並源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及七月二十二日完成的兩
次配售新股所得現金淨額。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160名僱員（二零一四年：148名
僱員），然而二零一五年的平均僱員人數為165名，而二零一四年則為177名。本
集團根據多種因素（如工作職責、資格及工作經驗）釐定其僱員的薪酬。截至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包括董事酬金在內的總僱員成本約人民幣
31,900,000元，較二零一四年減少約14.0%（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37,100,000元）。
此乃主要由於年內業務調整帶來的人員精簡、工資上漲以及本年度支付離職
人員離職補償金之綜合影響所致。

報告期後事項

報告期末後，於二零一六年一月，本集團悉數收取多米音樂尚未償還可換股票
據的本金連同所累計的應付利息約 16,000,000美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101,000,000

元），並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向多米音樂退回抵押保證金人民幣6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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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收入，扣除營業稅 5 145,578 229,738

提供服務成本 (99,841) (165,365)  

毛利 45,737 64,373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 125,592 109,090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55,939) (32,955)

行政開支 (40,352) (46,096)

其他開支，淨額 (16,024) (10,008)

分擔聯營公司虧損 (25,212) (40,940)

分擔合營公司虧損 (1,733) (448)  

除稅前溢利 6 32,069 43,016

所得稅開支 7 (10,394) (33,363)  

年度溢利 21,675 9,653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2,006 10,758

非控股權益 (331) (1,105)  

21,675 9,65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 9

基本（每股人民幣） 1.3仙 0.8仙  

攤薄（每股人民幣） 1.3仙 0.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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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8,413 150,049

投資性物業 10 349,000 310,000

預付土地租賃款 13,516 13,839

商譽 – 1,515

購買固定資產之預付款 – 1,904

無形資產 15,831 22,433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7,229 –

於合營公司之投資 31,353 26,20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6,994 6,000

遞延稅項資產 4,136 2,294

優先股附帶之換股權 6,309 9,242

可換股票據之債權部分 – 30,004

可換股票據附帶之換股權 – 32,176

認購投資之按金 – 3,000  

非流動資產合計 642,781 608,664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1 23,121 32,21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14,855 14,26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 342 443

受限制現金 66,990 3,8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29,745 316,458  

流動資產合計 635,053 367,26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29,305 35,391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09,563 71,540

應付稅項 7,771 6,804

遞延收益 17,267 8,758  

流動負債合計 163,906 122,493  

流動資產淨值 471,147 244,76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13,928 85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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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5,110 45,360

遞延收益 9,475 9,662  

非流動負債合計 64,585 55,022  

資產淨值 1,049,343 798,411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3 15,123 11,914

儲備 1,034,917 786,863  

1,050,040 798,777

非控股權益 (697) (366)  

權益總額 1,049,343 79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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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A8新媒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
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於本年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或「中國內地」）
從事包括以下主營業務：

• 提供數字娛樂服務

• 物業投資

物業投資業務自二零一四年已是本集團的業務之一。在本年度，本公司董事會決定相關
資源將持續分配給該業務，因此，董事會重新指定物業投資業務為本集團的主營業務之
一。除此變動之外，本集團的主營業務性質無其他重大變動。

2. 呈列基準

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發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按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要求編製。

除投資性物業、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及以公平值計量之優先股及可換股票據附帶之
換股權外，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除另有註明外，財務報表均以人民幣（「人
民幣」）呈列，而當中所有金額均以最接近之千位數（人民幣千元）為準。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
報表。附屬公司指由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實體（包括結構性實體）。當本集團能透過
其參與承擔或享有投資對象可變回報的風險或權利，並能夠向投資對象使用其權力影響
回報金額（即現有權益可使本集團能於當時指揮投資對象的相關活動），即代表本集團擁
有控制權。

倘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少於投資對象大多數投票或類似權利的權利，則本集團於評估
其是否對投資對象擁有權力時會考慮一切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a) 與投資對象其他投票持有人的合約安排；

(b) 其他合約安排所產生的權利；及

(c) 本集團的投票權及潛在投票權。

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之編製報告期間與本公司相同，採用一致之會計政策。附屬公司之
業績自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起，並持續合併直至該控制權終止之日止綜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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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就任何可能存在之相異會計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以使之貫徹一致。

溢利或虧損及每項綜合收益組成均歸屬本集團所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導致虧絀
結餘。本集團內所有公司間之資產及負債、權益、收入、費用及因集團內部交易所產生的
現金流已於編製綜合賬目時全數對銷。

倘有事實及情況顯示下文附屬公司會計政策所述三項控制因素之一項或多項出現變化，
本集團將重新評估其是否控制投資對象。附屬公司的所有權變動（並無失去控股權）作為
股權交易入賬。

