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 (「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678,218 564,785
銷售成本 (492,759) (355,912)

毛利 185,459 208,873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8,440 38,597
分銷成本 (83,160) (79,836)
行政開支 (137,204) (144,270)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8,887) (6,010)
出售一間未有作合併賬處理
的附屬公司之收益 5 18,400 －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6 (6,952) 17,354

融資成本 (183) (271)
共同控制公司權益減值
撥回淨額 7 － 75,689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
款項撥備淨額 (1,497) (6,766)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2,980)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7,158 (67,107)
聯營公司 (2) 32,708
收購一間共同控制公司之
商譽攤銷 (1,945) －

除稅前溢利／（虧損） (3,421) 48,627
稅項 8 (6,792) (19,355)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10,213) 29,272
少數股東權益 407 1,906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虧損）
淨額 (9,806) 31,178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9
基本 (0.53) 1.71
攤薄 (0.53) 1.71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呈報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
25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 16之規定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 計政策

本集團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3. 分 類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及
業績按 (a)主要呈報基準－業務分類及 (b)次要呈報基準－地區分類分析如下：

(a) 業 務分類

媒體 人力資本管理 貿易 公司及其他 撇銷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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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

對外界客戶銷售 536,422 430,063 24,447 16,263 112,474 68,301 4,875 50,158 － － 678,218 564,785

分類業務間之銷售 54 4,291 20 82 － － 150 － (224) (4,373)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3,014 4,076 － 1 235 1,701 4,192 23,405 － － 7,441 29,183

分類業務間

之其他收益 577 612 － － － － 4,978 5,387 (5,555) (5,999) － －

合計 540,067 439,042 24,467 16,346 112,709 70,002 14,195 78,950 (5,779) (10,372) 685,659 593,968

分類業績 165 784 34 (2,279) 1,755 3,711 (38,305) 5,724 (36,351) 7,940

利息及股息收入 9,017 8,484

出售一間未有作合併賬

處理的附屬公司之收益 18,400 －

未分類收益 1,982 930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6,952) 17,354

融資成本 (183) (271)

共同控制公司權益減值

撥回淨額 － － － － － － － 75,689 － 75,689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撥備淨額 (2,370) (4,148) － － － － 873 (2,618) (1,497) (6,766)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 － － － (2,980) － － － (2,980)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9,199 5,132 1,593 (516) － － (3,634) (71,723) 7,158 (67,107)

聯營公司 － － － － － (27) (2) 32,735 (2) 32,708

收購一間共同控制公司

之商譽攤銷 (1,945) － － － － － － － (1,945) －

除稅前溢利／（虧損） (3,421) 48,627

稅項 (6,792) (19,355)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虧損） (10,213) 29,272

少數股東權益 407 1,906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

／（虧損）淨額 (9,806) 31,178

(b) 地 區分類

香港及中國 北美 澳洲、新西蘭及歐洲 撇銷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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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

對外界客戶銷售 441,926 349,189 184,740 162,834 51,552 52,762 － － 678,218 564,785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7,957 6,539
投資收入 4,089 －
來自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564 630
來自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496 1,315
租金收入 － 3,284
出售短期投資之收益 1,073 250
短期投資公平值變動之
未變現收益 909 680

遞延收入之確認 － 16,233
負商譽作為收入
之確認 3,014 4,079

㶅兌收益淨額 － 3,855
其他 338 1,732

18,440 38,597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105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秉承本集團一向採取共用內容資源的「中央廚房」概念，《東周刊》的內容
亦轉載於《星島日報》海外版每周附送的專號內。此舉不但為海外版的發行
及廣告表現即時帶來正面影響，亦有助推廣該刊及拓展其海外市場。

圖書出版業務方面，雖然目前僅佔本集團整體業績中一個較小的份額，卻
在本期內迅速增長。截至本年六月底，其出版書目已超過 200個，當中重
點系列包括旅遊、親子及教育。另外，圖書出版部門亦在七月份獲授代理
出版及於香港及澳門獨家發行「𡂴士尼」中英雙語兒童故事叢書系列。

