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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利潤表

A8電媒音樂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A8電媒音樂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期賬目」）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如下。本公司核數師未審閱中期賬目，但中期賬目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58,642 290,756

營業稅  (6,168) (4,514)

淨收入 3 352,474 286,242

提供服務成本  (222,600) (173,826)

毛利  129,874 112,41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 1,489 8,072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72,560) (43,194)

行政開支  (35,070) (25,681)

其他開支  (38) (81)

除稅前溢利 4 23,695 51,532

稅項 5 (3,695) (6,502)

期內溢利  20,000 45,030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0,090 44,895

　非控股權益  (90) 135

  20,000 45,03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每股人民幣）  0.04 0.10

　攤薄（每股人民幣）  0.0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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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全面利潤表

A8電媒音樂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20,000 45,030

其他全面利潤
匯兌調整  (59) 29

期內全面利潤總額，扣除稅項  19,941 45,059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0,031 44,924

 非控股權益  (90) 135

  19,941 45,059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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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A8電媒音樂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8,172 6,37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7,705 27,997

無形資產  12,330 13,652

遞延稅項資產  1,803 1,803

非流動資產總額  50,010 49,831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9 105,989 121,92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56,041 28,40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  111,685 45,134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4,020 23,020

現金及銀行結餘  282,231 333,801

流動資產總額  559,966 552,29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63,007 54,653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48,610 42,036

應付稅項  5,747 18,793

遞延收入  800 1,200

流動負債總額  118,164 116,682

流動資產淨值  441,802 435,608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91,812 485,43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508 2,661

非流動負債總額  2,508 2,661

資產淨值  489,304 482,778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 4,055 4,045

儲備  484,528 457,782

擬派付末期股息  – 20,140

  488,583 481,967

非控股權益  721 811

權益總額  489,304 48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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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權益變動表

A8電媒音樂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份   僱員股份 外匯  法定   擬派
 股本 溢價賬 合併儲備 繳入盈餘 報酬儲備 波動儲備 資本儲備 儲備金 儲備基金 保留溢利 末期股息 總額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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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11） （附註11）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 4,045 174,200 29,135 10,522 9,227 2,185 9,769 17,049 4,422 201,273 20,140 481,967 811 482,778

全面收入總額 － － － － － (59) － － － 20,090 － 20,031 (90) 19,941

行使購股權 10 1,930 － － (1,304) － － － － － － 636 － 636

沒收購股權 － － － － (514) － － － － 514 － － － －
以權益結算之
　購股權安排 － － － － 6,089 － － － － － － 6,089 － 6,089

宣派二零零九年
　終期股息 － － － － － － － － － － (20,140) (20,140) － (20,140)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4,055 176,130 29,135 10,522 13,498 2,126 9,769 17,049 4,422 221,877 － 488,583 721 489,304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3,944 181,562 29,135 10,522 7,089 2,379 9,769 13,102 4,422 103,212 － 365,136 650 365,786

全面收入總額 － － － － － 29 － － － 44,895 － 44,924 135 45,059

行使購股權 39 5,556 － － (2,799) － － － － － － 2,796 － 2,796

以權益結算之
　購股權安排 － － － － 2,666 － － － － － － 2,666 － 2,666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3,983 187,118 29,135 10,522 6,956 2,408 9,769 13,102 4,422 148,107 － 415,522 785 41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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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A8電媒音樂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凈額 16,085 29,946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凈額 (50,102) (37,057)

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流出）凈額 (17,653) 2,7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减少淨額 (51,670) (4,316)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3,801 271,743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值 100 29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2,231 267,4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221,152 122,986

取得時原存款期少於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61,079 144,470

 282,231 26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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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賬目附註

A8電媒音樂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中期賬目乃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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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
製。本未經審核中期賬目應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之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本未經審核中期賬目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損益釐定公平值之股本投資則按公平值計量。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除以下影響本集團的新訂及經修訂以及就本期間財務報表首次採納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外，編製未經審核中期賬目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
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首次採納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
  集團現金結算及股份支付的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合資格對沖項目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所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國際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本持作銷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
 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善所包括  終止經營業務－計劃出售於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
 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
 修訂本

