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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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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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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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
人民幣33,100,000 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 10,000,000  元上升約
230.2%。

•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收入約人民幣 79,500,000

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 56,100,000 元上升約 41.7%。

•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總體毛利率 為48.6%，而
二零一七年同期為 53.0%。

• 穩健的財務狀 況，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現金及銀行結餘及高流動
性短期資產約人民幣 661,700,000 元，資產淨值約人民幣1,468,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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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
明綜合財務資料（「中期賬目」）。本公司核數師未審閱中期賬目，但該中期賬目
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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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扣除稅金及附加 4 77,807 55,802

提供服務成本 (39,143) (26,038)  

毛利 38,664 29,76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48,898 15,070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2,123) (7,779)

行政開支 (22,940) (15,046)

其他開支，淨額 (378) (4,970)

財務費用 5 (3,888) (1,403)

分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3,721 (1,735)

分擔合營公司虧損 – (1,047)  

除稅前溢利 6 41,954 12,854

所得稅開支 7 (10,285) (2,823)  

期內溢利 31,669 10,031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3,068 10,014

非控股權益 (1,399) 17  

31,669 10,03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 9

基本（每股人民幣） 1.2分 0.4分  

攤薄（每股人民幣） 1.2分 0.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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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31,669 10,031

其他全面損失
往後期間可轉入損益表之其他全面損失：
匯兌調整 (1,945) (7,786)

往後期間不會轉入至損益表之其他全面損失：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溢利之金融資產損失淨額 (20,185) –  

其他全面損失 (22,130) (7,786)  

期內全面溢利總額 9,539 2,245  

應佔：
公司擁有人 10,938 2,228

非控股權益 (1,399) 17  

9,539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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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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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46,031 149,888
投資性物業 426,000 420,000
預付土地租賃款 12,708 12,869
預付款項 – 8,100
無形資產 29,124 21,927
商譽 14 88,406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04,008 223,458
於合營公司之投資 – –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
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45,169 16,050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
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42,324 –
可供出售之投資 – 93,944
遞延稅項資產 2,233 2,586   

非流動資產合計 1,196,003 948,822   

流動資產
製作中的網路電影及劇集 4,235 3,277
應收賬款 11 17,396 14,624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29,117 20,647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
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7,716 332
可供出售之投資 – 32,272
受限制現金及已質押存款 278,033 133,5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45,992 546,071   

流動資產合計 712,489 750,73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28,459 26,474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81,453 61,949
附息銀行借貸 228,058 117,150
應付稅項 10,265 9,788
遞延收益 4,353 5,299   

流動負債合計 352,588 220,660   

流動資產淨值 359,901 530,07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555,904 1,47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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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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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81,536 72,860
遞延收益 5,699 6,700   

非流動負債合計 87,235 79,560   

資產淨值 1,468,669 1,399,338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3 22,877 22,984
儲備 1,434,662 1,376,886   

1,457,539 1,399,870
非控股權益 11,130 (532)   

權益總額 1,468,669 1,399,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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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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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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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主營業務性質無重大變動。

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已於本期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中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一

並應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同之收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 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同之收入的澄清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 投資物業轉讓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 外幣交易與預付代價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
之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

除下文所載有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影響之詳盡說明
外，採納有關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並無任
何重大影響。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主要影響如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同之收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同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收
入 及相關詮釋，適用於所有因客戶合同而產生的收入，除非該等合同適用於其他準則。
該項新準則建立一個五步模式，以確認客戶合同收入。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收入按能反映實體預期向客戶轉讓貨物或服務而有權獲得的代價金額確認。