媒體服務

本集團與《人民日報》社在國內合資經營之平面媒體發行業務，於本期內有
綽著進展；其期刊發行業務在北京展開後，已於去年下半年拓展至華南地
區。業務發展重點除增加書目發行數量（由二零零四年初的約 1,000個增至
六月底的 1,200個），還投放資源建立更全面的發行及物流資訊科技網絡，
向客戶提供增值服務。另外，為配合全國性平面媒體發行網絡的策略，上
述合資企業將繼續物色可收購對象，進一步打通各省的發行商機。

人力資本管理

本集團的人力資本管理業務亦受惠於較早前復蘇的本港經濟，與及「更緊
密經貿關係」和「自由行」等措施。而人力資本管理業務概包括兩個主要範
疇：出版招聘和持續教育刊物，與及提供企業培訓服務。與去年同期相
比，人力資本管理業務於本期內的業績超卓，營業額顯著增長 50.3%，整體
經營溢利約為 30,000港元，扭轉了去年同期虧損約為 2,300,000港元的不利形
勢。

招聘媒體

作為轄下旗艦刊物，《求職廣場》乘著就業市場復蘇之利，不斷拓展服務，
在上半年表現出色。除該週期刊物外，網上求職網站 www.jobmarket.com.hk
增設即時更新功能，並舉辦多個大型職業展覽及講座，務求提供一站式解
決方案，以配合顧客的招聘廣告需求。嶄新月刊《進修指南》配合隨刊附送
的專號及網上平臺，已於去年推出，並成功發展為持續教育廣告客戶的首
選品牌刊物。

企業培訓

本集團透過與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合營之中外合資企業，經營企業培訓
及網上進修業務，在本期內獲得穩定增長。二零零四年九月新學年，超過
13,000名學生已於網上遠程大學註冊。同時，該合資企業又與海外著名學
府如多倫多大學合辦企業培訓課程，拓闊業務基礎及引入額外收入來源。

寬頻內容與服務

本集團的寬頻內容與服務業務於本期內進展理想，轄下百靈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百靈信息」）一直保持其市場領導地位，為山東省濟南市之主要寬
頻服務供應商，其寬頻用戶超過 85,000，較二零零三年底增加 25%。現時，
百靈信息於濟南市之寬頻網絡覆蓋率已超過 90%。為配合寬頻服務，百靈
信息更積極拓展增值服務，如流動電話短訊、遊戲及網上廣告等，以開拓
穩定額外收入來源。

百靈信息之系統整合及開發業務（其主要客戶對象為省政府項目），於上半
年受到國內實施宏觀經濟調控，政府部門削減資訊科技項目經費的影響，
有見及此，百靈信息已加速開拓非政府界別之產品供應，使業務收入來源
更趨多元化。

貿易

本集團之貿易業務於本期內收入受惠於發展迅速的國內數碼相機市場。儘
管市場競爭激烈致使經營利潤受壓，但相較去年同期貿易業務銷售額仍錄
得 64.7%顯著增長。為填補攝影產品分銷業務下跌之利潤，該部門已開始開
發新產品線及利用現有分銷網絡，並於八月推出新特許品牌「 JEEP」相機及
攝錄機袋。

展望

二零零四年上半年，本港經濟復蘇為本集團提供有利的經營環境，本集團
亦把握時機，作出適當投資以加強競爭力，並把業務拓展至具增長潛力的
領域。同時，在報紙紙張價格上升及本集團出版刊物之發行量持續上升的
環境下，本集團已著力改善經營效率以控制成本。