除下文有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經修訂）進一步解釋者外，採納
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中期賬目並無財務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引入與業務合併相關會計處理的一系列變動，該等變動將對已確認商譽
的數額、收購發生期間報表業績及未來報表業績產生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規定將一家子公司所有權權益的變動（並未失去控制權）作為一項權益交易入
賬。因此，該變動對商譽並無影響，亦不會產生收益或虧損。此外，經修訂準則改變了子公司所產生虧損
以及失去子公司控制權的會計處理。其他後續修訂會影響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現金流量表、國際會計準則
第12號所得稅、國際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變動的影響、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企業的投資及國際會
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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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賬目附註

A8電媒音樂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2. 經營分部資料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的業務構成一個業務分部，因為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提供移動增值服務（「移動增值服
務」），著重於透過手機提供音樂及文化相關內容。有關資源分配及績效評估，管理層以集團為基準作出決
策。

本集團逾90%收入乃產生自本集團中國大陸的外部客戶，以及本集團無於中國大陸境外的非流動資產。

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凈額

收入指所提供服務之發票淨值及估值。

收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凈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收入
鈴聲服務 37,615 33,161

回鈴音服務 122,858 88,015

互動語音應答音樂 3,110 27,965

其他音樂相關服務 19,075 8,613

非音樂相關服務 175,984 133,002

 358,642 290,756

減：營業稅 (6,168) (4,514)

淨收入 352,474 286,24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政府補貼 – 3,200

利息收入 2,367 2,532

匯兌收益 213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收益或虧損 (1,230) 1,06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出售虧損 (2,117) –

其他 2,256 1,275

 1,489 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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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賬目附註

A8電媒音樂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項目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1,213 1,434

無形資產攤銷 1,607 11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93 293

5. 稅項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得稅開支分析呈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
即期－中國
　期內支出 6,128 9,409

　過往年度稅項豁免及返還 (2,400) (3,649)

遞延 (33) 742

 3,695 6,502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未就香
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該等於中國大陸運營之附屬公司之所得稅乃根據當地現有法律、詮釋及慣例按其現行稅率計算。

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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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賬目附註

A8電媒音樂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人民幣
20,09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44,895,000元）及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58,604,809股（二零零九年：447,721,094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
佔本集團溢利人民幣20,09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44,895,000元）計算。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按用
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已發行普通股458,604,809股（二零零九年：
447,721,0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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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8,693,165股（二零零
九年：8,986,840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於期內分別收購及出售人民幣3,673,000元及人民幣1,095,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9. 應收賬款

於報告期間完結時，應收賬款之賬齡（按發票日期計及經扣除撥備）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並無逾期或減值：
一個月內 37,143 66,304

一至兩個月 24,718 31,420

兩至三個月 15,880 10,656

三至四個月 6,332 4,882

已逾期但未減值：
四至六個月 14,791 6,387

六個月以上 7,125 2,277

 105,989 121,926

本集團並無授予客戶正式信貸期，但客戶通常會在30至120日期間結清應付本集團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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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間完結時，應付賬款之賬齡（按發票日期計）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14,423 25,774

一至三個月 21,031 18,480

四至六個月 18,386 5,881

六個月以上 9,167 4,518

 63,007 54,653

11. 股本

股份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
　3,000,000,000股（二零零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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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930,990股（二零零九年：457,749,95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4,055 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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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交易概要載列如下：

 已發行
 及繳足   等同 等同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面值 股份溢價 普通股面值 股份溢價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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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749,950 4,578 197,037 4,045 174,200 178,245

行使購股權 1,181,040 12 2,191 10 1,930 1,94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458,930,990 4,590 199,228 4,055 176,130 180,185

