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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佈

本集團財務業績摘要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列）

營業額（持續經營業務）（千港元） 1,181,558 992,956
除稅後溢利／（虧損）（持續經營業務）（千港元） 9,701 (31,338)
股東應佔溢利  （千港元） 12,368 154,768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0.68 9.94
現金及銀行結餘（已扣除銀行貸款）（千港元） 545,344 777,722

末期業績
泛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4
持續經營業務 1,181,558 992,956
已終止業務 — 101,177

1,181,558 1,094,133
銷售成本 (757,351) (665,173)

毛利 424,207 428,960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86,424 39,605
分銷成本 (182,750) (157,920)
行政開支 (306,543) (333,225)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16,994) (62,202)
出售已終止業務之收益 — 207,312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93,352
撥回或然負債撥備 — 27,447

經營業務溢利 6 4,344 243,329
融資成本 (643) (1,220)
撥回共同控制公司權益減值撥備 17,196 —
撥回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撥備 37,400 —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撥備 (11,388) (10,759)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2,980) —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2,689 (13,301)
聯營公司 (6,206) 168
收購共同控制公司所產生之商譽攤銷及減值 (3,890) (14,667)

除稅前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36,522 (7,622)
已終止業務 — 211,172

36,522 203,550

稅項
持續經營業務 (26,821) (23,716)
已終止業務 — (496)

7 (26,821) (24,212)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9,701 179,338
少數股東權益 2,667 (24,570)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 12,368 154,768

分派 8 18,181 —

每股盈利（港仙） 9
基本 0.68 9.94

攤薄 0.67 5.9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香港普遍接納之會計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2. 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

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所得稅」（“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首次在本年度財務報表中被採納並產生重大影響。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規定當期應計稅收
益或虧損產生之應付及應收回所得稅（當期稅項）之會計處理；及主要因應課稅與可免稅之暫時性差額及未動用稅務虧損之結轉，而於未來產生之應付及應收
回所得稅（遞延稅項）之會計處理。

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之修訂對本財務報表之主要影響載述如下：

計量及確認：

‧ 稅項之資本免稅額與作財務申報用途之折舊間之差額，  以及其他應課稅及可扣減之暫時性差額所涉及之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一般會作出足數撥備，
而過往之遞延稅項則僅就於可見將來可能實現之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之時差確認入賬；  及

‧ 本／過往期間產生之稅務虧損如將來有充足之應課稅溢利可用作抵銷，  則就該等稅務虧損而確認為遞延稅項資產。

此項會計政策之結果使本集團綜合股東應佔溢利淨額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增加1,115,000港元及減少569,000港元。於二
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之綜合累計虧損則分別增加138,000港元及減少7,305,000港元。

3. 分類資料  —  業務分類
商業印刷

媒體 人力資源管理 貿易 （已終止業務） 公司及其他 對銷 綜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分類收益：
對外界客戶銷售 978,460 841,030 32,582 31,217 166,564 109,006 — 101,177 3,952 11,703 — — 1,181,558 1,094,133
分類業務間之銷售 2,570 3,099 97 164 236 — — 124 53,251 3,461 (56,154) (6,848)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7,532 18,220 31 5 4,594 5,743 — 207,312 48,343 31,906 — —  60,500 263,186
分類業務間之其他收益 4,707 — 34 — — 383 — — 14,511 3,115 (19,252) (3,498) — —

合計 993,269 862,349 32,744 31,386 171,394 115,132 — 308,613 120,057 50,185 (75,406) (10,346) 1,242,058 1,357,319

分類業績 13,400 6,321 (11,623) (2,521) 1,733 4,268 — 212,147* (25,090) (65,459) (21,580) 154,756

利息及股息收入 17,189 10,169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93,352
未分類收益 8,735 1,009
未分類淨費用 — (15,957)

經營業務溢利 4,344 243,329
融資成本 (643) (1,220)
撥回共同控制公司權益
減值撥備 — — — — — — — — 17,196 — 17,196 —

撥回應收共同控制公司
款項撥備 — — — — — — — — 37,400 — 37,400 —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
款項撥備 (6,075) (8,541) — — — — — — (5,313) (2,218) ( 11,388) (10,759)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 — — — — — — (2,980) — ( 2,980) —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0,141 12,104 (110) (1,560) — — — — (7,342) (23,845) 2,689 (13,301)
聯營公司 — — (27) (13) — — (6,179) 181 (6,206) 168
收購共同控制公司所
產生之商譽攤銷及減值 — — — — — — — — (3,890) (14,667) (3,890) (14,667)

除稅前溢利 36,522 203,550
稅項 (26,821) (24,212)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9,701 179,338
少數股東權益 2,667 (24,570)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溢利淨額 12,368 154,768

