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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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
佈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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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43）

（認股權證代號：453）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佈

業績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46,811 44,889

銷售成本  (29,220) (29,906)
   

毛利  17,591 14,983
其他收入  3,733 13,475
行政費用  (51,159) (100,936)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
 財務資產公平價值減少  (68,099) (4,01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5,552) (11,051)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之撥備  – (25,636)
收購一所附屬公司產生之收益 10 20,925 28,444
投資物業估值（虧絀）╱盈餘  (17,233) 43,124
財務費用 4 (180) (789)
   

除所得稅前虧損 5 (99,974) (42,405)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7,085 (7,16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  (92,889) (49,565)
   

   （經重列）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度
 每股虧損－基本 7 13.1港仙 8.9港仙
   

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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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6,982 31,172
預付租賃款項  14,239 19,281
投資物業  120,251 130,816
長期按金  2,268 –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25,084 25,758
無形資產  207,000 211,506
   

  425,824 418,533
   

流動資產
存貨  280 223
應收貿易賬款 8 16,135 11,623
預付租賃款項  382 504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69,599 36,913
應收一所聯營公司之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236 23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1 12
可退回稅款  153 45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77,582 75,098
銀行結存及金融機構存款  130,240 311,302
   

  294,628 435,95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9 5,160 4,926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26,478 32,430
其他借貸  – 24,966
應付一所聯營公司之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33 1,233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內到期  43 32
應繳稅項  176 244
   

  33,090 63,831
   

流動資產淨值  261,538 372,12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87,362 79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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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689,456 709,526

儲備  (63,027) 15,260
   

總權益  626,429 724,786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後到期  135 40

遞延稅項負債  60,798 65,832
   

  60,933 65,872
   

  687,362 79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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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撰基準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其為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之統稱）編製。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新準則、修訂案及詮釋（「新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彼等均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並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
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工具：確認及計
 第7號（經修訂本）  量」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工具：
  披露」之修訂案－金融資產之重新分類

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現時或過往會計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制及呈報方式並無
構成重大影響。因此，無須作出前期調整。

在授權此財務報表當日，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下列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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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可沽售財務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1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經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經修訂本） 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綜合及獨立
 第27號（經修訂本）  財務報表－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
  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經修訂本） 以股份支付之支出－有關歸屬條件及註銷
  之修訂案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就應用收購方法之全面修訂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經修訂本） 就財務工具披露資料之改進項目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股東於合營實體及同類機構之股份1

 －詮釋第2號（經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新評估內含衍生工具6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經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7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 房地產興建協議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 外國業務投資淨額之對沖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8號 從客戶轉移資產 4

各項—二零零八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項目（二零零八年五月）5

各項—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項目（二零零九年四月）8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所收取從客戶轉移之資產
5 普遍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惟在特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中另有指明則除外
6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後結束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8 普遍適用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惟在特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中另有指明則除外

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於所有有關規定生效後之首個期間將該等規定納入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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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述新準則及詮釋中，預計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會對本集團財
務報表之呈列造成重大影響。該等修訂影響擁有人之權益變動之呈列方式，並引入綜合收
入報表。本集團將可選擇在單一附有小計之綜合收入報表內或兩個單獨報表（單獨收入報表
後接綜合收入報表）呈列收支項目及其他綜合收入之組成部份。該等修訂不會影響本集團之
財務狀況或業績，但會引起額外披露。

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或會導致新訂或經修訂披露事宜。董事正在識
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所界定之可申報經營分部。

董事現正評估初次採納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之影響。截至目前為止，董事初步總結，認
為初次採納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主要呈報形式－業務分類
本集團現由以下四項主要業務分類組成：

出版 －出版漫畫及相關業務
物業投資 －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原油勘探服務 －來自原油勘探服務之收入
中文資訊基建 －銷售中文電腦操作系統、處理器、電子教科書及應用軟件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損益表
   原油 中文
 出版 物業投資 勘探服務 資訊基建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4,983 6,455 5,331 42 46,811
     

分類業績 4,217 2,573 8,718 (10,277) 5,231
    

未被分類支出     (82,24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5,552)
投資物業之估值虧絀     (17,233)
財務費用     (180)
     

