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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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
二零零四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854,940 678,218
銷售成本 (622,718) (493,103)

毛利 232,222 185,115
其他收入及收益 27,833 18,440
銷售及分銷成本 (91,749) (83,345)
行政開支 (141,320) (138,614)
其他開支淨額 (8,984) (8,887)
豁免一項應付款項之收益 4 25,238 –
出售一間未有作合併賬處理之
附屬公司之收益 – 18,400

融資成本 (567) (183)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之撥備 (1,629) (1,497)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6,097 2,682
聯營公司 (6) (2)
收購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時之商譽攤銷 –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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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溢利／（虧損） 5 47,135 (9,836)
稅項 6 (3,671) (2,316)

期內溢利／（虧損） 43,464 (12,152)

下列各項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43,464 (11,745)
少數股東權益 – (407)

43,464 (12,152)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7

基本 2.37 (0.64)

攤薄 2.37 (0.64)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13,912 387,553
投資物業 3,995 3,995

無形資產 19,265 19,854
商譽：
商譽 – –
負商譽 – (124,592)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259,803 297,27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 (1)
可出售投資 9,692 40,598
其他資產 1,146 1,146
遞延稅項資產 4,348 4,285
已付按金 13,146 18,399

725,311 64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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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存貨 68,440 57,051
按溢利或虧損釐定公平值之金融資產 218,759 117,911
應收貿易及票據 8 256,047 243,95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2,121 50,626
可收回稅項 884 –
已抵押定期存貨 148,914 41,72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4,671 437,899

999,836 949,16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票據 9 121,094 100,77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54,792 262,938
應交稅款 68,204 68,410
短期銀行貸款 59,713 9,713
融資租約應付款項 479 451

404,282 442,287

流動資產淨額 595,554 506,882

已減流動負債之總資產 1,320,865 1,155,391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應付款項 1,095 1,290
長期服務金撥備 5,847 4,694
遞延稅項負債 36,175 36,189

43,117 42,173

1,277,748 1,113,218

資本及儲備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股本 183,454 183,454
其他儲備 661,125 666,296
保留盈利 433,169 26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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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748 1,113,218
少數股東權益 – –

1,277,748 1,113,218

附註：

1. 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

編製。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呈列基準與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業績所採用者相同，惟有關下列對本集團構成影響及就本期間之財務

報表首次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

準則及詮釋）則除外：

(a)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

可出售投資

於過往期間，本集團將其若干股本及債務證券之投資歸類為持作非買賣用途之長期
投資，並以成本減任何減值虧損後列入賬。

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後，該等證券均歸類為可出售投

資。可出售投資乃指上市及非上市股本及債務證券中指定可供銷售之非衍生投資，

而不會歸類為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所界定之任何其他財務資產類別。於首次確認
後，可出售投資乃以公平值計算，而盈利或虧損將確認為獨立的股本項目，直至該項

投資已出售、收回或以其他方式處置，或直至該項投資釐定須予減值為止，而於該時

先前以股本呈列之累計盈利或虧損乃計入收益表。

在具組織化之金融市場積極進行買賣之投資項目之公平值乃參考於結算日營業時間
結束時之所報市場買入價釐定。就並無存在活躍市場之投資項目而言，公平值乃採

用估值方法予以釐定。該等方法包括採用近來在市場上以公平基準達成之交易、參

考大致上相同之另一項工具之現時市值，以及貼現現金流分析及期權定價模型。

由於(1)合理估計之公平值波幅對該項投資而言屬重大，或(2)在波幅範圍內不同估計
不能得以合理地評估或使用作估計公平值，而令非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值不能合理

計算時，該等證券以成本入賬。

本集團於各結算日評估可銷售投資是否出現因一項或多項於資產首次確認後發生之

事件（「虧損事件」）而導致有所減值之主觀證據，而虧損事件對可靠地作出估計之
未來現金流量之估計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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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出現有所減值之主觀證據，經已直接確認為股本之累計虧損將自股本中扣除並於
收益表中確認入賬。在收益表中確認入賬之虧損金額指收購成本與目前公平值之差

額減去該可出售投資先前於收益表確認之任何減值虧損。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過渡性條文，比較數字並無重列。

(b)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於過往期間，涉及僱員（包括董事）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之以股份為基礎之