12. 未決訴訟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家獨立第三方公司（「原告」）向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統稱「被告」）提起法律訴訟，
指控侵犯其一首歌曲的版權，並就此索賠人民幣16,100,000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進行之法院聆
訊上，本公司要求法院進行調查取證，而法院將於完成調查取證後作出判決。截至該等未經審核中期賬批
准之日，法院尚未展開調查取證，而本公司亦未接獲任何上述法律訴訟進程之通知。根據本公司中國法律
顧問所提供之法律意見，就被告而言，於現階段預測該法律訴訟之最終結果時機尚未成熟。本公司董事認
為，上述法律訴訟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與經營業績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因此無需就此於該等未經
審核中期賬目表批准之日計提任何撥備。

13. 承擔

本集團於報告末期之承擔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授權，惟未訂約：
　土地及樓宇 120,000 120,000

14. 批准未經審核中期賬目

本未經審核中期賬目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六日獲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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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收入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約人民幣358,6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約23%（二
零零九年：約人民幣290,800,000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淨利潤約人民幣20,1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
期下降約55%（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44,900,000元）。

雖然二零一零年第二季之收益受政策影響，但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公司收益較預期為佳。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一
零年上半年錄得收益增長。

非營運相關購股權開支約為人民幣6,100,000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2,700,000元），其他收入及收益則約
為人民幣1,500,000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8,100,000元）以及新業務（如手機遊戲，娛樂及手機閱讀等）所
增加的開支約13,800,000元。倘不計該等非營運項目，本公司核心業務產生之權益持有人應佔純利約人民幣
38,600,000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39,5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微幅下降約2%。

提供服務的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提供服務的成本約人民幣222,6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
約28%（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173,800,000元）。

提供服務的成本主要包括與移動營運商及業務聯盟分享收入，以及其他成本如音樂版權及直接人工成本。

與移動營運商分享的收入介乎自移動用戶收取的總收入的15%至50%，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平
均約為總收入的27%（二零零九年：約27%），與二零零九年同期大致保持同等水準。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業務聯盟分享的收入平均約為總收入的31%（二零零九年：約29%），
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微幅上漲約2%。

毛利

本集團毛利約為人民幣129,9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約16%（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112,400,000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毛利率由二零零九年同期約39%下降至36%，此項減少乃由於二
零一零年移動增值服務行業之競爭加劇，致使業務聯盟分享收入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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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他收入及收益約人民幣1,5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約
82%（二零零九年：淨收入約人民幣8,100,000元）。

此減少乃主要由於政府補貼、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收益或虧損以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出售虧損所
致，減少額分別約達人民幣3,200,000元、人民幣2,300,000元以及人民幣2,100,000元。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約人民幣72,600,000元，佔總收入之約20%

（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43,200,000元，佔總收入之約15%）。

本集團自上一年起一直致力於其業務分支及收入渠道多樣化。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中約人民幣13,800,000元用
於成立該等新業務單位。新業務分支之額外開支中，約人民幣9,300,000元用於新業務分支（總人數約137人）之
僱員成本，約人民幣4,500,000元用於相關推廣活動及差旅開支。

不包括約人民幣13,800,000元新業務分支之額外開支在內，本集團之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約人民幣58,800,000

元，約佔總收入之16%，維持二零零九年同期水平不變。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行政開支約人民幣35,1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約37%

（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25,700,000元）。

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未變現購股權費用、新增業務之相關新增人員的租賃費及辦公費用的增長所致，增加額
分別約達人民幣3,600,000元及人民幣3,500,000元。

稅項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稅項約人民幣3,7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約43%（二零
零九年：約人民幣6,500,000元）。

本集團的實際稅率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至約15.6%（二零零九年：約12.6%）。由於中國
出台新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各運營公司的二零一零年法定稅率分別為15%、22%及25%（二零零九年：分別為
15%、20%及25%）。

本集團之三家附屬公司於過往年度榮獲高新技術企業認定。二零一零年另外兩家附屬公司已經提交了高新技術
企業認定的申請並有望於下半年獲得批准。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高新技術企業將執行15%的優
惠稅率，此稅率較二零一零年的法定過度稅率低。實際稅率的波動及與標準稅率的偏差乃主要由於本集團若干
附屬公司所獲稅項豁免及稅項減免的綜合影響所致。