除所得稅前虧損     (99,974)
所得稅抵免     7,085
     

年內虧損     (9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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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損益表
   原油 中文
 出版 物業投資 勘探服務 資訊基建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7,195 5,672 1,970 52 44,889
     

分類業績 (11,174) 34* 18,905* (24,745) (16,980)
    

未被分類支出     (31,073)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1,051)

投資物業之估值盈餘*     43,12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之撥備     (25,636)

財務費用     (789)
     

除稅前虧損     (42,405)

所得稅支出     (7,160)
     

年度虧損     (49,565)
     

* 比較資料於本年度重新組合，以較為公平地呈列本集團之分類資料，包括將收購一所
附屬公司所產生盈餘28,444,000港元重新列入原油勘探服務之分類業績，並將投資物
業之重估盈餘剔出物業投資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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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
   原油 中文
 出版 物業投資 勘探服務 資訊基建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15,272 138,803 308,066 10,923 473,064
    

聯營公司權益     25,08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1
未被分類公司資產     222,283
     

綜合資產總值     720,452
     

負債
分類負債 8,256 2,707 15,566 1,870 28,399
    

未被分類公司負債     65,624
     

綜合負債總額     94,023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
   原油 中文
 出版 物業投資 勘探服務 資訊基建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19,240 157,365 307,529 13,841 497,975
    

聯營公司權益     25,758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2

未被分類公司資產     330,744
     

綜合資產總值     854,489
     

負債
分類負債 9,581 1,485 48,838 1,793 61,697
    

未被分類公司負債     68,006
     

綜合負債總額     12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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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其他資料
   原油 中文
 出版 物業投資 勘探服務 資訊基建 未被分類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53 34 24,200 5,852 310 30,449
預付租賃款項
 之攤銷 – – – – 504 504
無形資產之攤銷 – – 11,920 – – 11,920
物業、廠房及設備
 之折舊 164 1,079 1,549 469 967 4,228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其他資料
   原油 中文
 出版 物業投資 勘探服務 資訊基建 未被分類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2,761 125 231,273 569 – 234,728

預付租賃款項
 之攤銷 – – – – 335 335

無形資產之攤銷 – – 2,879 – – 2,879

物業、廠房及設備
 之折舊 712 715 262 639 450 2,778 
      

次要呈報形式－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設於香港、澳門及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其他地區。

不論貨品╱服務之原產地，下表按各市場位置對本集團收益進行分析：

 收益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1,438 42,867

中國 5,331 1,970

澳門 42 52
  

 46,811 4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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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按資產所在地區對分類資產賬面值，以及增添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進行分析：

 分類資產 資本開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54,370 181,572 397 2,886

中國 308,166 308,622 24,200 231,273

澳門 10,528 7,781 5,852 569
    

 473,064 497,975 30,449 234,728
    

4. 財務費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費用：
 融資租約 9 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借貸 171 621

 可換股債劵 – 164
  

 180 789
  

5. 除所得稅前虧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員工成本 17,478 30,423

核數師酬金 897 76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撥備 – 571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504 335

無形資產攤銷 11,920 2,87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228 2,778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23,023 24,829

租賃物業之營運租約租金 6,056 3,633

營運租約物業租金收入淨額， 扣除直接開支674,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122,000港元） (5,781) (5,550)

外匯虧損淨額 27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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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抵免）╱開支
香港利得稅按本年度估計可評估溢利規定為16.5%（二零零八年：17.5%）。因本集團於年內
沒有產生任何中國業務收入，故此並無就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抵免）╱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110

往年超額撥備
－香港利得稅 (26) –

遞延稅項
－（已計入）╱已扣除之遞延稅項 (6,299) 7,050

－由稅率降低而產生 (760) –
  

 (7,085) 7,160
  

7. 每股虧損
本年度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年度虧損92,88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49,565,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708,107,000股（二零零八年：557,931,200

股），並經就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四日生效之合併本公司普通股（按照每10股每股面值0.1港
元之當時已發行普通股合併為1股面值1.0港元之普通股（「股份合併」））之影響作調整計算。