在二零零四年下半年展望方面，本集團將繼續持謹慎態度，以選擇性策略
投資在新產品及市場上，務使利潤長期增長。同時，嚴格控制成本，加強
生產力，以保障盈利目標。本集團深信作出的資源投放已為未來發展奠定
良好基石，並締造有利條件藉以達至本集團之長遠目標，成為全球華人社
群中領先的跨媒體內容供應商。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資本負債比率、本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本期內維持穩健之財政狀況並有現金淨額。本期內，本集團自加
拿大共同控制公司收取約為 26,000,000港元之還款及投放約為 56,000,000港元
於多項高收益短期投資，以盡量增加手頭現金回報。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現金結餘淨額（根據本集團現金結餘及借貸總額計算）約為
459,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 544,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長期借貸除以股本）
為零（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已向銀行抵押定期存款約為 52,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為 58,000,000港元），作為本集團所獲銀行信貸之擔保。

本集團採取審慎方式管理其財資運作及使用各種對𢓭方法以減低因外㶅波
動而對本集團造成之影響。

僱員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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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管理符合成本效益之餘，亦可吸
引及挽留優秀員工。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向員工提供醫療保險、不定
額花紅、購股權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等多項福利。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就期內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去年同期：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最佳應用
守則，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而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
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告退。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詳盡業績公佈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1)至 46(6)段所規定資料之詳盡中期業績公佈將於
適當時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何柱國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發出日期，本公司董事成員包括： (1)執行董事：何柱國先生（主
席）、黃偉明先生、楊耀宗先生、施黃楚芳女士、賈紅平先生、盧永雄先
生、黎廷瑤先生及詹瑞慶先生； (2)非執行董事：梁振英先生；以及 (3)獨立
非執行董事：何超瓊女士、唐玉麟博士、董建成先生及 Timothy David Dattels
先生。

* 僅供識別

5. 出 售一間未有作合併賬處理的附屬公司之收益

於往年，本集團於一間未合併附屬公司（「附屬公司」）投資 36,000,000港元（佔其
70％之股權）。本集團已支付總代價中之 18,000,000港元，其餘 18,000,000港元已列
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作為負債。由於本集團無法參與附屬公司之惟一資
產（為一間中國大陸合資公司 50％之股權）之管理，故已在往年就本集團於附屬
公司之權益作出 36,000,000港元之全數撥備。此乃因賣方未能履行其若干約定責
任所致。本集團已於往年開始向賣方提出法律訴訟。

於本期內，本集團以 400,000港元出售其於附屬公司之 70％股權。出售完成後，
賣方與本集團於法律訴訟上達成和解，原收購代價中之餘額 18,000,000港元已撥
回 損 益 賬 內 ， 並 包 含 於 出 售 一 間 未 有 作 合 併 賬 處 理 的 附 屬 公 司 之 收 益 項
18,400,000港元內。

6.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商譽攤銷 2,937 196
無形資產攤銷 573 523
折舊 20,509 17,148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收益）淨額 348 (18,736)
㶅兌產生之虧損／（收益）淨額 2,362 (3,855)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項目之最低租金 4,445 4,989

7. 共 同控制公司權益減值撥回淨額

本集團擁有 Singdeer Joint Venture（於多倫多擁有一間酒店－ Colony Hotel）之權益。
二 零 零 三 年 二 月 十 日 ， Singdeer Joint Venture之 唯 一 受 託 人 Singdeer Investments
Limited與獨立第三者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以約 366,600,000港元（67,600,000加元）
之代價出售該酒店。出售後，先前就該合營公司投資所作出約 78,400,000港元
（ 14,460,000加元）之減值撥備已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撥回。

8. 稅 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7.5%（截至二零零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17.5%）稅率撥備。於其他國家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
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根據當地現行法例、詮釋及慣
例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 3,995
國內其他地區 726 114

其他地區 2,046 9,39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443) 3,149

遞延稅項 (13) (24)