該準則要求實體作出判斷，並考慮將該模式各步應用於其客戶合同時的所有相關事實及
情況。該準則亦訂明獲取合同的增量成本及與履行合同直接相關的成本的會計處理。

本集團透過採用修改後的追溯調整法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讓本集團能將首次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累計影響確認為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保留盈利期初結餘
的調整。本集團選擇對已完成合約應用實務方法，並無重列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前完成
的合約，故此並無重列比較數字。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的簡明中期財
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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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將金融工具項目之所有階段結集一起，並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
日或以後之年度期間代替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所有先前版
本。本集團並未就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範圍內之金融工具重
報二零一七年比較資料。因此，二零一七年比較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匯報，
且不能與二零一八年所呈報之資料進行比較。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所產生之差
異已直接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相關資產負債表項目確認。

(a) 分類及計量

除應收賬款外，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本集團初步按公平值加交易成本（如
屬並非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計量金融資產。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債務金融工具其後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攤銷成本
或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計量。分類乃基於兩個標準而作出：本集團管理資產
之業務模式；及有關工具之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屬於「純粹」就未償還本金而「支付的
本金及利息」（「SPPI標準」）。

本集團債務金融資產之新分類及計量如下：

•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指在業務模式內以持有財務資產以收取符合SPPI

標準之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之金融資產。此類別包括計入應收賬款、預付款
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之金融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之分類及其後計量如下：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權益工具，於終止確認時概無收益或虧損結轉
至損益表。此類別僅包括本集團擬於可預見未來持有及於初步確認或過渡時
本集團不可撤回地選擇如此分類之權益工具。本集團將其上市及非上市權益
工具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權益工具。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入之權益工具毋須遵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之減值評估規定。根
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本集團之非上市權益工具已分類為可供出售之金融
資產。

•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包括衍生工具及本集團於初步
確認或過渡中並沒有不可撤回地選擇將其分類為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全面收入的非上市股權投資。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本集團非上市股權
投資分類為按成本計量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於終止確認時收益或
損失結轉至損益表。本集團無任何金融資產被分為此類。

本集團之業務模式評估已於初次應用日期（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進行，並應用於並
未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前終止確認之金融資產。有關債務工具之合約現金流量
是否僅包括本金及利息之評估，乃根據初步確認資產時之事實及情況進行。

本集團金融負債之會計處理方法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所規定者大致相同。與國
際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相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須將或然代價負債當
作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處理，而公平值變動於損益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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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嵌入式衍生工具不再與主體金融資產分開列示。取
而代之，金融資產會根據其合約條款及本集團之業務模式分類。

在非金融主體合約中，嵌入金融負債之衍生工具之會計處理方法與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所規定者保持不變。

(b) 減值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改變了本集團金融資產減值虧損之會計處理方法，有
關準則以具有前瞻性的預期信貸虧損法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之已產生虧損法。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規定本集團須就所有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持有之貸款
及其他債務金融資產記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乃基於根據合約應付之合約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收取之所有
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計算。短缺之數其後按有關資產之原實際利率近似值貼現。

就服應收賬款而言，本集團應用了有關準則之簡化處理方法及已根據全期預期信
貸虧損計量預期信貸虧損。本集團已基於其過往信貸虧損經驗制定撥備矩陣，並因
應與債務人及經濟環境相關並具有前瞻性之特定因素作出調整。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乃基於十二個月預期信貸虧損評估減值。十二個月預期信貸
虧損為報告日期後十二個月內（或較短期間，如有關資產之預期年限少於十二個月）
可能發生違約事件而導致之預期信貸虧損，是全期預期信貸虧損之一部份。然而，
倘信貸風險自產生以來大幅上升，則有關撥備將根據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計算。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之預期信貸虧損規定不會導致本集團債務金融資產
之減值撥備改變。

下文概述本集團金融資產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初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之日）之變動：

原先呈報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貸款及
應收款項

可供出售
之投資

應用國際
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
後重新計量 攤銷成本

按公平值
量計其

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
綜合收益

且不會轉回
之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
計量其

變動計入
損益

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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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資產
計入應收賬款、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之金融資產 29,591 – – 29,591 – –

可供出售之投資 – 126,216 45,584 – 76,459 95,341

質押銀行存款及受限資金 133,513 – – 133,513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6,071 – – 546,071 – –      