交易，該等購股權在僱員行使前在不予確認及計算，而在當時股本及股份溢價以已
收取之收益入賬。

在採納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後，當僱員（包括董事）提供服務作為股本工具之代

價（「股本清償交易」），與僱員進行股本清償交易之成本乃參考有關工具獲授出當

日之公平值計算。該公平值乃以柏力克舒爾期權評估模式計算。在計算股本清償交
易之價值時，並無考慮任何表現條件，惟不包括與本公司股份價格掛鉤之條件（如適

用）。

股本清償交易之成本連同股本之相應上調於表現及／或服務條件得以達成之期間內

確認入賬，直至有關僱員可獲全數金額時（「歸屬日期」）為止。於各結算日直至歸屬
日期為止就股本清償交易確認入賬之累計開支反映歸屬已屆滿程度及本集團對將最

終歸屬之股本工具數目作出之最佳估計。於某一階段在收益表中扣除或進賬指於該

期間初及終已確認之累計開支。

就並無最終歸屬之金額之開支將不予確認，惟須待某項市場條件達成後方可歸屬之
有關金額則除外，而該等金額將作為已歸屬處理，不論該項市場條件是否得以達成，

條件為所有其他表現條件均已達成。

未獲行使之購股權之攤薄效應乃反映作為計算每股盈利時之額外股份攤薄效應。

採納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對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之後授予僱員但

並未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前歸屬之購股權而帶來之影響概述於以下附註2。比
較金額已按照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重列。

(c)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

於過往期間，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之前因收購產生之商譽／負商譽乃於收購年內

與綜合股本儲備對銷，且在該已收購業務獲出售或減值前不會於收益表內確認。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因收購產生之商譽乃撥充資本，並按並估計可使用年

期以直線法攤銷，並須於在任何減值跡象出現時進行減值測試。負商譽乃在資產負
債表列賬，並按所收購可予折舊／攤銷之資產之剩餘平均可使用年期以具有系統之

基準在綜合收益表中確認，惟倘其有關預期在未來可能產生在收購計劃中予以識辨

且能可靠地予以計算之虧損及開支則除外，而在該情況下，負商譽在未來產生之虧
損及開支獲確認後在綜合收益表中確認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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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因收購產生之商譽不再須予攤
銷，惟須進行年度減值審核（倘有事件或變動顯示賬面值可能出現減值之情況下須

進行較頻密之審核）。任何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在結算日後期間不予撥回。

本集團在被收購公司之可予識辨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之公平淨值中應佔之權益高

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收購成本之金額（先前稱為「負商譽」）在重新進行審核後，
即時於收益表中確認。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之過渡性條文規定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撇減累計

攤銷之賬面金額，並於商譽成本作出相關記錄，且須將負商譽之賬面金額（包括在綜

合資本儲備中剩餘之金額）在保留盈利中取銷確認。先前在綜合資本儲備中撇減之
商譽仍舊在綜合資本儲備中撇減，且當與該項商譽有關之全部或部分業務獲出售或

當該項商譽有關之現金產生單位出現減值時不會於收益表中確認。

以上變動之影響概述於以下附註2。按照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之過渡性條文，比

較金額並無重列。

2. 會計政策變動影響之概要

於採納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後，下列賬目之期初結餘已獲追溯調整。前期調整及期初調整之
詳情概述如下：

(a) 對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股本總額之期初結餘之影響

新政策之影響 資本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增加／（減少）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前期調整：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

－僱員購股權計劃 1(b) 4,783 (4,783) –

期初調整：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
－取銷確認負商譽 1(c) – 124,592 124,592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
總影響 4,783 119,809 12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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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股本總額之期初結餘之影響

新政策之影響 資本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增加／（減少）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前期調整：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
－僱員購股權計劃 1(b) 1,185 (1,185) –

下表概述於採納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後對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之除稅後溢利、直接於股本中確認入賬之收支以及與股本持有人進行之股本及資

本交易之影響。由於並無就採納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作出追溯調整，故截至二零零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所示之金額未必能與目前中期所示之金額相約。

(c) 對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除稅後溢利之影響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本公司 本公司

之股本 少數股東 之股本 少數股東
新政策之影響 持有人 權益 總額 持有人 權益 總額

增加／（減少）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除稅後溢利之影響：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第2號

－僱員購股權計劃
（附註1(b)） (1,569) – (1,569) (1,939) – (1,939)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第3號
－終止確認負商譽

