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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 TAO NEWS CORPORATION LIMITED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5）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佈

末期業績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上一年度之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1,441,070 1,181,558

銷售成本 (1,021,749) (757,351)

毛利 419,321 424,207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53,942 58,880
分銷成本 (198,046) (182,750)
行政開支 (294,045) (306,543)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14,612) (20,480)
物業重估盈餘淨額 18,478 3,486
提前終止一項租賃合約之收益 － 14,866
出售物業之收益 － 12,678
出售一間未有作合併賬處理之附屬公司之收益 18,400 －

經營業務溢利 6 3,438 4,344

融資成本 (764)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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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9,820 2,689
聯營公司 (3) (6,206)

撥回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權益減值撥備 － 17,196
撥回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撥備 6,097 37,400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撥備 (16,802) (11,388)
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公司之收益 7,947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2,980)
收購一間共同控制公司之商譽攤銷及減值 (3,242) (3,890)

除稅前溢利 16,491 36,522
稅項 7 (12,415) (26,82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4,076 9,701
少數股東權益 625 2,667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 4,701 12,368

分派 8 － 18,181

每股溢利－（港仙） 9
基本 0.26 0.68

攤薄 0.26 0.67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之基準

本集團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會計實務準則及詮
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

2. 最近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本文統稱為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準則一般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起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本集團並無提早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中採納此等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本集團已就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進行評估，惟未能決定此等新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是否會對其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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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 業務分類

本集團
媒體 人力資本管理 貿易 公司及其他 對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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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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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1,140,198 978,460 47,365 32,582 245,002 166,564 8,505 3,952 － － 1,441,070 1,181,558

分類業務間之銷售 8,368 2,570 51 97 － 236 101,234 53,251 (109,653) (56,154)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6,776 7,532 293 31 13,926 4,594 10,769 48,343 － － 31,764 60,500

分類業務間之

其他收入 2,454 4,707 － 34 － － 449 14,511 (2,903) (19,252) － －

合計 1,157,796 993,269 47,709 32,744 258,928 171,394 120,957 120,057 (112,556) (75,406) 1,472,834 1,242,058

分類業績 4,442 13,400 (6,067) (11,623) 1,410 1,733 (36,925) (25,090) (37,140) (21,580)

利息及股息收入 17,311 17,189

出售一間未有作合

併賬處理之

附屬公司之收益 18,400 －

未分類收益 4,867 8,735

經營業務溢利 3,438 4,344

融資成本 (764) (643)

應佔下列公司之

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20,806 10,141 3,741 (110) － － (4,727) (7,342) 19,820 2,689

聯營公司 － － － － － (27) (3) (6,179) (3) (6,206)

撥回一間共同控制

公司權益減值撥備 － － － － － － － 17,196 － 17,196

撥回應收一間共同

控制公司款項撥備 － － － － － － 6,097 37,400 6,097 37,400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

款項撥備 (3,420) (6,075) － － － － (13,382) (5,313) (16,802) (11,388)

出售一間共同控制

公司之收益 － － － － － － 7,947 － 7,947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之虧損 － － － － － － － (2,980) － (2,980)

收購一間共同

控制公司之商

譽攤銷及減值 － － － － － － (3,242) (3,890) (3,242) (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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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溢利 16,491 36,522

稅項 (12,415) (26,82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

前溢利 4,076 9,701

少數股東權益 625 2,667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溢利淨額 4,701 12,368

4. 營業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廣告收入 847,314 699,465
發行收入 284,700 246,556
電台廣播廣告收入 20,257 23,992
銷售攝影器材產品 244,069 165,773
租金收入總額 5,987 6,645
其他 38,743 39,127

1,441,070 1,18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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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5,912 15,210
投資收入 11,231 10,753
來自一項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496 1,316
來自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903 663
報關資助收入 11,365 7,011
遞延收入之確認 － 3,766
其他 1,334 3,562

41,241 42,281

收益
於年內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6,028 7,094
出售短期投資之收益淨額 2,332 2,157
短期投資公平值變動之未變現收益淨額 2,535 6,578
刪除附屬公司之收益 247 －
匯兌收益淨額 1,559 651
出售其他固定資產之收益 － 119