709,175 126,216 45,584 709,175 76,459 9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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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初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日），本集團儲
備因重新計量金融工具而產生之影響如下：

按公平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收入
且不會轉回之
公平值儲備 保留溢利 權益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原先呈報） – 322,290 1,399,338
初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重新計量 26,515 19,069 45,584
初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重新分類 (5,000) 5,000 –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調整） 21,515 346,359 1,444,922   

3. 經營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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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從事 (1)音樂娛樂；(2)遊戲相關服務業務；以及 (3)影視製
作；以及

(b) 物業投資分部主要於中國從事租賃及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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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費用及公司及其他未分配收入及開支淨額則不撥入該項計算中。

該等分部報告的資訊，連同相關的比較資料列示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數字娛樂 物業投資 總額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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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淨收入 42,195 24,163 35,612 31,639 77,807 55,802

提供服務成本 (29,507) (17,884) (9,636) (8,154) (39,143) (26,038)       

毛利 12,688 6,279 25,976 23,485 38,664 29,764       

分部業績 13,754 (5,951) 31,976 33,485 45,730 27,534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8,336 5,066

財務費用 (3,888) (1,403)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
收入及開支淨額 (8,224) (18,343)  

除稅前溢利 41,954 12,854

所得稅開支 (10,285) (2,823)  

期內溢利 31,669 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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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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指提供服務之發票淨值（扣除稅金及附加稅）及估值。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數字娛樂
遊戲相關服務收入 38,995 20,804

音樂娛樂收入 3,447 3,428  

小計 42,442 24,232

物業投資
租金及物業管理費收入 37,105 31,898  

79,547 56,130

減：稅金及附加稅 (1,740) (328)  

淨收入 77,807 55,80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8,336 5,066

投資性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6,000 10,000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 28,705 –

匯兌收益，淨額 4,303 –

其他 1,554 4  

48,898 15,070  

5.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貸之利息 3,888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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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4,512 4,422

無形資產攤銷 1,351 2,078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62 16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16 1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28,705) –

外幣匯兌差異，淨額*/** (4,303) 4,802  

*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計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計入「其他開支，淨額」

7.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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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於中國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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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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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中國
期內支出 822 510

以前年度少計 434 235

遞延 9,029 2,078  

本期所得稅開支合計 10,285 2,823  

8.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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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
團溢利約人民幣33,068,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014,000元）
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發行普通股減根據年內股份獎勵計劃持有
之股份的加權平均數2,694,301,000股（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489,853,000

股）計算。

並無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呈報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攤薄調整，原因
是期內未行使的購股權行使價高於本公司普通股的平均市價及購股權對所呈報的每股
基本盈利金額並無攤薄影響。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於期內收購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為人民幣138,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 1,465,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處置及╱或撇銷物
業、廠房及設備為人民幣 38,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10,000

元）。

11. 應收賬款

於報告期間完結時，根據發票日期並扣除撥備後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結算
一個月內 210 279

超過一個月但少於二個月 651 1,130

超過二個月但少於三個月 395 773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四個月 781 436

超過四個月 2,909 2,194  

4,946 4,812

未結算 12,450 9,812  

17,396 1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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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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間完結時，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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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0 12,878

一至三個月 1,532 4,254

四至六個月 1,760 1,717

六個月以上 14,577 7,625  

28,459 26,474  

應付賬款乃不計息，且一般須於30日至180日內結算 .

