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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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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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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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 18,072 25,914
銷售成本  (10,174) (15,729)
   

毛利  7,898 10,185
其他收入  723 1,493
行政費用  (28,554) (25,664)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的公平價值增加╱（減少）  16,972 (46,02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085) (1,494)
財務費用 4 (4) (174)
   

除所得稅前虧損 5 (4,050) (61,683)
所得稅抵免 6 1,440 1,439
   

期間虧損  (2,610) (60,244)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境外經營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兌收益  572 4,195
   

期間總全面虧損  (2,038) (56,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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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期間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174) (60,244)

 少數股東權益  (436) –
   

  (2,610) (60,244)
   

應佔總全面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602) (56,049)

 少數股東權益  (436) –
   

  (2,038) (56,049)
   

   （經重列）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間每股虧損
 －基本 7 0.32港仙 8.5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與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9,058 56,982
預付租賃款項  14,047 14,239
投資物業  120,251 120,251
長期按金  2,270 2,268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23,999 25,084
商譽 8 4,743 –
無形資產  201,374 207,000
   

  425,742 425,824
   

流動資產
存貨  924 280
應收貿易賬款 9 12,333 16,135
預付租賃款項  382 382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24,921 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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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21
可退回稅款  108 153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103,175 77,582
銀行結存及金融機構存款  142,135 130,240
   

  284,247 294,62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5,290 5,160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6,466 26,478
應付一所聯營公司之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184 1,233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95 –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內到期  43 43
應繳稅項  180 176
   

  23,358 33,090
   

流動資產淨值  260,889 261,53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86,631 68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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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後到期  114 135

遞延稅項負債  59,392 60,798
   

  59,506 60,933
   

淨資產  627,125 626,429
   

權益

股本  689,256 689,456

儲備  (64,479) (63,02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624,777 626,429

少數股東權益  2,348 –
   

總權益  627,125 62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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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之適用披露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制，惟投資物業、按公平價值計入損
益表之財務資產及若干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按公平值呈列。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
內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已經採用有關新制訂和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詳情見下文所披露。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包括全年財務報表內所需的一切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
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發布的新制訂和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其乃有關並適用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開始的年度財務期間的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本）  之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經修訂本） 以股份支付之支出－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經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經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就財務工具披露資料
  之改進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重新評估內含衍生工具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本）
各項 二零零八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
  改進項目

除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外，採納上述於二零零九年四
月一日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新準則、準則修訂本╱修訂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和
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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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對主要財務報表的形式及標題以及該等報表內
若干項目的報告作出若干變動，並引致額外披露。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的計量
及確認並無變動。然而，若干先前直接於權益確認的項目現確認於其他全面收入，如換算海
外經營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影響擁有人權益變動的報告並引入「全
面收益表」。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符合經修訂的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影響到本集團辨認及須報告的經營分部。然而，所報告的
分部資料現時乃以內部管理報告資料為基準，由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於過往年度的財
務報表內，分部乃參考本集團風險及回報的主要來源及性質而辨認。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符
合新制訂的準則。

本集團並無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內提前採納或應用以下已發布但尚未生效的準則新詮釋
及修訂本╱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的對沖項目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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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除上文所述者外，香港會計師公會已經於二零零九年五月發布「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之年度改進項目」。有關改進載列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並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
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視何者適用而定）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本集團已經開始
評估在首次應用期間採納上述準則新詮釋及修訂本╱修訂的相關影響。到目前為止，本集團
得出如下結論：採納上述準則新詮釋及修訂本╱修訂不會對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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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和營業額
收入，即本集團的營業額，代表本集團已售商品的已收和應收款項（扣除退貨和準備）、租金
收入，以及勘探及生產服務收入，現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商品銷售 12,569 18,537

租金收入 3,311 3,475

勘探及生產服務收入 2,192 3,902
  

 18,072 25,914
  

3. 分類資料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時，本集團已根據定期報告予本集團執行董事的內
部財務資料辨認其經營分類及編製分類資料，本集團執行董事根據該等內部財務資料決定本
集團各業務組成的資源分配並審閱該等組成的表現。內部報告予執行董事的業務組成乃根據
本集團的主要產品及服務類別而釐定。