實際稅率增加主要由於若干附屬公司之法定稅率於由二零零九年之20%增加至二零一零年之22%，加上稅項豁
免及上年度退款減少約人民幣1,200,000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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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560,000,000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
552,300,000元）。應收賬款約人民幣106,000,000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121,900,000元），應收賬款週轉天
數約為57天，與二零零九年持平。

其中約人民幣22,000,000元為向第三方支付之預付款項，作為音樂雲項目若干部分之開發成本。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總額約為人民幣118,200,000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
116,700,000元）。此輕微升幅乃主要由於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增加所致，分別約為人民幣
8,400,000元及人民幣6,600,000元，但被應付稅項的跌幅（約為人民幣13,000,000元）所抵銷。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高流動性短期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原到
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以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約人民幣397,900,000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
402,000,000元）。其中約人民幣290,800,000元或約73%以人民幣列示。該類投資屬短期低風險投資，並符合本
集團之資金管理政策。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支付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約人民幣18,200,000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款或債項，因此資產負債比率並不適用。資產負債比率乃按借
貸淨額（借貸總額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受限制現金）除以權益總額計量。

本集團所面對之利率變動風險主要為其銀行定期存款。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大陸經營，大部分交易均以人民幣結
算。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利用任何衍生工具對沖利率及匯率風險。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456名僱員（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3名僱員）。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合計約為人民幣31,800,000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
28,200,000元）。

本集團（定期進行檢討）的薪酬與花紅制度乃按僱員工作表現釐定。本公司亦已設立購股權計劃以鼓勵員工為提
升公司價值及促進本公司的長遠發展而努力。此外，本集團還向員工提供培訓計劃以定期提升彼等的專業技能
及知識。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二零一零年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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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業務展望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公司營運狀況

自二零一零年初，由於手機用戶投訴相關移動增值服務的產品宣傳誤導及缺乏收費提示，移動增值服務的某些
監管規例及政策出現了變動。

因此，中國國家廣播電視電影總局（「廣電」）、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與信息化部（「工業與信息化部」）及移動營運
商推出一系列新措施，以解決有關問題，包括（但不限於）：(1)廣電要求各電臺和電視臺暫停播出特定的互動語
音應答產品廣告；(2)中國移動要求在用戶在訂產品前作出收費提示及進行多次確認，尤其是手機內預先內置的
移動增值服務產品。有關措施在短期內無疑會對業內所有相關業者帶來負面的財務影響。但從長期來看，將有
助於整個價值鏈內打造更健康及更具透明度的移動增值服務環境，使終端的手機用戶受惠。

從艾瑞諮詢二零一零年七月發布研究報告指出，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中國移動增值服務市場整體規模約達人民幣
60.2億，同比下降0.8%，環比下降7.8%。根據已經上市的同類公司二季度公布的業績情況來看，二零一零年上
半年的移動增值服務收入環比下降了18-25％，同比下降了25-36％。

於現時的行業環境內，本集團上半年的收入僅輕微增長，淨溢利亦錄得跌幅，主要由於若干新業務的設立成本
所致。為配合有關政策及規例的變動，本集團已採納若干措施以改善情況。

一是本集團開展策略，擴大與國際手機品牌廠商的合作。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在與一個際知名手機品牌
之合作方面取得突破。本集團透過附屬公司與「諾基亞」簽署合作協定，據此向「諾基亞」手機用戶推出革命性
的「樂隨享」音樂服務，由本集團負責諾基亞手機音樂使用者的運營和支援服務，這對本集團向更多的使用者提
供專業的音樂服務打下良好基礎。此項目目前收益及營運業績達到預期目標。本集團現時正加強「樂隨享」的功
能，豐富其中的內容，並預期營業額在不久將來會有進一步增長。

二是實行一系列的成本控制措施。本集團已精簡了現時移動增值服務業務30%的人手，同時亦降低了相關行政
管理、銷售及宣傳費用，合共節省超過人民幣1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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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業務展望