13. 股本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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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6,513 26,513  

已發行及繳足：
2,707,912,628股（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20,592,628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2,877 2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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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2,720,592,628 27,206 1,156,621 22,984 973,928 996,912

註銷回購之股份 (12,680,000) (127) (5,627) (107) (4,744) (4,851)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2,707,912,628 27,079 1,150,994 22,877 969,184 992,061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於聯交所回購 59,080,000股普通股股
份，總代價為27,779,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23,474,000元），其中46,400,000股已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註銷，剩餘12,680,000股於本期內註銷。隨著回購的12,680,000股註銷，
本公司已發行的股本面值減少 127,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 107,000元及支付的包含交易費
用的該等註銷之股份溢價減少為5,627,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4,744,000元），其已在本公
司股份溢價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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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期後，本公司於聯交所回購7,026,000股普通股股份，總代價為2,913,000港元（相當於人
民幣2,484,000元），該等回購之股份隨後將由本公司註銷。

14. 業務合併

收購上海木七七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及香港木七七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本集團收購兩間分別位於中國及香港之非上市公司上海木
七七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及香港木七七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統稱「木七七」）51%之有表决權
股份，該兩家公司主要於中國和海外從事手機游戲研發及運營。該投資事項符合本集團
於泛娛樂產業鏈進行業務發展之戰略布局。該收購事項已採用收購法入賬。中期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包括木七七自收購日期起三個月之業績。

木七七於收購日期之可辨認資產及負債暫定公平值為：

收購時
所確認之
公平值

人民幣千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2

現金 4,075

應收賬款 4,423

其他應收款 26,141 

35,001 

負債
應付賬款 (2,104)

其他應付款 (3,779)

應付稅款 (463)

附息銀行借款 (2,000) 

(8,346) 

按公平值計量之可辨認資產淨值總額 26,655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061)

收購時產生之商譽 88,406 

總代價 102,000 

收購時之現金流量分析：
收購附屬公司現金淨額 4,075

已付現金 (59,558) 

收購時之現金流出淨額（計入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55,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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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收購事項產生的商譽按暫定基準確定，原因在於本集團正在完成評估事項以確定收
購可辨認資產及承擔的負債公平值。

上述收購時確認的暫定公平值，於計量期內（自收購日起不超過一年）業務合併的初始核
算完成後，或會調整。

自收購日期起，木七七為本集團貢獻收入人民幣2,109,000元及虧損人民幣2,639,000元。倘
該收購事項是於年初進行，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收入及
利潤分別為人民幣84,392,000元及人民幣30,798,000元。

交易成本人民幣130,000元已予費用化並計入損益表內的行政開支，其構成簡明綜合現金
流量表經營現金流量之一部分。

15. 承諾事項

本集團於報告末期之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認購投資 – 1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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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和展望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業務回顧

二零一八年，中國的泛娛樂生態持續繁榮發展，生態化運營特征越來越顯著。
以 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產權」）為核心的泛娛樂生態系統中，各個細分領
域擁有相近或互補的受眾市場，他們之間的邊界逐漸被打破，泛娛樂形態逐步
發展到內容聯動、融合開發和全價值鏈共用的階段。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在泛娛樂產業上的佈局有了重大進展。本集團聯合
騰訊，收購了遊戲開發公司上海木七七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和香港木七七網絡
科技有限公司（統稱「木七七」）。同時本集團增持了國內最大的編劇公司之一藍
藍藍藍影視傳媒（天津）有限公司（「藍藍藍藍影視」）。上述收購和投資為本集團
打造以優質 IP為核心的，將文學、動漫、影視、遊戲等業務連結的泛娛樂產業
生態，奠定了重要基礎。以下為本集團各業務板塊在本報告期內的發展情況回
顧：

影視開發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極速蝸牛影視傳媒（深圳）有限公司（「A8影視」）成立於二零
一七年，主要從事網絡電視劇、視頻、電影等方面的業務。

愛奇藝雲騰計畫網劇－「大周小冰人」

二零一七年，A8影視參與了網絡播放平台愛奇藝的「雲騰計畫」，中標愛奇藝定
制網劇TOP10的 IP「大周小冰人」。A8影視與愛奇藝正在共同開發這部古裝輕喜
偶像劇，該劇於二零一八年八月開機，預計於二零一九年上線。