如本集團喪失對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則解除確認 (i)附屬公司的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
(ii)任何非控股權益的賬面值及 (iii)於權益內錄得的累計匯兌差額，及確認 (i)已收代價的
公平值，(ii)獲保留投資的公平值及 (iii)任何因此產生的盈餘或虧絀。本集團應佔以往於
其他全面溢利內確認的部份重新分類為損益或保留溢利（如適用），與本集團直接處置相
關的資產負債相同基礎。

3.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版 設定收益計劃：僱員供款
2010年至2012年週期年度改進
2011年至2013年週期年度改進

採納上述該經修訂準則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此外，本公司在當前財務年度已採用參考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香港聯交所就財務資
料披露發出對上司規則修訂。該等條例對財務報表的主要影響是財務報表中若干資料的
呈現及披露。

4. 經營分部資料

基於管理目的，本集團按所提供的服務劃分業務單元，形成如下兩個報告經營分部：

(a) 數字娛樂分部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音樂娛樂及遊戲相關服務業務；以及

(b) 物業投資分部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租賃及物業管理。

於本年內，誠如以上附註1所述，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將持續投入資源至物業投資業務，因
此董事會將物業投資業務重新指定為本集團的主營業務之一。基於管理呈報之目的，物
業投資業務的經營業績亦已單獨覆核及評估。據此，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分部資料已經重列以反映該分部組成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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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單獨監察本集團之經營分部業績，以決定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分部業績根據報
告分部溢利╱（虧損）進行評估，而報告分部溢利╱（虧損）之計算方式為經調整之除稅前溢
利。經調整除稅前溢利之計算方法與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一致，惟銀行利息收入、總部
及公司收入及開支則不撥入該項計算中。

該等分部報告的信息，連同相關的經重列的比較資料列示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數字娛樂 物業投資 總額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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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分部淨收入 95,896 204,934 49,682 24,804 145,578 229,738

提供服務成本 (84,993) (152,992) (14,848) (12,373) (99,841) (165,365)      

毛利 10,903 51,942 34,834 12,431 45,737 64,373      

分部業績 (17,693) (24,830) 75,599 99,752 57,906 74,922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9,178 9,110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收入及
開支淨額 (35,015) (41,016)  

除稅前溢利 32,069 43,016

所得稅開支 (10,394) (33,363)  

本年溢利 21,675 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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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娛樂 物業投資 總額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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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經營分部 12,607 10,739 – – 12,607 10,739

－公司開支 4,276 2,026  

16,883 12,765  

資本支出* 25,067 48,953 – 11,879 25,067 60,832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 – – 39,000 87,321 39,000 87,321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經營分部 2,169 2,225 – – 2,169 2,225

－公司開支 2,230 1,635  

4,399 3,860  

以權益結算之股份獎勵開支 22 347 – – 22 347

分擔聯營公司虧損 (25,212) (40,940) – – (25,212) (40,940)

分擔合營公司虧損 (1,733) (448) – – (1,733) (448)

確認於損益表之減值損失 (21,744) (11,667) – – (21,744) (11,667)

於損益表內撥回之減值損失 1,615 1,430 – – 1,615 1,430

贖回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53,705 – – – 53,705 –

優先股附帶之
換股權公平值損失 (2,933) (3,773) – – (2,933) (3,773)

可換股票據附帶之換股權公
平值（損失）╱收益 (11,751) 1,783 – – (11,751) 1,783

於合營公司之投資 31,353 26,208 – – 31,353 26,20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7,229 – – – 27,229 –      

* 資本支出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預付土地租賃款及無形資產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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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逾90%收入乃產生自本集團中國業務的外部客戶，以及本集團並無位於中國境外
的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

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指提供服務之發票淨值（扣除營業稅）及估值。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收入
數字娛樂
遊戲相關服務收入 79,401 133,736

音樂娛樂收入 16,583 71,881  

小計 95,984 205,617  

物業投資
租金及物業管理費收入 52,371 26,268  

148,355 231,885

減：營業稅 (2,777) (2,147)  

淨收入 145,578 229,73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投資性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39,000 87,321

銀行利息收入 9,178 9,110

推定利息收入 19,606 10,71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 127

可換股票據附帶之換股權公平值收益 – 1,783

視同處置聯營公司之收益 275 –

匯兌差異，淨額 1,937 –

贖回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53,705 –

其他 1,891 31  

125,592 10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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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達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6,969 3,159

無形資產攤銷 9,592 9,28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 322 318

辦公樓的經營租賃租金 1,540 1,553

核數師酬金 1,739 1,521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薪金及花紅 24,944 28,428