由於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構成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8.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8,907 14,395

減：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2,772) (2,772)
  

 16,135 1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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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結算日時，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60天 4,518 6,066

61－90天 1,128 1,003

91－180天 855 2,832

超過180天 9,634 1,722
  

 16,135 11,623
  

本集團給予其出版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為30天至90天，給予投資物業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為30天，
給予原油勘探服務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為180至360天（二零零八年：30天至90天、30天及180天
至360天）。

於結算日，並無個別或集體被認為須予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尚未到期或進行減值 15,498 10,502

已到期但認為無須減值
 0－60天 477 133

 61－90天 – 46

 91－180天 160 942
  

 16,135 11,623
  

仍未過期的應收貿易賬款是屬於廣泛而沒有拖欠記錄的客戶，已過期但不需減值的應收貿
易賬款是屬於一些與本集團有良好信貸記錄的獨立客戶。根據以往經驗，管理層相信不需
為此等結餘額作減值撥備，因信貸質素沒有重大轉變且結餘認為仍可全數收回，本集團並
無持有該些餘款的抵押品。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平均為30天至360天，視業務分類而定。一般而言，管理層
按過往經驗認為賬齡在一年以下之應收貿易款項不會減值，另本集團認為賬齡在一年或以
上之應收貿易賬款需計提減值準備。

應收貿易賬款為免息及無抵押。董事認為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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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為結算日時，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60天 2,702 2,290

61－90天 1,010 908

超過90天 1,448 1,728
  

 5,160 4,926
  

於結算日尚未支付賬款乃免息及須於一年內償清。董事認為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
平價值相若。

10. 業務合併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本集團透過本公司間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Success Dynasty 

Limited完成Raise Beauty集團之收購事項，總代價為以向賣方發行1,000,000,000股新股份之
方式支付134,435,000港元。收購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之通
函（「通函」）。Raise Beauty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原油勘探服務。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所收購資產淨值及負商譽之詳情如下：

 千港元

購入代價總額 134,435

購入資產淨值之公平價值 (162,879)
 

所收購資產淨值之賬面值超出代價之金額 (28,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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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se Beauty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顯示，Raise 

Beauty集團於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業績為629,000港元（「實際溢利」），低於通函所述之保證溢
利人民幣19,000,000元（「保證溢利」）。因此，賣方須支付補償20,925,000港元，即保證溢利
21,554,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19,000,000元）與實際溢利之間之短欠額。因此，收購代價之
公平價值已重列為113,510,000港元而所收購資產淨值及負商譽如下：

 千港元

以發行股份支付之購入代價 134,435

減：應收賣方支付之補償 (20,925)

所收購資產淨值 (162,879)
 

所收購資產淨值之賬面值超出代價之金額 (49,369)
 

 千港元

所收購資產淨值之賬面值超出下列年份已確認之代價之金額
 －二零零八年 28,444

 －二零零九年 20,925
 

 49,369
 

11.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結算日有關購入用作一項勘探項目之勘探及生產物業之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37,5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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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任何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二零零
八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整體營業額增加約4.28%至
46,811,000港元，其中約34,983,000港元、42,000港元、6,455,000港元及5,331,000港
元（二零零八年：37,195,000港元、52,000港元、5,672,000港元及1,970,000港元）乃
分別來自本集團之漫畫出版、中文資訊基建業務、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及原油勘
探服務。

儘管本公司股東應佔本集團自二零零八年綜合虧損淨額自49,565,000港元，或每
股8.90港仙(經重列)，增至年內約92,889,000港元，或每股13.10港仙，惟本集團已
排除萬難，往更穩健之方向前進。本集團表現不理想，乃因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
益賬之財務資產（以市值基準入賬）之公平價值變動所致。不過，若剔除該等投資，
本集團之經營虧損將僅約為24,79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45,546,000港元）。專注
核心業務、物色穩健發展良機，以及已採取之不少其他商業策略，讓本集團得以
從欠佳狀況中快速發展，變得更穩健、更有希望之現況。故此，本集團將對未來
樂觀，因為一直以來之重組過程顯示，明天一定會更好。