短視頻領域持續探索創新

A8影視在二零一七年推出了第一個短視頻內容產品：懸疑迷你劇「奇幻啟示
錄」。該劇累計取得全網過一億的點擊量。A8影視總結在短視頻領域的成功經
驗，繼續在短視頻領域探索發展。二零一八年上半年，A8影視與映客有限公司
（「映客」）合作，出品了兩部短視頻產品：vlog「旭宸的小世界」和「加油鄭小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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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股藍藍藍藍影視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本集團與藍藍影視及其股東訂立增資協議，通過增資方式
獲取藍藍藍藍影視5%的股權。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
立股權轉讓協議，收購藍藍藍藍影視合計5%的股權。於二零一八年四月，本集
團向若干獨立第三方進一步額外收購藍藍藍藍影視13.56%股權。前述交易事項
完成後及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藍藍藍藍影視23.56%股權。

藍藍藍藍影視主要從事劇本銷售、劇本改編、製作網劇、電視劇、院線電影及
網絡電影等相關業務。該公司聘有逾 100名編劇，是目前國內最大的編劇團隊
之一。憑藉其龐大的編劇團隊，以及大量的劇本儲備，藍藍藍藍影視可以快捷
有效地大幅縮短劇本製作週期和影視劇的拍攝週期。具備批量化製作影視劇
的經驗和能力。

遊戲業務

二零一八年二月，本集團聯合騰訊，收購了獨立遊戲公司木七七。本集團的遊
戲發行平台指遊方寸重點布局細分領域，如長生命周期SLG類型的產品。

獨立遊戲研發平台－木七七

本集團下屬的木七七主要從事獨立遊戲的研發和運營。木七七在今年獲得了
「阿裡巴巴遊戲生態十大創意廠商」的榮譽。木七七自研產品「卡片怪獸」在大陸
地區和騰訊極光平台繼續合作運營，在微信遊戲暢銷榜上維持在前30名左右。
在海外地區，該遊戲獲得 iOS和Google Play的持續推薦。

木七七今年上半年先後立項了多個項目，如類戰棋項目「巨像騎士團」。木七七
期望通過簡化操作的方式來讓戰棋遊戲更符合移動端的操作體驗。目前該項
目已在TapTap平台進行了早期演示版本測試，獲得了超過一萬的預約用戶和9.2

分的用戶評價。這个項目預計將在年內進行商業化運營。

國內發行業務穩步調整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穩定型產品「狼人殺」、「我欲封天山海戰」及「啪
啪三國」等持續運營。同時，在「產品重度化，精品化」的既成策略下，對新業務
的拓展向細分品類，獨特題材靠攏。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指游方寸引入了重點
產品「造兵三國」（RPGSLG題材）。這是一款以SLG類遊戲核心玩法為大背景，同
時進行了RPG題材品類細分的遊戲。該產品獲得搜狐最佳關注獎，並在魅族、
UC等核心渠道獲得較佳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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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進海外發行業務

「三國志大戰M」於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上線登錄港澳臺地區，獲得較好的玩家
反響。上線前獲得台灣地區Google Play預註冊推薦位，正式發佈後獲得其首頁
推薦位，並獲得澳門地區暢銷榜總榜第一名、香港地區總榜第二名。該產品在
蘋果Appstore，最高獲得台灣地區遊戲免費榜第一，同時在香港和台灣地區獲
得暢銷榜及免費榜總榜皆前五的成績。

文化產業園區－國家音樂產業基地－A8音樂大廈

A8音樂大廈是國家音樂產業基地，位於深圳市南山區深圳灣區的核心位置，毗
鄰深圳軟體產地基地，緊靠前海和後海，所處地理位置優越。A8音樂大廈總建
築面積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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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大廈不斷提升物業管理服務水準，入駐企業客戶滿意度持續提升。二零一八
年上半年，A8音樂大廈因為安全管理水準突出，被南山區公安分局消防科列為
南山區優秀消防管控大廈。二零一八年六月，在深圳市優秀物業管理大廈的評
選中，經過物業管理行業專家組實地考核及一系列的評審，A8音樂大廈憑藉出
色的物業服務及音樂文化特色，以第一名的成績榮獲「二零一八年年度深圳市
物業管理優秀大廈」稱號。