職工教育經費 310 125

福利、醫療及其他開支 3,217 3,191

社會保障計劃供款 3,439 3,925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4,399 3,860

以權益結算之股份獎勵開支 22 347  

36,331 39,876  

應收賬款（減值回撥）╱減值** 11 (1,615) 683

應收賬款撇銷** 224 67

預付款減值** 8,513 2,019

其他應收款減值回撥** – (1,430)

無形資產減值** 10,451 2,762

無形資產撇銷* 1,009 –

商譽減值** 1,515 –

匯兌差異，淨額***/** (1,937) 185

移動及電信費* 12,125 52,135

遊戲發行服務費* 31,390 32,191

產生租金收入的投資性物業的直接經營費用
（包括維修和保養）* 14,848 12,37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損失** 45 13

聯營公司減值** – 2,832

合營公司減值** 1,265 3,371

視同處置聯營公司之收益*** (275) –

優先股附帶之換股權公平值虧損** 2,933 3,773

可換股票據附帶之換股權公平值虧損╱（收益）**/*** 11,751 (1,78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公平值虧損╱（收益）**/*** 101 (127)

政府補助 ## (9,504) (11,554)  

# 於綜合損益表計入「行政開支」

## 於綜合損益表計入「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依據深圳政府政策，收到與發展深圳
文化產業相關的各項政府補助。收到的政府補助已扣減相關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
支。而相關開支仍未使用的，則已收政府補助計入財務狀況表的遞延收益。該等補
助並無未履行條件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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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綜合損益表計入「提供服務成本」

** 於綜合損益表計入「其他開支，淨額」。

*** 於綜合損益表計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7.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年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未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
一四年：無）。該等於中國內地運營的附屬公司的所得稅按其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
稅率計算。

年內所得稅開支分析呈列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中國
年內支出 2,029 2,251

以前年度少計╱（多計） 457 (216)

遞延 7,908 31,328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10,394 33,363  

8.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未分派或宣告分派股息（二零一四年：
無）。

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
內溢利人民幣22,006,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10,758,000元），及於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減根
據年內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股份的加權平均數1,655,968,000股（二零一四年：1,406,288,000

股）計算而得。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值計算乃根據計算每股基本盈
利中使用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人民幣22,006,000元計算（二零一四年：人民
幣10,758,000元）。計算中使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按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年內已
發行普通股減根據年內股份獎勵計畫持有的股份的加權平均數1,655,968,000股（二零一四
年：1,406,288,000股）並假設視為行使潛在攤薄普通股以轉換為普通股時以零代價發行的
25,000股（二零一四年：3,083,000股）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及獎勵股份之影響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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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投資性物業

已完工 在建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之賬面值 – 210,800 210,800

添置 – 11,879 11,879

轉換 222,679 (222,679) –

投資性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87,321 – 87,321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之賬面值 310,000 – 310,000

投資性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39,000 – 39,000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 349,000 – 349,000   

本集團之已完工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進行重新估值，
該估值乃由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資產評值顧問有限公司出具。

本集團的已完工投資物業根據經營租賃出租予第三方。

已完工投資物業乃依現有租金收入淨額資本化而估值，當中就物業應享有收入潛力適度
增加。

本集團管理層將於每年度決定委任外聘估值師負責對本集團物業進行外部估值。甄選標
準包括市場知識、聲譽、獨立性及是否維持專業水準。本集團管理層就中期及年度財務
報告而進行之估值每年與估值師討論兩次估值假設及估值結果。

11. 應收賬款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24,135 35,069

減值 (1,014) (2,853)  

23,121 32,216  

本集團並無授予客戶正式信貸期，但客戶通常會在30至120日之期間內結算其欠付本集團
之款項。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應收賬款，而逾期未償還款項則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
由於前述及本集團之應收賬款與眾多不同客戶有關，故本集團之信貸風險並不集中。本
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賬款持有任何抵押物或其他提升信用的保障。應收賬款為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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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並扣除撥備後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結算
一個月內 431 8

超過一個月但少於二個月 6,264 2,616

超過二個月但少於三個月 1,334 1,228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四個月 674 2,127

超過四個月 2,026 4,989  

10,729 10,968

未結算 12,392 21,248  

23,121 32,216  

應收賬款減值準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2,853 2,170

已確認減值虧損（附註6） – 683

減值回撥（附註6） (1,615) –

撇銷不可收回賬款 (224)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014 2,853  

截止報告期末，個別及共同均無被視為減值的已結算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逾期且未減值 431 8