另外，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為626,429,000港元，以本
公司加權平均股數708,107,000股計算之每股資產淨值約為0.88港元（二零零八年（經
重列）：1.3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銀行結存及金融機構存款合共約
130,240,000港元，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約77,582,000港元。本集團
並無面對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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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淨值約261,538,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三月三十一日：372,125,000港元），流動比率為8.90（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6.83）。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總負債約為94,023,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129,703,000港元），佔股東權益約15%（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18%）。

鑒於上述各項，按其擁有充裕現金流量及其他資源之穩健財務狀況所反映，董事
會相信本集團將具備充裕流動資金應付其日常營運。一如以往，本集團將就任何
剩餘流動資金繼續遵從謹慎及嚴格之現金管理措施。任何行使認股權證及購股權
之所得款項，肯定將增強本集團之向好前景及進一步鞏固本集團之財務狀況。

股份合併
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日所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股份
合併，每十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1.00港元之合併股份。
股份合併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四日生效。股份合併後，本公司之法定股本及已
發行股本分別為1,00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之合併
股份）及709,525,964港元（分為709,525,964股每股面值1.00港元之股份）。

購回股份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及三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合共
20,270,000股股份，總代價（未計開支）為15,080,100港元。其中20,070,000股股份已
予相應註銷，剩餘200,000股股份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七日註銷。購回股份後，本
公司截至資產負債表日期之已發行股本總額由709,525,964股股份轉為689,455,964

股股份。

認股權證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一份配售及包銷協議，內容乃
關於私人配售1,140,000,000份認股權證（「二零一零年認股權證」），附有權利可於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至二零一零年一月六日（包括首尾兩天）之兩年期間內，以現
金按初步認購價每股0.138港元最多認購本公司之股份合共157,320,000港元。配售
二零一零年認股權證之事項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完成。配售所得款項淨
額約23,105,000港元主要撥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股份合併後，本公司認股權
證之認購價已由每股股份0.138港元調整為每股合併股份1.38港元。

年內，並無二零一零年認股權證之登記持有人行使彼等之權利認購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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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事項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九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有條件買賣協議，
內容有關收購中國旅遊業務之53%股本權益，總代價為人民幣7,000,000元，已於
二零零九年四月完成。

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有96位僱員，其中39位於香港服務、
31位於澳門服務及26位於中國服務。於期內，職員成本合共約為17,478,000港元（二
零零八年：30,423,000港元）。薪酬福利計劃維持在具競爭力之水平，並且由管理
層定期檢討。本集團會按個別長處與表現，向若干董事及僱員發放酌情花紅與具
鼓舞性作用之購股權。

業務回顧
全球經濟動盪導致不少業務放緩，其影響廣泛涉及未來業務。隨著近期環球經濟
增長的逐步放緩，對於效益及效能未臻完善之企業，在來年的經營將持續加添不
明朗的因素。本集團謹慎實施指引，定期重估其於市場上定位，並設法精簡業務，
並重新集中經營集團所擅長之授權業務，同時亦繼續涉足具即時回報之業務。雖
然重組之好處已見成效，但其整體影響受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公
平價值變動所掩蓋，導致整體盈利情況不如理想。儘管如此，去年足證本集團已
向最終目標不斷邁進。集團管理層預期，全球經濟不穩開始消退，集團之投資將
恢復其固有價值，故此，文化傳信之競爭形勢將見加強。

科技業務方面，集團已完成剔除非核心業務，同時正積極尋求合適的策略性夥伴，
以加強其技術及將其商業化。漫畫業務方面，集團已透過額外資源，加強其授權
業務，積極爭取動畫及影片製作商機，同時繼續延伸至其他媒體範疇。文化傳信
一直以來的宏願，是要將中國文化帶進主流；為此，集團將以獨家的動漫引擎，
開發具亞洲風格之動漫創作平台。普羅大眾可借助這個動漫引擎，利用集團豐富
的動漫影像資料庫，參與製作過程，在減輕成本的同時，亦可吸引新一代動漫畫
師加入創作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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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科技及漫畫外，本集團在石油開採業務之投資已開始成形，但由於全球油價下
跌，故鑽探及開採活動緩慢，導致經營盈利比預期差。因此，並未符合買賣協議
之保證溢利部分，而賣方僅按元支付經審核純利與溢利保證之差額。除此之外，
本集團對此項投資滿意，收購收益約為49,370,000港元（28,440,000港元來自負商譽；
20,930,000港元來自溢利保證），本集團亦有信心於勝利油田及潮水盆地之石油開
採業務極具潛力，待商品市場穩定及價格回升至原有價格後，即可為本集團取得
可觀的成果。