展望二零一零年下半年，由於行業監管環境不明朗，移動增值業務市場可能仍然受到影響。鑑於移動增值服務
行業的固有問題，本集團已透過將業務劃分為三大類：即移動互聯網、內容及音樂雲，明確界定其短期及長期
策略。

在移動互聯網方面，本集團盡力提升其現有渠道的價值，並擴展移動互聯網的產品線。

本集團經已為手機用戶引進多元化的內容，包括手機遊戲╱娛樂及手機閱讀。鑑於移動互聯網行業迅速增長，
加上本集團現時於移動行業的經驗，本集團會將現有渠道應用至移動互聯網。據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二零一
零年七月發佈資料顯示，我國手機線民規模達2.77億，半年新增手機線民4,334萬，增幅為18.6%；其中只使用
手機上網的線民佔整體線民比例提升至11.7%，比去年年末提高了3.7個百分點。本集團將會於八月推出音樂社
交網絡平臺，以愛好音樂及希望能夠與同路人交流及分享的人士為目標使用者。

至於手機品牌之發展，除Nokia外，本集團亦與其他知名的手機品牌合作，提供一站式音樂解決方案。本集團已
與國內知名的手機品牌「聯想」訂立合約。「聯想」的年度出貨量約為800萬部手機，A8將會向其移動使用者提供
獨家的音樂服務。同時，本集團亦已經與「摩托羅拉」達成初步合作意向，並會繼續與其他手機生產商保持聯繫。

在內容策略方面，本集團將繼續每年舉辦原創音樂比賽，並提供獨家音樂內容。上半年，A8音樂一直成功利用
自身的原創音樂「原創音樂」互動平台www.a8.com收集原創音樂及創造收入，於2010年上半年，原創音樂所產
生的收入佔集團音樂及音樂相關總收入的46%，較去年同期上升2個百分點。前五大原創歌曲總下載次數達2500

萬次，其中《把我的愛還給我》大受樂迷歡迎，並位列中國移動無線銷量及百度歌曲排行榜前十名。

在音樂雲方面，本集團於本年度三月初宣佈持續執行長期與消費者接觸之策略（2C模型）。自項目推出以來，經
過對內及對外一段時間的努力，項目的研發初步成功。現時在所有主要平臺上均可使用移動音樂用戶端，包括
Symbian、iPhone、Android及J2ME。市場上對移動音樂用戶端的反應理想，註冊用戶人數已達數百萬人，其
中超過40%為活躍用戶。此項目之首個短期目標為吸納忠實用戶，因此本集團著重發展音樂雲之用戶體驗及功
能。因此本集團預期音樂雲於未來兩至三年內將不會帶來收益。本集團亦計劃於時機合適時分拆此項目，抽出
其中最具價值的部分。

本集團將於時機成熟時，將此項由外界開發的項目與自身的音樂雲項目結合。於可見將來，本集團計劃積極推
出新服務及支援新的終端，而重點項目－音樂PC用戶端產品將於年底推出。預期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將移動音
樂產品與音樂雲平臺融合，再加上新的PC用戶端，將會為客戶人數的增長奠下良好的基礎，並向跨裝置策略邁
出新一步。

本集團有信心長遠的音樂雲策略將成為中國最出色及最受歡迎的音樂服務。總概而言，本集團會增加業務類
別、進軍移動互聯網服務、精簡現有的傳統移動增值服務業務及執行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改善本集團的營業
額及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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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股東已採納兩項購股權計劃，為董事、行政人員或主管、僱員及其他合資
格人士提供激勵與獎勵。

下表披露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下本
公司未獲行使購股權之變動情況：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二零一零年   於期內 二零一零年 購股權 購股權 行使期 購股權
參與者類別 一月一日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失效╱沒收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歸屬期 截止日 行使價
         港元每股

本集團高級管理層 203,920 – (63,760) – 140,160 二零零八年 至少3年 二零一二年 每股介乎
      五月二十一日 　至多4年 　五月 0.16港元至
        　二十一日 0.74港元
   