其他收入及收益 53,942 5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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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業務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出售存貨之成本 308,438 258,304
折舊 40,442 38,864
物業重估之虧絀／（盈餘）：
土地及樓宇 (19,921) (5,586)
投資物業 1,443 2,100

出售物業之收益：
土地及樓宇 － (7,965)
投資物業 － (4,713)

無形資產攤銷 1,162 680
商譽攤銷 2,937 4,113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收益） 800 (119)
出售／刪除附屬公司之虧損／（收益） (247) 4,348
長期投資減值 2,500 2,537
其他投資減值 － 5
出售其他投資之虧損 － 283
呆壞賬撥備 3,826 7,331
長期服務金撥備淨額 2,742 1,55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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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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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本年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3,882 5,584
其他地區 3 120

其他地區 4,902 24,43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7,574) (6,604)

遞延 3,314 (1,893)

4,527 21,638

應佔公司稅項：
共同控制公司 7,888 5,183

本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12,415 26,821

8. 分派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二零零三年：每股普通股1港仙之分派） － 18,181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董事建議向本公司股東作出每股0.01港元之分派（「分派」），惟
須待一項特別決議案（「決議案」）獲通過後，方可作實。分派已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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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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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溢利

(a) 每股基本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按本年度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 4,70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12,368,000港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834,438,526股（二零零三年：
1,827,265,463股）計算。

(b) 每股攤薄溢利

每股攤薄溢利乃按本年度股東應佔溢利淨額4,70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2,368,000港元）
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836,919,367股（二零零三年：1,836,694,504股）（已就本年度內具潛
在攤薄影響之所有普通股作出調整）計算。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溢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及用作計算每股攤薄溢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之
對賬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溢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34,438,526 1,827,265,463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年內假設行使全部未行使購股權而無償發行 2,480,841 3,272,948

年初假設兌換全部優先股而發行 － 6,156,093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溢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36,919,367 1,836,694,504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媒體出版與服務

受惠於本港經濟復甦，本集團之核心媒體出版與服務業務於本年度取得令人滿意的
業績。於二零零四年，媒體業務之收入較二零零三年增加約17%。儘管該業務保持
盈利，但由於報紙紙張價格持續攀升及發行量的上升令紙張消耗量增加，均引致成
本上揚。同時，本集團於本年內投放資源，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石。以上原因導致本
年度經營溢利從二零零三年錄得的約13,400,000港元下降至約4,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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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出版

報章出版及雜誌出版乃本集團媒體出版之兩大主要業務。於二零零四年，本集團之
旗艦報章《星島日報》在發行量及讀者人數兩方面均錄得強勁增長，這肯定了本集團
為香港中產階層提供最優質報章的策略。在編採方面，《星島日報》致力發展政治新
聞報道及評論，在市場上大受好評。另外，《星島日報》為配合經濟復甦之環境向讀
者提供更多投資及財經資訊，更於逢周一隨報附送《投資王》周刊；同時又在周末版
增添娛樂資訊及副刊等內容。透過上述的策略及努力，成績有目共睹：《星島日報》
二零零四年之平均發行量相對二零零三年明顯上升，尤其以周一、周六及周日為
然。地產專刊《超級睇樓王》之發行量亦大幅飆升，更加鞏固了《星島日報》於地產
廣告市場之領導地位。該報章亦積極地開發新廣告類別擴闊客源，尤其在零售、銀
行及電訊業方面，成績顯著。《星島日報》更不斷開發創新之廣告形式從而幫助廣告
商有效地推銷其產品，並於今年初為一地產發展商推出首創「音樂盒式」廣告，此種
以聲音結合文字的跨媒體宣傳，揭示了香港之廣告及宣傳的新方向，在市場內大受
歡迎。

鑑於廣告市場前景樂觀，本集團於本年內在媒體產品上作出了謹慎投資，務求提升
其競爭力，尤以《星島日報》海外版及《英文虎報》為然。後者已成功重新定位為大
中華區商務及財經資訊來源的先行者。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延聘了新的管理班
子加入《英文虎報》，並投放了額外的人力及技術資源以提升該報章之內容、營運及
市場地位。