本集團已經辨認以下須報告分類：

出版 – 漫畫出版及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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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該等產品及服務類別各自需要不同的資源及市場推廣方法，因此，該等須報告分類會分
開管理。相較於二零零八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改變本集團
所辨認的經營分類。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所報告的分類資料乃以內部管理報告資料為基準，內部管理
報告資料由執行董事定期審閱。執行董事採用經營溢利的計量方法評估分類損益。本集團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就分類報告所採用的計量政策與其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表內
所採用者一致。

須報告分類之間並無進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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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須報告分類的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原油勘探 中文資訊
 出版 物業投資 服務 基建 未分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2,402 3,311 2,192 167 – 18,072
      

分類業績 2,517 188 (6,731) (7,512) (8,395) (19,933)
     

按公平價值計入
 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的公平價值增加      16,97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085)
財務費用      (4)
      

除所得稅前虧損      (4,050)
所得稅抵免      1,440
      

期內虧損      (2,610)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原油勘探 中文資訊
 出版 物業投資 服務 基建 未分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8,537 3,475 3,902 – – 25,914
      

分類業績 2,417 398 (4,658) (4,092) (8,051) (13,986)
     

按公平價值計入
 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的公平價值減少      (46,02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494)

財務費用      (174)
      

除所得稅前虧損      (61,683)

所得稅抵免      1,439
      

期內虧損      (6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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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費用：
融資租約 4 3

須於一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借貸 – 171
  

 4 174
  

5.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9,482 7,265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192 252

無形資產攤銷 5,761 5,75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3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59 1,765

利息收入 (1,223) (1,095)
  

6. 所得稅抵免
由於本集團於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二零零八年：無），因此並無在財務報表中為香港利得稅
撥備。於兩個期間內，本集團亦無於其他司法權區錄得應課稅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

遞延稅項
 重估無形資產 1,440 1,439
  

 1,440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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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本期間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間虧損2,17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60,244,000港元）及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689,263,614股（二零零八年：709,52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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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每股面值1.0港元之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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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並無呈列兩個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8. 商譽
商譽的賬面值乃因於二零零九年五月收購附屬公司而出現。本集團的管理層已經考慮到被收
購附屬公司的過去表現及展望。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商譽的賬面值並無任何變動。

9.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15,513 18,907

減：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3,180) (2,772)
  

 12,333 16,135
  

以下為財務狀況表日時，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60天 5,089 4,518

61 – 90天 2,221 1,128

91 – 180天 599 855

超過180天 4,424 9,634
  

 12,333 1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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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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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為財務狀況表日時，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天 1,945 2,702

61－90天 1,165 1,010

超過90天 2,180 1,448
  

 5,290 5,160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11. 企業合併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九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者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購一家中
國旅遊企業的53%股本權益，有關總代價為人民幣7,000,000元，並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完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所收購企業為本集團帶來收入
76,000港元及除稅前虧損928,000港元。

倘若收購事項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已經發生，則本集團的收入會是98,573港元，而除稅前
虧損會是1,562,000港元。此項備考資料僅為說明的用途，有關資料可能未能反映在收購事項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已經完成的情況下，本集團實際上會達到的收入及經營業績，亦並非
旨在預測未來業績。

有關所收購淨資產及商譽的詳情如下：

 千港元

購入代價
 －已付現金 7,882

購入資產淨值 3,139
 

商譽 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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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收購事項而出現的資產與負債如下：

 所收購淨 被收購方的
 資產價值 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900 9,9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9 259

存貨 241 24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274 1,274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5,751) (5,751)
  

淨資產 5,923 5,923

少數股東權益(47%) (2,784)
 