* 包括出售已終止業務收益約207,312,000港元。

4. 營業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廣告收入 699,465 625,559
發行收入 246,556 193,652
電台廣播廣告收入 23,992 21,553
出售攝影器材產品 165,773 107,984
租金收入總額 6,645 6,848
提供印刷服務（已終止） — 101,177
其他 39,127 37,360

1,181,558 1,094,133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5,210 9,123
投資收入 10,753 —
來自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316 —
來自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663 1,046
報關資助收入 7,011 5,251
確認遞延收入 3,766 3,441
其他 3,562 2,272

42,281 21,133

收益
提早終止租賃協議收益 14,866 —
年內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7,094 17,345
出售短期投資之收益淨額 2,157 1,009
短期投資公平值變動未變現收益淨額 6,578 —
出售土地及樓宇收益 7,965 —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4,713 —
出售其他固定資產收益 119 —
匯兌收益淨額 651 118

其他收入及收益 86,424 39,605

6. 經營業務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出售存貨成本 258,304 260,080
折舊 38,864 39,157
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盈餘） (5,586 ) 14,927
投資物業之重估虧絀 2,100 737
無形資產︰
年度攤銷 680 1,150
年內產生之減值 — 6,704

680 7,854

商譽：
年內攤銷 4,113 1,050
年內減值 — 7,242

4,113 8,292

年內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7,094 ) (17,345 )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2,700 2,799
去年撥備不足 212 —

2,912 2,799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經營租賃項目之最低租金：
土地及樓宇 12,309 10,511
其他設備 70 226

12,379 10,73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422,747 424,72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6,712 23,171
減：沒收之供款 (2,022 ) (5,372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淨額 14,690 17,799

員工成本總額 437,437 442,524
刪除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4,348 2,277
長期投資減值 2,537 2,631
其他投資減值 5 —
其他投資出售虧損 283 —
短期投資公平值變動未變現虧損／（收益）淨額 (6,578 ) 15,957
呆壞賬撥備 7,331 166
長期服務金撥備淨額 1,558 2,163
租金收入總額 (6,645 ) (6,848 )
減：開銷 3,125 1,762

租金收入淨額 (3,520 ) (5,086 )
7.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二零零二年：16%）稅率撥備。香港利得稅稅率之增加於二零零三年／二零零四評稅年度生效，
因此適用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於香港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於其他國家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有業務經營之國家之現
行稅率，並按當地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本集團：
本年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5,584 1,265
其他地區 120 123

其他地區 24,431 18,201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6,604 ) 10

遞延 (1,893 ) 605

21,638 20,204
應佔公司稅項：
共同控制公司 5,183 4,008

本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26,821 24,212

8. 分派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普通股1港仙（二零零二年：無）之分派 18,181 —

董事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建議向本公司股東派發每股0.01港元（「分派」），惟須待一項特別決議案（「決議案」）獲通過，方可作實。分派已於決議案通過
後派付予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年度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12,36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重列：154,768,000港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827,265,463股
（二零零二年：1,556,243,668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年度股東應佔溢利淨額12,368,000港元計算。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乃按年度股東應佔純利154,768,000港元（重列）及假設部份已繳優先股已於去年年初繳足而兌換為普通股，
並把所得款項存入為12個月之港幣定期存款，按年率1厘計息計算獲得額外利息收入6,459,000港元以作調整。
用作計算年內每股攤薄盈利之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為1,827,265,463股（二零零二年：1,556,243,668股）（亦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及假設於年內因視作
全數行使購股權而須無償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272,948股（二零零二年：88,900股），及假設於年初因視作全數兌換優先股而須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平
均數6,156,093股（二零零二年：1,159,289,648股）。

10. 比較數字
誠如上文附註2所述，由於本年度採納一項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若干項目及結餘之會計處理方法及在財務報表之呈報方式已經修訂，以便符合新規定。因
此，已重列若干比較數字，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報方式。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本集團本年度持續經營業務之綜合營業額約為1,182,000,000港元，而去年之營業額則約為993,000,000港元。本集團因撥回共同控制公司撥備
而獲取非經常收益約54,600,000港元，乃因出售共同控制公司於加拿大持有之酒店而變現。持續經營業務除稅後溢利約為9,700,000港元，而
去年虧損則約為31,300,000港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資本負債比率及本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年度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  全年保持淨現金狀況。年內，本集團出售於加拿大之酒店（償付按揭貸款及相關開支後）獲取現金約
75,000,000港元，及投資於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共同控制公司約94,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之現金結
餘淨額約545,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負債比率（即長期借貸與資本之比率）為零（二零零二年：零）。本集團已抵押定期存款約58,000,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28,000,000港元），作為本集團銀行備用額之擔保。
資本結構、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設有司庫部門負責監控及提升手頭現金之回報及減低外匯波動對本集團之衝擊。年內，由於本集團將其於加拿大之酒店之權益出售，
從而得享加元升值之利。然而，貿易部之利潤率則受日圓升值所累。本集團已使用不同之對沖方法以減低年內日圓波動對集團利潤之影響。
或然負債
集團除為一般銀行備用額向銀行提供公司擔保外，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董事認為屬重大之或然負債或索償。