透過在海外市場之一系列資源投放，於二零零四年，《星島日報》海外業務在發行量
及廣告量均有可觀的增長。本集團在主要海外市場進一步強化編採資源及提供更豐
富內容，同時力求增加發行量及擴闊讀者群。在三藩市，縱使於本年內有新的競爭
對手加入市場，本集團仍然錄得業務上的顯著增長，並成功保持《星島日報》於市場
上的領導地位。在歐洲方面，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開設了新
辦事處，將業務更深入拓展至歐洲大陸。由於海外華人市場具有持續發展潛力，本
集團將繼續作出適當資源投放以提升其競爭優勢。在洛杉磯，本集團正籌備一所全
新之印刷及製作廠房，預計該廠房可於今年稍後投入運作，進一步促進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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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本集團之雜誌出版業務較二零零三年進展更為理想，這有賴於《東
周刊》本年度全年為本集團貢獻業績，表現超越預期，以及透過業務整合帶來成本
減省。雜誌業務於本年內作出業務重整及管理層調配事宜，重點發展三個核心類
別：時事財經及綜合娛樂、科技資訊與文化潮流。於二零零四年初，部份管理層從
《星島日報》調往雜誌部門主理雜誌業務，務求為營運帶來更多協同效益。本集團的
主要雜誌包括《東周刊》、《東Touch》及《電腦廣場》進行了全面革新及提高內容質素，
以進一步提升品牌價值、讀者群結構及其市場地位。其中以《東周刊》表現最為突
出，根據尼爾遜媒介指數－香港報告(2004年1月至12月)，《東周刊》的總讀者人數在
復刊後的短短一年內晉身全港雜誌的第四位，而其獨家及權威性的政治及財經報道
亦贏得公眾的注視，市場的地位也因而提高。

此外，透過舉辦多項大型活動，雜誌業務已成功推廣其產品品牌形象，並進一步拓
闊其目標讀者群，包括政治、商業、學術界別以至於年青的潮流領導者。同時，雜
誌業務亦致力為廣告商提供一個多面向及目標為本的媒介平台，使雜誌廣告收入達
到相當程度的升幅。

圖書出版業務方面，於本年內按計劃持續發展。該業務專注於親子及教育題材為主
的書目，並已在該範疇建立本身之品牌價值，及將會繼續朝這市場方向積極開拓。

媒體服務

本集團之媒體服務業務，主要為國內平面媒體發行業務，於本年內穩步進展。與「人
民日報社」合資經營的大華媒體服務有限責任公司（「大華媒體」）由本集團持有49%
股權，並於本年內繼續擴大網絡地域覆蓋面及經營範圍。以北京為原根據地之期刊
發行企業北京大華弘景期刊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通過與各省市之平面媒體發行商組
成合資企業，已將其業務範圍擴展至華南與及華東部份地區包括江蘇及安徽省。大
華媒體擬繼續物色可收購對象以發展全國性發行網絡，管理層亦同時專注於業務內
部擴充及改進經營效率。

人力資本管理

本集團之人力資本管理業務，主要包括出版招聘和持續教育媒體與及提供企業培訓
服務，於本年內錄得明顯的收入增長及盈利改善。中港兩地之業務均受惠於蓬勃之
經濟環境及在職人士對自我增值日增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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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媒體

該業務的本港招聘刊物《JobMarket求職廣場》於本年內表現出色，相較二零零三年，
收入增長約45%，而經營虧損則收窄約48%。隨著「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自由行
計劃」的實施及多項香港與泛珠三角州地區經貿合作，再加上本地旅遊事業之發展，
香港已進一步鞏固其作為亞洲運輸及物流中樞之地位，而新增的就業機會亦大幅提
升。於二零零五年第一季，香港青年失業率下跌至自一九九八年以來之最低紀錄。
《JobMarket求職廣場》乘著人力資本市場復甦之利，不斷拓展其服務。《JobMarket求
職廣場》已從一個平面媒體發展成多媒體的中介平台，通過《JobMarket求職廣場》周
刊、招聘網站www.jobmarket.com.hk以及多項大型職業展覽及講座，有效地提供最
新的招聘資訊，務求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以配合顧客的招聘廣告需求。

與此同時，《JobMarket求職廣場》通過於二零零三年推出的嶄新刊物《EDUplus進修
指南》成功開發新的渠道，旨為滿足市場對持續教育資訊之需求。透過平面刊物及
網上平台的配合，《EDUplus進修指南》及網站www.eduplus.com.hk提供全面進修課程
的資訊及諮詢。該刊物現為持續教育廣告客戶之首選品牌刊物。