（附註  1(c)） (3,014) – (3,014) – – –

期內總影響 (4,583) – (4,583) (1,939) – (1,939)

對每股盈利／（虧損）

之影響－（港仙）：

基本 (0.25) (0.11)

攤薄 (0.25)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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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按各自業務之經營性質與所提供之產品和服務獨立地構成和管理。本集
團每個業務類別代表一個策略業務單位，各單位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承受與其他業務類別

不同之風險與回報。下表載列本集團之基本分類之收益及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媒體 貿易 公司及其他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界銷售 636,715 560,869 215,102 112,474 3,123 4,875 854,940 678,218

分類業務間之銷售 172 74 – – 150 150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45 3,014 1,452 235 5,198 4,192 6,695 7,441

分類業務間之其他收入 – 577 – – 515 4,978 – –

636,932 564,534 216,554 112,709 8,986 14,195 861,635 685,659

分類業績 21,348 (721) 6,088 1,755 (25,921) (39,324) 1,515 (38,290)

利息及股息收入 8,588 9,017

豁免一項應付款項之收益 25,238 –

出售一間未有作合併賬處理之

附屬公司之收益 – 18,400

未分類收益淨額 7,899 1,982

融資成本 (567) (183)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之撥備 (1,629) (2,370) – – – 873 (1,629) (1,497)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6,796 1,915 – – (699) 767 6,097 2,682

聯營公司 (4) – – – (2) (2) (6) (2)

收購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時之商譽攤銷 – (1,945) – – – – – (1,9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47,135 (9,836)

稅項 (3,671) (2,316)

期內溢利／（虧損） 43,464 (12,152)

4. 豁免一項應付款項之收益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刊發之公佈所披露，本集團與山東三聯電子信息有
限公司（「三聯電子」）及另一名獨立第三方於二零零零年訂立一項合資經營合同，以收購

百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百靈」）之40%權益。根據該項合資經營合同，本集團同意向三聯

電子以現金支付款項人民幣160,000,000元，作為三聯電子向百靈注入若干知識產權之代價。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已支付部分款項人民幣42,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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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與三聯電子及山東三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三聯集
團」）訂立一項協議。根據此項協議，本集團同意向三聯電子支付人民幣30,000,000元，而三

聯電子豁免本集團所欠之餘款人民幣87,600,000元（即全數清償本集團根據原合資經營合

同之付款責任）。

此外，作為三聯電子清償本集團所欠之未償金額之代價，本集團同意向三聯集團批出一筆
為期一年之貸款人民幣60,000,000元。該筆貸款於首六個月為免息，並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

十九日償還前將以年息率3厘計息。該筆貸款乃由一項以三聯集團及三聯電子合共佔山東

經濟觀察報報業有限公司註冊資本中約79.1%權益之股份抵押所擔保。

董事認為，該筆向三聯集團批出之貸款構成與三聯電子訂立之清償協議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而現時未能確定是否可收回該筆應收貸款。因此，豁免應付三聯電子款項之淨收

益25,238,000港元在計算時已扣除本集團向三聯集團批出之貸款。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釐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商譽 – 2,937

攤銷無形資產 589 573

折舊 19,955 20,509

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 (3,014)

出售按溢利或虧損釐定公平值之
金融資產之虧損／（收益） 2,683 (1,073)

出售可出售投資之虧損 1,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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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香港利得稅 2,405 (443)

－中國企業所得稅 – 726

－海外稅項 1,345 2,046

遞延 (79) (13)

期內扣除之稅款總額 3,671 2,316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二零零四年：17.5%）稅率撥

備。於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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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控制公司應佔之稅項為人民幣6,16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476,000港元）乃計入簡

明收益表上「共同控制公司應佔之溢利及虧損」一欄。

7. 每股盈利／（虧損）

期內之每股基本溢利／（虧損）乃按期內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43,464,000港元（截至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11,745,000港元（經重列））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1,834,535,074股（二零零四年：1,834,340,378股）計算。

期內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乃按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應佔溢利43,464,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11,745,000港元（經重

列））計算。用作計算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為期內已發行之普通股1,834,535,074股（二零零四

年：1,834,340,378股）；並假設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512,271股（二零零四年：1,815,228股）乃於
期內在所有購股權視為以無償形式已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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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給予平均30日至90日不等之信貸期。於結算日，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根據款項到期日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182,518 170,206