業務回顧
二零零三年是本集團充滿挑戰的一年。我們繼續建立媒體相關業務，並能在媒體出版與媒體服務兩方面取得可人業績。尤感欣慰的是，在這
個爆發沙士疫症及伊拉克戰事的多事之秋，核心業務星島日報的廣告收益和全球發行量雙雙報升。年內，集團又順利以較佳價錢出售剩餘數
項非核心資產，使本身穩健的現金狀況更形鞏固。

媒體出版業務
1. 報業集團  —  星島報業集團有限公司（「星島」）

經過建設性重整及嚴控成本，報業集團二零零三年收益及經營溢利均錄得增長。星島日報主力吸納中產及專業人士為讀者的策略奏效。
報章大受讀者及廣告商歡迎，預期可以繼續左右逢源，其中週末版加入名人專訪及娛樂資訊特色後，讀者人數和銷量上升尤其明顯。
為配合二零零二年重新定位為專注大中華區的英文報章的方針，《英文虎報》繼續加強對區內商業與金融市場的報導。由於來自報章主打
金融市場的廣告保持強勁，經營業績令人滿意。二零零四年一月新面孔而富經驗管理班子的組成，反映集團決心於英文出版方面投入資
源。
通過連串動作，如版面重新包裝，加強和豐富內容，以及大力進行市場推廣，星島海外版業務發行量及廣告收益錄得顯著上升。我們在
絕大部分市場進一步擴大領先於對手的競爭優勢。深圳製作部的有效支持與及採取群集策略，善用全球編採資源，使集團旗下報章質素
更上層樓，朝著強化本身作為全球首屈一指華語報紙的目標邁出一大步。

2. 雜誌集團  —  華風媒介發展顧問有限公司（「華風媒介」）
華風媒介於二零零三年經歷調控增長期，出版新刊物之餘亦合併和重新包裝現有刊物。新的《東周刊》（一書三冊）於二零零三年九月面世，
並成功在各個競爭激烈的市場界別取得可觀佔有率。此刊物保持成為讀者捕捉各類消費品最新趨勢之天書，並將定期改頭換面，冀能給
讀者有朝氣、有趣和健康的氣息，建立時刻走在潮流尖端的形象。《電腦廣場》保持成為最暢銷電腦雜誌，並將注入更多革新性和教育性
內容以鞏固其龍頭地位。旗下其他刊物，如《Caz Buyer》及《JET》等，也受到讀者及廣告商歡迎，成功打響名堂。華風媒介於二零零四
年初進行重整，從星島調來新管理層主理全線雜誌刊物。新管理層在星島的多年編採經驗，將有助雜誌集團提升層次，內容更見精采紛
陳。再者，各雜誌內容亦可由同系雜誌共享，提高效益。舉例，星島海外版已開始隨報加送《東周刊》，即時推動廣告及發行量收益上升。

3. 圖書出版集團  —  華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華靈出版」）
華靈出版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成立，並利用本集團其他出版刊物不斷增加之豐富內容之群集優勢出版新書過百本，以星島出版之名於本
地圖書市場佔一席位，其旅遊及教育類書尤其暢銷。我們亦有參加法蘭克福及北京等世界性書展，在二零零三年香港暑假書展亦備受注
目。鑑於年內取得滿意銷售收益，我們將在現暢銷書目再版以外，加推100本新書，故可以預期二零零四年的成績將更加美滿。我們亦
正與部分國內知名出版商洽談合作機會。

4. 非印刷出版
本集團與新華通訊社成立的兩間合資企業於二零零三年經過若干重整，其中本集團擁有的55%權益的北京新華在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業
績表現符合管理層預期。該公司成功與道瓊斯工業集團建立戰略聯盟在華提供專有內容，並獲行內高分評級，最是令人鼓舞。

媒體服務組
1. 平面媒體發行

大華媒體服務有限責任公司（「大華媒體」）是集團在國內成立以從事發行印刷媒體產品（包括報章、雜誌及書籍）的共同控制公司。二零
零三年第二季國內爆發沙士疫症使這項業務的發展拖慢，但在同年下半年已見取得顯著進展。大華媒體夥拍國內知名出版商建立雜誌發
行業務並成立本身擁有過半數股權的合營企業北京大華弘景期刊發行有限責任公司（「大華弘景」）。大華弘景已取得知名時裝潮流雜誌  「瑞
麗」系列刊物在國內的長期發行權。大華弘景從創立時的15本雜誌發展到現在擁有逾50本雜誌的發行權。二零零三年十月，大華弘景收
購了廣東省一家處理逾900個刊號的大出版發行商的大部分股權，使集團的發行業務版圖擴大到華南。展望將來，大華弘景將通過收購
及策略聯盟，有序地建立起全國性發行網絡。