此外，線下演出品牌「A8Live」依託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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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隊排練室為一體。A8Live在二零一八年上半
年舉辦約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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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佈會、慈善活動及線上直播等。邀請藝人呈國際化，包括
英國歌手Tom Odell、美國流行樂隊Foster The People、加拿大歌手Daniel Powter及
冰島樂隊Bang Gang等知名藝人和樂隊。未來，大牌藝人進入LiveHouse的演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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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有很大幫助。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A8音樂大廈為集團貢獻了約人民幣37,100,000元的綜合收
入，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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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學－北京掌文

北京掌文運營國內最大的懸疑類文學平台之一的黑岩網、以女性言情為主的
若初網、以古風為主的若夏網和針對於二次元讀者的少年夢。北京掌文主要從
事版權的孵化和經營業務，提供網絡文學和漫畫的付費閱讀，以及授權將文學
作品改編為手遊、網劇、電視劇、電影、卡通、動漫和有聲作品等。

自有平台業務穩定發展，第三方分銷業務持續快速增長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北京掌文自有平台用戶數超過了2,200萬，較上年
六月三十日實現了逾 14%的增長。自有平台優質內容不斷擴充，累計發佈逾 10

萬部作品，作品數量較去年底增加了約 25%。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第三方分銷業務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勢頭。北京掌文在今
日頭條、小米、萬能鑰匙、閱文集團、阿裡文學、掌閱文學、追書神器、縱橫文
學、百度雲、咪咕文化等原有分銷渠道基礎上，持續拓展新的分銷渠道。二零
一八年上半年，北京掌文的創新單本 IP運營模式首戰告捷。「姜了」成為今日頭
條第一本閱讀量超過1,000萬的文學作品。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來自於第三方分
銷及版權的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約 73%。

內容授權業務取得突破性進展

北京掌文在有聲作品授權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北京掌
文的作品持續6個月佔據喜馬拉雅付費榜總榜第一名。而且喜馬拉雅FM免費
榜、懶人聽書熱搜榜、蜻蜓FM完本榜前十名均有出自北京掌文的有聲作品。有
聲作品的成功，進一步拓寬了北京掌文的網絡文學 IP的變現渠道。

在影視授權方面，截止目前北京掌文累計合作影視版權逾60部。二零一八年上
半年，北京掌文與光線傳媒合作，打造網絡劇「春日宴」。同時，北京掌文向愛
奇藝授權了知名 IP作品「美景未遲」的影視改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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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業務展望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本集團將持續在泛娛樂產業鏈上加強各個現有業務板塊
之間的聯動，致力於打造以 IP為核心的網絡文學、動漫、影視和遊戲等多產業
聯動的泛娛樂生態體系。

影視開發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集團的影視業務將主要聚焦以下發展方向：

第一，重點推進與愛奇藝合作的網劇「大周小冰人」和「時光機」（暫定名）項目。

第二，推動A8影視與北京掌文的協作。

遊戲業務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本集團在遊戲業務的主要發展策略為：

第一，通過深入挖掘用戶未被滿足的需求，開發出創新的遊戲玩法。然後通過
對新遊戲玩法的精細運作，來實現該系列遊戲的持續商業化變現。

第二，繼續重點關注長生命周期SLG類型的產品。

文化產業園區－國家音樂產業基地－A8音樂大廈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隨著A8音樂大廈知名度的日益提高，預期未來A8音樂大廈
租金收入能保持穩定的增長。同時，本集團也會持續提升A8音樂大廈的物業管
理水準，為租戶提供更好的服務，使其為集團貢獻持續穩定的收益。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本公司致力於將「A8 Live」向品牌化和內容化方向發展。會
繼續拓展「A8 Live」演出業務，加強品牌宣傳，強化行業影響力。