其他僱員及 3,331,420 – (1,117,280) (343,700) 1,870,440 二零零八年 至少3年 二零一二年 每股介乎
　合資格人士      五月二十一日 　至多4年 　五月二十一日 0.17港元至
         0.91港元

合計 3,535,340 – (1,181,040) (343,700) 2,010,600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3,700份於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下授出之購股權已於有關僱員
及合資格人士辭職後失效。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下授出之購股權下，1,181,040股獲行
使，無股份被註銷。

於本中期報告日，本公司共有1,986,400份購股權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但未獲行使，約佔本公司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的0.43%。相關僱員或合資格人士以名義代價1.00港元接受全部相關購股權。未來
不會再有購股權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而先前所有根據此計劃授出的購股權必須於二零一二年
五月二十一日或之前行使。根據此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的行使價乃根據本公司的不同估值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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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披露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下本公司未獲行使購股權之變動情況：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緊接授出
 二零一零年   於期內 二零一零年 購股權 購股權 行使期 購股權 日期前股份

參與者姓名或類別 一月一日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授出 失效╱沒收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歸屬期 截止日 行使價 的收市價
         港元每股 港元每股

本公司董事
劉曉松先生 455,441 – – – 455,441 二零零九年 自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起計 二零一四年 3.168 2.98

      　十月五日 　每十二個月後歸屬已授出的 　十月五日
       　三分之一購股權
 

林一仲先生 3,303,960 – – – 3,303,960 二零零八年 自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五日起計 二零一八年 1,184 1.15

      　十月十五日 　每十二個月後歸屬已授出的 　十月十四日
       　四分之一購股權

何曄女士 108,000 – – – 108,000 二零零八年 自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起計 二零一八年 1.16 1.08

      　十月十六日 　每十二個月後歸屬已授出的 　十月十五日
       　四分之一購股權
   

 1,200,000 – – – 1,200,000 二零零九年 自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起計 二零一四年 3.63 3.63

      　九月二十一日 　每十二個月後歸屬已授出的  九月二十一日
       　三分之一購股權

 1,308,000 – – – 1,308,000

本集團高級管理層 4,555,665 – – – 4,555,665 二零零九年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計 二零一四年 3.168 2.98

      　十月五日 　每十二個月後歸屬已授出的 　十月五日

       　四分之一購股權

   

其他僱員及 10,009,200 – – (834,550) 9,174,650 二零零九年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計 二零一四年 3.168 2.98

　合資格人士      　十月五日 　每十二個月後歸屬已授出的 　十月五日

       　四分之一購股權

   

其他僱員及 3,088,000 – – – 3,088,000 二零零九年 至少2年至多4年 二零一四年 3.2 3.13

　合資格人士      　十二月  　十二月

      　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

合計 22,720,266 – – (834,550) 21,885,716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購股權計劃下授出之購股權概無獲行使或註銷；834,550份於購股權
計劃下授出之購股權已於有關僱員及合資格人士辭職後失效。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於購股權計劃下共有19,642,106份購股權未獲行使及20,231,214份購股權未獲發行，共佔
本公司於本中期報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約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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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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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置存的登記冊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
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及「本公司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自訂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於本公司
  已發行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本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 普通股 相關股份 總計 概約百分比

劉曉松先生 信託之創立人 (1) 159,565,954 無 161,943,395 35.29%

 實益擁有人 1,922,000 455,441

 

厲偉先生 配偶之權益 (2) 32,601,756 無 32,601,756 7.10%

 

何曄女士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1,308,000 (3) 2,308,000 0.50%

 

林一仲先生 於受控制 4,763,272 無 9,168,552 2.00%

 　法團的權益
 實益擁有人 1,101,320 3,303,960 (3)

附註：

1. 劉曉松先生為家族信託之創立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Ever Novel Holdings Limited（「Ever Novel」）及Prime Century 

Technology Limited （「Prime Century」） 於本公司所持有之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Prime Century直
接持有本公司122,371,905股股份，而Ever Novel直接持有本公司37,194,049股股份。