企業培訓

本集團所經營的國內企業培訓及網上進修業務，透過其擁有70%股權的北京經華智
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於本年內錄得經營溢利約3,700,000港元，相對二零零三年虧
損約100,000港元，有穩步增長。於二零零四年九月開始之新學年，網上遠程大學
「eUIBE」已招收超過13,000名學生。同時，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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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內，本集團的寬頻內容與服務業務，透過其擁有40%股權之百靈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百靈」）進展理想。作為山東省濟南市之主要寬頻服務供應商，百靈於二
零零四年底擁有逾100,000寬頻用戶，較二零零三年底增加約47%。

貿易

貿易業務為本集團業績作出正面貢獻。由於數碼相機銷售額上升，本年度收入錄得
約47%之顯著增長及約1,400,000港元之經營溢利。然而，強烈的價格競爭對攝影產
品分銷業務之利潤率構成持續壓力，並預計該趨勢於可預見未來亦將持續。為了分
散其收入來源，貿易業務於本年內將其產品範圍擴大至「Jeep」品牌的相機及攝錄機
袋，以發揮其全國各主要城市分銷網絡的優勢。由於市場初步反應理想，本集團現
正計劃進一步把產品範圍擴展至皮具、行李箱及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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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於二零零四年，本集團受惠於利好之經濟環境並錄得穩健業務增長。與此同時，本
集團亦作出了適當投資，以增強媒體業務，為其未來發展奠定良好基石。同時，本
集團亦致力於提高生產力並繼續嚴格控制經常性支出。於二零零五年初，本公司已
更改名稱為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此舉乃經過深思熟慮之決定。本集團相信新的
名稱將更有效地反映本集團專注於媒體之業務重心，並可充份發揮廣受公認及尊崇
之「星島」品牌，為其日後拓展提供堅穩之平台。本集團已作好準備在經濟形勢持續
利好之二零零五年抓緊新機遇。

同時，本集團將提高生產力及效率以面對預計於二零零五年將日益劇烈的媒體市場
競爭，以及報紙紙張價格上升對業務帶來的衝擊。本集團將繼續持謹慎態度，在業
務增長之同時亦嚴格控制成本，為股東帶來最大的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全年保持淨現金狀況。年內，本集團收
取其於加拿大之共同控制公司之還款約26,000,000港元，並投資約57,000,000港元於
若干高回報短期投資，以擴大手頭現金回報。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之現金結餘淨額（經參考本集團之現金結餘及總借款計算）約為468,000,000港元（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44,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負債比率（即長期借貸與資本之比率）為零（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抵押定
期存款約42,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8,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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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審慎管理其司庫功能，並採用不同之對沖方法，務求將外匯波動對其財務表
現造成之影響減至最低。

更改公司名稱

根據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一項特別決議案，以及百
慕達公司註冊處之批准，本公司之名稱由「Global China Group Holdings Limited」更
改為「Sing Tao News Corporation Limited」，由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起生效。

本公司已採納新中文名稱「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以代替「泛華集團控股有限公
司」，僅供識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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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約2,100名員工。

本集團繼續其審慎人力資源方針，以確保能吸引及挽留優質員工之同時，亦維持有
效率的成本控制。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給予其員工各種附帶福利，如醫療保
險、酌情花紅、購股權及強積金供款。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任何末期股息（二
零零三年：無）。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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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戶。為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半前，送交本公司之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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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本年度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亦無
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審計委員會現時由何超瓊女士、金元成先生及唐玉麟博士三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年報所涵蓋之會計期間
內未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守則」），  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除外，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
任及膺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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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刊登詳盡業績公佈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生效，並根據
過渡安排繼續適用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前開始之會計期間）所規定資料之詳盡業
績公佈將於適當時間於聯交所網站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何柱國

香港，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佈發出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1)執行董事：何柱國先生（主席）、賈紅平
先生、詹瑞慶先生、黎廷瑤先生、盧永雄先生、施黃楚芳女士及楊耀宗先生；(2)
非執行董事：梁振英先生以及 (3)獨立非執行董事：Timothy David DATTELS先生、
何超瓊女士、金元成先生、唐玉麟博士及董建成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