所收購淨資產 3,139
 

  千港元

以現金支付購入代價  7,882

收購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900
  

收購附屬公司的現金流入  2,018
  

12.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財務狀況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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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29,673 37,591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任何資本承擔（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13.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14. 比較數字
由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經營分部」，部分比較數字已經調整，以與本期間的列報保持一致，並就於二零零九年
首次披露的項目提供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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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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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整體營業額減少約30.3%至約
18,072,000港元，其中約12,402,000港元、167,000港元、3,311,000港元及2,192,000港
元（二零零八年：18,537,000港元、無、3,475,000港元及3,902,000港元）乃分別來自
本集團之出版、中文資訊基建、物業投資及原油勘探服務業務。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綜合虧損淨額約2,174,000港元（每股0.32港仙），
較二零零八年60,244,000港元（每股8.5港仙）大幅減少，主要因為全球各類資產之估
值均從其嚴重折讓價格反彈，導致投資組合之公平值增加16,972,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減少46,029,000港元）。此外，本集團向來審慎投資，將前期結轉之過剩流動資
金投資於財政穩健之工具，特別避免投資不少拖垮環球金融市場之「有毒」金融工
具及衍生工具。另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為627,125,000

港元，按本公司加權平均股數689,263,614股計算，每股資產淨值約為0.91港元（二
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0.88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存及金融機構存款合共約142,135,000

港元，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約103,175,000港元。本集團並無面臨重
大外匯波動風險。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淨值約260,889,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261,538,000港元），流動比率為12.17（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8.91）。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總負債約為82,864,000港
元，佔股權持有人權益約13.26%（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5.01%）。鑒於上述
各項，本集團財務穩健，擁有充裕現金流量及其他資源，董事據此不懷疑本集團將
具備充裕流動資金應付其日常營運。一如既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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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任何於集資及行使認股權證及購股權之
所得款項淨額，肯定可加強本集團之向好前景及進一步強化本集團之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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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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併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四日生效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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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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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有125位僱員，其中46位於香港服務、31

位於澳門服務及48位於中國服務。於期內，職員成本合共約為9,482,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7,2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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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會按個別人士之長處與表現，向若干董事及僱員發放酌情花紅與
具鼓勵作用之購股權。

業務回顧

過去的全球經濟動盪導致不少業務放緩，其影響依然廣泛涉及現有及未來業務。
本集團謹慎實施指引，定期重估其於市場上定位，並設法精簡盈利不理想的業務，
並重新集中經營集團所擅長之授權業務，同時亦繼續涉足擁有協同效應而具豐厚
回報之業務。重組之好處在以前期間已見成效並持續至本期間，導致整體表現情
況較去年同期為佳。就此而言，本集團管理層充滿信心，前景漸露曙光，隨著全球
經濟動盪見底，復甦在望，集團之投資將恢復其固有價值，而文化傳信之競爭形勢
將見加強。

過去六個月，本集團取得不少引人注目的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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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以加強其技術及將其產業化。漫畫業
務方面，集團已透過額外資源，加強其授權業務，積極爭取遊戲開發及影片製作商
機，同時繼續將其品牌延伸至其他有關範疇，例如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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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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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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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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全球油價依
然不穩定，本集團於上半年花不少力度進行勘探，大部份石油開採工作則在下半
年進行。因此，該營運業務對期內整體財務業績之貢獻雖少，但以現時所收集之地
質資料顯示，本集團相信於勝利油田及潮水盆地之石油開採業務極具潛力，將為
本集團來年取得可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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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依然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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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購回合共20,270,000股普通股。其中20,070,000股普通股已於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予以註銷，剩餘200,000股普通股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七日註
銷。

本公司或其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回、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審核委員會有兩名成員，即陳立祖先生及賴強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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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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偉華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成員。曾先生獲委任
後，審核委員會有三名成員，符合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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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由曾偉華先生、陳立祖先生及賴強
先生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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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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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九月三日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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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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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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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公佈

本中期業績公佈可在聯交所之網址(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之網址(www.

culturecom.com.hk)閱覽。有關中期報告將在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在上
述網址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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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偉東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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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定縉先生、鄧宇輝先生、鄧烱泉先生及陳文龍先生（均為執行董
事）；及曾偉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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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