2. 內容銷售及發行
在集團的「中央廚房」概念啟發下，本集團已著手建立一站式銷售平台，以向第三方媒體提供快速、涵蓋面廣及具成本效益的內容。「自
由行計劃」和快速增長的區內電訊營運增值業務，對內容供應的需求殷切，大大有利於這項業務的發展。有見及此，集團特別委聘一名
曾在國內某大出版機構工作多年，在國內人脈甚廣的資深傳媒人領導專責小組，統籌銷售業務。

人力資本管理業務
人力資本管理業務包括 : 1)在中港兩地出版招聘及持續教育類刊物；及2)通過與國內某知名商科大學成立的合營企業提供課堂及網上進修企
業培訓課程。集團旗下主打本土市場的招聘刊物《求職廣場》於二零零三年繼續面對激烈競爭環境，加上沙士爆發癱瘓大部分本地招聘活動，
使情況更形惡劣。幸好，隨著特區政府公佈「CEPA」及「自由行計劃」，香港整體市道重現生氣。這份刊物終能取得驕人業績，並在二零零四
年首季持續旺勢。新月刊《進修指南》於二零零三年推出，由於定位獨特並緊貼大部分上班一族的自我增值需要，故迅即成為市場翹楚。國內
的企業培訓及網上進修業務於沙士期間及其後表現理想，因傳統課堂課程雖停滯不前，但「遙距學習」之需求激增已足夠追回失地。網上進修
已成風氣，學生人數於二零零三年九月新學年急增至過萬名，課程內容豐富，涵括商業英語、經濟、金融及國際貿易。

寬頻內容及發行
年內，本集團的寬頻業務通過位於山東省濟南的共同控制公司，百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百靈」），而錄得經營溢利。百靈繼續保持市場龍頭
地位，坐擁濟南59%以上寬頻接入市場，客戶人數超過  68,000，較二零零二年增加超過50%。憑著在寬頻接入市場的壟斷優勢，百靈成功開
發了一連串應用程式軟件以滿足客戶需要。我們預期二零零四年將可取得相若的客戶人數增幅。百靈亦成為中國其中一家首屈一指的電子政
府相關服務的服務供應商。

貿易
貿易部再次對集團作出正面貢獻，錄得年度銷售增長53%及經營溢利1,700,000港元。然而，如二零零三年下半年所反映，銷售焦點已從傳統
相機轉移為利潤較低的數碼相機。另外，我們將繼續面對競爭白熱化，進一步削弱利潤率。日圓轉強亦會影響利潤率，故我們已與供應商尼
康日本磋商改為以美元結清貨款的可能，以抵銷貨幣風險。我們也將試圖擴大產品系列至攝影相關產品（及其他適合產品）的貿易，以發揮我
們多年來在國內各大城市建立的強大分銷平台所長。

展望
二零零三年可說是大起大落的一年，幸集團終能在末季迎來光明。本集團將在各個業務範疇繼續努力，乘全球經濟復甦之勢邁步向前。本集
團將加強專注發展成為全球華人社群首屈一指的多媒體內容與服務供應商，並會調撥更多資源壯大海外業務。地產及金融市場復甦，向集團
旗下本地中英文報章發出正面訊息，而雜誌集團新近重組，亦顯示集團銳意集中力量加強時尚及娛樂資訊內容。然而為求審慎，上述正面訊
息亦伴隨負面因素，因我們已注意到二零零三年最後兩季的報紙印刷價格急劇上升，並預期於二零零四年進一步上漲。管理層已就此作出若
干策略性對策，望能盡量減低對二零零四年本集團盈利能力之衝擊。

僱員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約2,000名僱員。
本集團採取審慎之人力資源政策，確保管理可符合成本效益，本集團將招攬及挽留人才。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免費醫療保險、
酌情花紅、購股權及強積金供款等多種額外福利。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期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一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亦不
會辦理任何股份轉讓。如欲符合本公司股東的資格，以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最遲須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
四時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在年報涵蓋之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
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而必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何柱國先生、賈紅平先生、詹瑞慶先生、黎廷瑤先生、盧永雄先生、施黃楚芳女士、黃偉明先生及楊耀
宗先生；非執行董事梁振英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超瓊女士、Timothy David Dattels 先生、唐玉麟博士及董建成先生。

在聯交所網站刊發詳細業績公佈
稍後將在聯交所網站刊登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規定之所有資料之詳細業績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何柱國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