2,316 16,633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稅項 4,476 2,722

本期間稅項支出 6,792 19,355

9.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期內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 9,806,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溢利淨額為 31,178,000港元）及本期內已發行
普 通 股 之 加 權 平 均 數 1,834,340,378股（截 至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期 間 ：
1,818,158,404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乃按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之本期內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9,806,000港元計算。用作計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為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1,834,340,378股及期內假設行使全
部購股權而無償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15,228股。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按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之本期內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31,178,000港元計算。用作計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為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1,818,158,404股期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及期內假設行使
全部購股權而無償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90,402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回顧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媒體出版與服務、人力資本管理、寬頻內容與服
務、與及貿易。

隨著本港經濟復蘇，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度首六個月的營運情況亦有所改
善。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內」），本集團之綜合營
業額約為 678,200,000港元，相較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
同期」）約為 564,800,000港元綜合營業額，上升 20.1%；而營業額的上升概基
於核心業務量均有所增加。本集團亦乘其穩健現金狀況及對其業務展望充
滿信心，進一步開拓媒體業務，使之更多元化，尤其在雜誌及海外報章方
面；亦由於需要投放資源於這些業務上，加上報紙紙張價格及使用量的上
升，導致本期內錄得約為 7,000,000港元的經營業務虧損。而本期內股東應
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約為  9,800,000港元，或每股 0.53港仙。

媒體出版與服務

由於經濟環境得到改善，本集團之媒體業務於本期內保持盈利狀況，營業
額從去年同期約為 430,100,000港元增至本期內約為 536,400,000港元，升幅為
24.7%。

媒體出版

本集團在香港出版之兩份報章，《星島日報》及《英文虎報》，於本期內均
已步入復蘇期，其在發行和廣告的收入亦見穩健增長。《星島日報》在其地
產廣告的傳統優勢上，積極開拓嶄新的廣告領域，拓大客戶網絡，尤其在
零售、銀行及電訊分類行業中，成績更見綽著。此外，周末版進一步加強
其副刊及娛樂資訊內容，帶動發行量穩步上升。本集團亦不斷致力改善編
採內容，包括於本年四月份創刊隨報附送的《投資王》周刊，也刺激了報章
的發行量。而本期內每日平均發行量亦較去年同期增加了 18.2%。在報紙讀
者人數下降的市場普遍趨勢下，這項增長尤其值得一提。

《英文虎報》繼續定位為大中華地區商務及財經資訊來源的先行者。本期
內，該報於上市公司通告之市場佔有率持續領先；其收入亦受惠於本期內
增多的資本市場活動。本集團於本年初延聘了亞洲區資深傳媒精英加入管
理層，出任該報社長及總編輯，又投放額外資源以進一步提升內容質素、
營運及市場地位。而讀者及廣告客戶的反應均令人鼓舞。為了突出該報充
實的編採內容，於本年九月二十日進行更新版面，務求給予讀者煥然一新
之感。

《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有可觀增長，於各主要外地市場的發行及廣告收入
皆令人滿意。本集團於本期內在海外業務亦作出重要投資，通過增加發行
量及擴大讀者群、提供更豐富內容及改善生產設備，以加強營運、進一步
鞏固現存的領導地位，與及開拓新市場。在美國，本集團更通過收購在三
藩市有八十年歷史的《金山時報》，並將之成功全面革新，進一步提高市場
佔有率。而歐洲方面，亦於荷蘭阿姆斯特丹開設新的辦事處，將業務更深
入拓展至歐洲大陸。

雜誌業務方面，本集團於本期內作出業務重整及管理層調配事宜，重點發
展三個核心雜誌類別：時事財經及綜合娛樂、文化潮流與及科技資訊。本
年初，從《星島日報》調配部份管理層主理雜誌業務，務求為營運帶來更多
協同效益。同時，本集團繼續投放資源，以進一步加強管理層、編採及銷
售部門的實力。在《東周刊》方面，為與競爭對手在風格上識別及擺脫其原
先形象，本集團亦撥出更多資源，以提高質素及為品牌重新定位，而該刊
亦在五月份採用新標誌及以全新形象推出，使發行及廣告收入均錄得令人
滿意的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