網絡文學－北京掌文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北京掌文將持續打造以文學 IP為起點的泛娛樂生態。深度
參與影視製作，攜手A8影視、今日頭條、藍藍藍藍影視等本集團的內外部資源
打造系列網絡劇和網絡大電影作品。同時，北京掌文還將大力發展漫畫作品分
銷平台。致力於推動網絡文學、有聲讀物、漫畫和影視作品之間的聯動，形成
產業鏈的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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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約人民幣79,500,000元，較二
零一七年同期增加約 41.7%（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56,100,000元）。

數字娛樂服務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數字娛樂服務收入約人民幣 42,400,000

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增加約 75.1%（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24,200,000元）。該增
加主要源於游戲相關服務收入的增加約人民幣18,200,000元。

物業投資業務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租金及物管費的物業投資收入約
人民幣 37,1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6.3%（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31,900,000

元）。該增長主要源於高質量的物業管理服務帶來的出租率以及單位租金的增
長。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
33,100,000元，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約230.2%（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10,000,000

元）。該增加主要源於本集團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
平值收益增加約人民幣 28,700,000元，該金融資產與投資藍藍藍藍影視所帶來
的集團享有的業績承諾及股份回購權相關。

提供服務的成本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提供服務的成本約人民幣39,100,000

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增長約50.3%（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26,000,000元）。該增加
主要源於伴隨著數字娛樂服務收入的增長，其相關成本增加約人民幣11,600,000

元所致。

數字娛樂服務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數字娛樂服務成本約人民幣 29,500,000

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增長約 65.0%（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17,900,000元），並主
要源於伴隨相關收入增加，與分發渠道及業務聯盟分享的收入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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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戲發行權及直接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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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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平均約為數字娛樂服務收入的
35.3%（二零一七年：約 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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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二零一七年：約15.4%）。

物業投資業務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投資業務成本約人民幣9,600,000

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上升約18.2%（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 8,20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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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毛利約為人民幣38,700,000元，較
二零一七年同期上升約29.9%（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29,800,000元）。本集團總體
毛利率為48.6%，而去年同期約為53.0%。總體毛利率的下降主要源於二零一七
年九月起房產稅徵收所致物業投資業務的毛利率貢獻小幅減少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約人民幣
48,900,000元，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224.5%（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15,100,000元）。
此上升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投資藍藍藍藍影視所帶來的集團享有業績承諾及股
份回購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值上升約人民幣 28,700,000元。
此上升亦由於匯兌收益及銀行利息收入的增加分別約人民幣4,300,000元及人民
幣3,300,000元，並被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減少約人民幣4,000,000元部分抵消所
致。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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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0,000元，較二零一七年上升約184.4%，（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7,800,000元）。
該費用增加主要源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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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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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行政開支約人民幣22,900,000元，
較二零一七年同期上升約52.5%（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15,000,000元）。該增加並
主要源於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完成的木七七業務合併以及集團的業務發展帶來
的人員調整影響。

分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擔聯營公司溢利約人民幣
3,700,000元，去年同期分擔聯營公司損失約人民幣1,700,000元。該變化主要源於
分擔北京掌文溢利約人民幣 4,600,000元。

稅項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稅項約人民幣10,300,000元，而二
零一七年同期約人民幣2,800,000元。該大幅上漲主要由於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帶來的遞延稅項增加約人民幣7,200,000元所致。

本集團的實際稅率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24.5%（二零一七
年：約22.0%）。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各運營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的
法定稅率25%。

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總額為約人民幣1,196,000,000

元（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948,800,000元），增長約人民幣247,200,000元。該增加主
要源於本集團投資於藍藍藍藍影視及其所附帶的業績承諾及回購權所致的投
資於聯營公司及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增加分別約人民
幣80,60,000元以及人民幣66,100,000元，本集團對藍藍藍藍影視的投資總代價為
人民幣130,200,000元。