逾期少於一個月 6,264 2,616

逾期一至二個月 2,008 3,355

逾期超過三個月 2,026 4,989  

10,729 10,968  

概無逾期及減值之應收賬款與多名分散客戶有關，該等客戶近期並無欠款記錄。

已逾期但無減值之應收賬款與本集團眾多擁有良好過往業績記錄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
經驗，本公司董事認為無須對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皆由於該等客戶的信貸質素並無
重大變化而餘額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本集團對該等結餘並無持有抵押物或其他提升信
用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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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11,188 7,668

一至三個月 5,202 11,619

四至六個月 1,575 8,906

六個月以上 11,340 7,198  

29,305 35,391  

應付賬款乃不計息，且一般須於30日至180日內結算。

於應付賬款中包含了應付聯營公司的款項約人民幣344,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344,000

元），該款項無擔保，免息及按要求償還。

13. 股本

股份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
3,000,000,000股（二零一四年：3,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6,513 26,513  

已發行及繳足：
1,835,192,628股（二零一四年：1,428,847,128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5,123 1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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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交易概要載列如下：

已發行及
繳足普通股

數目 普通股面值 股份溢價
等同普通股

面值
等同股份

溢價 總計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428,847,128 14,290 537,705 11,914 450,770 462,684

行使購股權 (a) 577,500 5 540 5 425 430

配售新股 (b) 285,768,000 2,857 205,753 2,257 162,493 164,750

配售新股 (c) 120,000,000 1,200 67,200 947 53,062 54,009

發行股份之費用 – – (4,401) – (3,542) (3,542)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835,192,628 18,352 806,797 15,123 663,208 678,331      

附註：

(a) 於本年度，總計 577,500股期權計劃下的期權獲行使，每股行權價從每股0.65港元到
0.69港元，收到未扣除費用的現金總代價為381,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 301,000元）。

(b)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六日，本公司與第一上海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簽訂配
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同意安排承配人按每股0.73港元的價格認購本公司總計
285,768,000股普通股股份。該配售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完成，本集團所得款
項未扣除費用總計為208,6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 164,800,000元）。

(c)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簽訂第二次配售協議。據此，配售
代理同意安排承配人按每股 0.57港元的價格認購本公司總計 120,000,000股普通股股
份。該配售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完成，本集團所得款項未扣除費用總計為
68,4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54,000,000元）。



– 26 –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五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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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資活動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六日，本公司與第一上海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
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委任配售代理盡力安排承配人按每股配售股份0.73

港元之價格認購最多285,768,000股配售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配
售代理已成功按每股配售股份 0.73港元的配售價配售本公司285,768,000股配售
股份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05.3百萬港元，其將
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及╱或本集團將於日後出現機會時用於投資。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委
任配售代理盡力安排承配人按每股配售股份0.57港元之價格認購最多120,000,000

股配售股份。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配售代理已成功按每股配售股份
0.57港元的配售價配售本公司 120,000,000股配售股份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
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67百萬港元，於日後出現機會時用於本集團投資，
重點放在移動互聯網游戲產業鏈及綫上綫下音樂產業鏈的整合。

末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任何末期
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及管理層致力維持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本集團深信良好的企
業管治能為有效的管理、健全的公司文化、成功的業務發展及股東價值的提升
確立基礎，對本集團的成功及本集團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本集團所遵行的企業
管治原則著重高素質之董事會、健全之內部控制，以及對全體股東之透明度和
問責性。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條文A.2.1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應獨立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之主席與行政總裁職位均
由劉曉松先生擔任，這並不符合守則條文A.2.1之企業管治要求。此乃出於董事
會考慮到劉先生於科技、媒體及電信行業有多年豐富的經驗並且一直負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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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的整體管理和戰略規劃，董事會相信劉先生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能為本集
團的業務做出更好的決策。因此儘管與守則條文A.2.1有所偏離，劉先生於本年
內仍兼任本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

除上述就守則條文A.2.1的偏離外，本公司已應用╱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的守則
條文，並在適當情況下採納其建議最佳常規。本公司將繼續提升適合其業務運
作及發展的企業管治常規，並不時討論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其遵守法定及
專業準則且與時並進。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關於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此自訂守則所訂標準
不比標準守則寬鬆。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專門詢問，而董事已確認彼等已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一直遵守自訂守則及標準守則
的規定。

本公司亦已就可能擁有本公司內幕消息的僱員，制定就進行證券交易的書面
指引（「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書面指引」）。就本公司所知，並無僱員未有遵守僱
員書面指引的事件。

審核委員會

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審核委員會，其主席陳耀光先生具備適當
的專業資格及財務管理專長，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政策、準則及慣例，
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項，並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及業績。

承董事會命
A8新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劉曉松
主席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當日，董事會包括：

(1) 執行董事劉曉松先生及廖本良先生；及

(2) 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耀光先生、吳士宏女士及宋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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