展望
展望未來，集團將會繼續建立與合作夥伴及業務夥伴之間的緊密關係。集團一如
既往，以提高股東價值同時盡可能減低風險的大前提下，發掘具潛力的商機。具
體而言，本集團認為，在中國可供外資企業與三家最大型國有油公司或其附屬公
司以合夥形式進行投資的石油開發區寥寥可數，故此，本集團將繼續善用現有與
中石化附屬公司的現有合作關係開發其他項目，及促成與其他擁有天然資源開採
權的國有企業合作。除了在資源業務的投資外，鑑於國內零售市場於過去幾年發
展迅速，本集團亦認識到中國零售業之龐大潛力。不少新連鎖店網絡、商場及購
物街不只於北京、廣州及上海等商業城市出現，更擴展至市郊地區。憑藉本集團
於全球之廣泛網絡、與中國之關係以及科技平台，及本集團具備所需資源，可於
中國有效地進行商業對商業的營商模式，並協助本地零售商擴充業務。故此，本
集團對未來路向極為樂觀。集團的投資方向將保持審慎，並會發掘具潛力之商機。

暫停辦理股份及認股權證過戶登記手續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及股份及認股權證過戶登記分處將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
日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及認股權證過
戶登記手續。為符合出席二零零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
關股票（如為認股權證持有人）所有填妥之認購表格連同有關認股權證證書及適當
之認購款項必須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在香港之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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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茲將於本年度內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其普通股之詳細資料詳列如下：

 所購回 每股股份價格 總代價
回購月份 股份總數 最高 最低 （扣除支出前）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九年二月 7,250,000 0.78 0.70 HK$5,429,100

二零零九年三月 13,020,000 0.76 0.70 HK$9,651,000

所有購回股份經已註銷及銷毀，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並相應地根據該等股份之面
值而減少。

上述回購之目的為增加本公司之每股綜合資產淨值及╱或每股盈利。

除上文披露外，於本財政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調軍先生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不再
膺選連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於王先生退任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人數少於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10(1)條所規定之最低要求。

賴強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賴先生獲
委任後，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條之
規定。

審核委員會
王調軍先生退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後，彼不再為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成員。
由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七日期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有兩名
成員，即黎文濤先生及陳立祖先生，成員總數少於上市規則第3.21條所規定之最
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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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強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成員。賴先生獲委任後，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有三名成員，符合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現時由黎文濤先生、陳立祖先生及賴強先生三位獨
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
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呈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守則，
惟下文所述之偏離行為除外：

守則條文A.4.1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本公司現
時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委任。然而，本公司所有董事（包括執行及
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110(A)條及第190(v)條於股東週年大會上
輪席退任。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之嚴謹
程度不遜於守則所訂立之規定。

守則條文E.1.2
根據守則條文E.1.2，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董事會主席張偉東先
生因處理其他重要事務而出外公幹，故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舉
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然而，一位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執行董事根據本公司之公司
細則出任該大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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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有關「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內，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之規定標準。

刊發業績公佈
本業績公佈可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址(www.hkex.com.hk)及本公司之
網址(www.culturecom.com.hk)閱覽。有關年報將在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並將在上述網址刊登。

代表董事會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偉東

香港，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張偉東先生、朱邦復先生、關健聰先生、鄭國民先生、
萬曉麟先生、戴章壽先生、鍾定縉先生、鄧宇輝先生及鄧烱泉先生（均為執行董
事）；及黎文濤先生、陳立祖先生及賴強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