非流動資產的增加也源於收購木七七所產生的商譽及與基金投資相關的以公
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增加分別約人民幣 88,400,000元及人民
幣63,100,000元，並被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減
少約人民幣 51,600,000元所部分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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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712,500,000元（二
零一七年：約人民幣 750,7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38,200,000元。

該減少主要由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約人民幣200,100,000元，並被受限制資
金及已質押存款、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及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
益之金融資產分別增加約人民幣144,500,000元、人民幣8,500,000元及5,100,000元所
部分抵消。應收賬款餘額約人民幣17,400,000元（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14,600,000

元），其周轉天數約為36天（二零一七年：約30天）。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總額約為人民幣352,600,000元（二
零一七年：約人民幣220,7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31,900,000元。此增加乃主要
由於附息銀行借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增加分別約人民幣110,900,000元
及人民幣 19,500,000元所致。本集團的附息銀行借款為跨境資金使用的一種有
效及低成本方式，以支持本集團的業務發展以及業務並購。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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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現金及質押存款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
產合計約人民幣661,700,000元（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712,200,000元）。其中，約人
民幣262,600,000元或約40%以人民幣列示。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短期附息銀行借款共計人民幣228,100,000元
（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117,200,000元），資產負債比率（按借貸經淨額除以資產
總額計量）約為11.9%（二零一七年：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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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未利用任何衍生工具對沖利率及匯率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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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本集團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
幣6,800,000元，乃由於經營所產生現金流入約人民幣8,000,000元及支付稅項約
人民幣1,200,000元所致。

本集團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
民幣315,900,000元，主要由於受限資金及質押存款的增加及支付藍藍藍藍影視
18.56%權益投資之現金流出分別約人民幣144,500,000元及人民幣90,300,000元；
同時，支付收購木七七 51%權益及支付北京掌文 35%權益投資之末期款項之現
金流出分別約人民幣55,500,000元及人民幣17,500,000元，並被收到利息收入之現
金流入約人民幣 11,300,000元所部分抵消。

本集團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
民幣105,000,000元，主要由於收到新的銀行貸款本金約人民幣199,600,000元，並
被償還銀行貸款本金和利息分別約人民幣90,700,000元及人民幣3,900,000元所部
分抵消。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88名僱員（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46名僱員），本期的平均僱員人數為165員，而二零一七年同期為106員。截至
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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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0,000元（二零一七年：約人民幣 11,100,000元）。該僱員成本的增加主要由於
木七七業務合併及集團的業務發展帶來的人員調整影響。

本集團的薪酬與花紅制度（定期進行檢討）乃按僱員工作表現釐定。本公司亦已
設立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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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付二零一八年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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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本報告日，本公司回購其本身之 7,026,000股普通股，每股最高及最低價分
別為0.435港元及0.395港元（「股份回購」）。本公司進行股份回購，乃因為董事會
認為本公司股份之當時價值持續被低估，董事會亦認為本公司當時之財政資
源有能力進行股份回購，同時保持穩固財政狀況，供本公司業務在財政年度內
持續經營。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A.2.1有關主席
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由不同人士擔任除外。

劉曉松先生（「劉先生」）於科技、媒體及電信行業有多年豐富經驗並且一直負責
集團的整體管理和戰略策劃，董事會認為：劉先生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能為本
集團業務做出更好的決策。因此儘管與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2.1有所偏離，劉先
生於本報告期間仍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

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包括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及自定義守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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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及自定義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根據有關審閱及與管理層的討論，審核委員會確信財務資
料是按適用的會計準則編製，並公平呈列了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財務狀況及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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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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項，並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刊發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

本公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a8nmg.com。二零一八
年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六日（星期四）或前後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
站，並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A8新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劉曉松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1) 執行董事劉曉松先生及林芊先生；及

(2) 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耀光先生、吳士宏女士及李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