2.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厲偉先生被視為於其配偶崔京濤女士間接持有之本公司股份之好倉及淡倉中擁有權益。

3. 董事持有購股權的詳情載於「購股權計劃」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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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相聯法團之註冊資本中之好倉

(a) 深圳市華動飛天網絡技術開發有限公司（「華動飛天」）(4)

   於相聯法團
  於註冊資本中 之註冊資本中
董事姓名 身份 之好倉 之權益概約百分比
  （人民幣） 

劉曉松先生 實益擁有人 21,510,000 75%

厲偉先生 配偶權益 (5) 7,170,000 25%

(b) 深圳市快通聯科技有限公司（「快通聯」）(6)

   於相聯法團
  於註冊資本中 之註冊資本中
董事姓名 身份 之好倉 之權益概約百分比
  （人民幣） 

林一仲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0 100%

附註：

4. 華動飛天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財務業績透過多項結構合約綜合於本公司之財務報表，因此為本公司一間相聯
法團。

5.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厲偉先生被視為於其配偶崔京濤女士於華動飛天的權益中擁有權益。

6. 快通聯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財務業績透過多項結構合約綜合於本公司之財務報表，因此為本公司一間相聯法
團。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擁有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置存的登記冊內已登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
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及自訂守則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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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或公司（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
有已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或已知會本公司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中之好倉

    於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於股份中之好倉 權益概約
主要股東姓名 身份 普通股 總計 百分比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受託人（並非被動 181,165,954 181,165,954 39.48%

 Limited  受託人）(1)

River Road Investment Limited 於受控制法團的 159,565,954 159,565,954 34.77%

  權益 (1)

Knight Bridge Holdings Limited 於受控制法團的 159,565,954 159,565,954 34.77%

  權益 (1)

Ever Novel 於受控制法團的 122,371,905 159,565,954 34.77%

  權益 (1), (2)

 實益擁有人 37,194,049

Prime Century 實益擁有人 (1), (2) 122,371,905 122,371,905 26.66%

崔京濤女士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 32,601,756 32,601,756 7.10%

Success Profi t Investments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 32,601,756 32,601,756 7.10%

 Limited 

Top Result Enterprise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 32,601,756 32,601,756 7.10%

Martin Currie (Holdings) Limited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3,257,000 23,257,000 5.06%

附註：

1. HSBC Internat ional Trustee Limited為家族信託之受託人，而該等家族信託透過中介控股公司（包括但不限於River Road 

Investment Limited、Knight Bridge Holdings Limited、Ever Novel及Prime Century）有權於該等公司股東大會行使或控制行使三
分之一或以上之投票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HSBC International被視為於該等公司持有之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Prime Century直接持有本公司122,371,905股股份，Ever Novel直接持有本公司37,194,049股股份。
Ever Novel有權於Prime Century股東大會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之一或以上之投票權，因此被視為於Prime Century直接持有之本
公司122,371,905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由於Top Result Enterprises Limited（「Top Result」）由Success Profi t Investments Limited全資擁有，而Success Profi t Investments 

Limited由崔京濤女士全資擁有，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崔京濤女士被視為於Top Result所持有之本公司股份之好倉及淡倉中
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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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或公司（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擁有
記錄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置存的登記冊內或須向本公司申報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
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此外，本公
司於期內概無購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惟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三日期間未能遵守有關主席及行政總裁
之角色應由不同人士擔任之守則條文除外。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三日期間，劉曉松先生同時出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劉曉松先生辭任本公司之行政總裁；同時林一仲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之行政總
裁。林先生獲委任為公司行政總裁後，本公司之董事會主席與行政總裁職位相互獨立並且由不同的人擔任，同
時其職責分工已經載於書面並清楚界定，這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第A.2.1條之企業
管治要求。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包括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之自訂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操守守
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均確認，彼等已於整個回顧期間遵守自訂守則（包括標準守則）所載之
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
申報事項。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賬目。

承董事會命
A8電媒音樂控股有限公司

劉曉松
主席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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