31 – 60日 35,839 38,495

61 – 90日 20,588 21,670

91 – 120日 8,568 7,164

超過120日 21,553 17,400

269,066 254,935

減：呆壞賬撥備 (13,019) (10,982)

256,047 243,953

9.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結算日，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根據款項到期日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105,147 93,943

31 – 60日 8,906 2,596

61 – 90日 3,705 2,566

91 – 120日 630 313

超過120日 2,706 1,357

121,094 100,775

10. 結算日後事項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二日刊發之公佈所披露，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臨

時協議，以370,000,000港元出售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約為181,238,000

港元之土地及樓宇。預期該項出售可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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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營運回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媒體及媒體相關業務，包括報章、雜誌、招聘媒體、媒體服務、圖
書與內容服務。此外，本集團亦從事貿易、寬頻內容與服務和網上進修及企業培訓。於
二零零五年二月，本公司已更名為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以更有效地反映本集團對
其核心媒體業務之專注。

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鑒於本地經濟持續強勁，本集團之各項主要業務均有可觀的增
長。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內」），本集團之綜合收益約為
854,900,000港元，相較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之約為
678,200,000港元，上升26%；而收益的增加主要受惠於廣告開支回升，尤其是平面媒
體市場之廣告開支。此外，本集團貿易業務之營業額亦錄得顯著增長。儘管佔銷售成
本中主要部份之一的報紙紙張價格上升，本期內毛利仍較去年同期增加了25%。由於
媒體業務的盈利情況良好，再加上從一項合營投資之應付款項目獲豁免而錄得一次
性收益，本集團於本期內錄得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43,500,000港元，扭轉了去年
同期約為11,700,000港元的虧損。

媒體及媒體相關業務

本集團之媒體業務業績於本期內有綽著改善，其收入由去年同期約為560,900,000港元
增加至本期內約為636,700,000港元，升幅為14%；其業績亦扭轉去年同期之虧損並錄得
約為21,300,000港元之溢利。媒體業務表現得以改善主要有賴於本集團之報章業務的
貢獻。

報章

受惠於本地經濟增長及樓市活躍，本集團之旗艦報章《星島日報》業績於本期內顯著
提升。《星島日報》各分類行業廣告之銷售額均錄得增長，尤其進一步鞏固了其於地
產廣告市場之領導地位，無論在商業廣告及分類廣告方面皆明顯超越其競爭對手。此
外，教育及財經類別廣告量亦大幅增加，這有賴於《星島日報》教育版及財經版在內
容方面的改善。發行量持續上升，足以證明《星島日報》在市場定位及品牌形像方面
取得成功，廣受香港中產階層讀者認同。另外，逢周一隨報附送之《投資王》周刊已成
為業界廣泛認可的刊物，進一步刺激了報章的發行量，並於今年四月慶祝創刊一周年。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本集團透過推出新刊物《頭條日報》首度進軍免費報章市場。《頭
條日報》是一份綜合性報章，逢周一至五免費派發，並已迅速成為全港發行量第一及
派發網絡覆蓋最廣的免費報章。《頭條日報》以廣告收入作為其商業模式，充份配合
以普羅消費者為主要顧客群的廣告商之需要。自推出以來廣告反應比預期理想，而經
營成本亦控制在預算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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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展開一系列的市場推廣及強化編採內容，本集團之英文商務及財經資訊報章《英
文虎報》的發行量顯著增長。在加強編採內容方面，包括每週加插地產版、澳門版、
Monday Money版及推出全新《周末虎報》。此外，《英文虎報》更於今年八月推出免費
月刊《英文虎報消閑版》。由於內容質素的提升，《英文虎報》不但於本期內平均發行
量相較去年同期上升18%，同時亦帶來新的廣告收入來源，有助分散其收入基礎。

《星島日報》之海外業務於本期內表現理想，其主要市場的廣告及發行收入均錄得增
長。儘管競爭激烈，本集團仍然繼續擴大在美國市場的市場佔有率。在三藩市，縱使有
新的競爭對手加入，但並未對《星島日報》在市場上的領導地位造成威脅。在紐約方
面，《星島日報》已加強編採內容及發行網絡，發行量及廣告量均保持上升趨勢。在洛
杉磯，全新之印刷及製作廠房經已建成，並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全面投入運作。由於
擁有自設的印刷設施，《星島日報》於洛杉磯業務將能降低銷售成本，從而能更有成
本效益地發展業務。

雜誌

由於有大量新刊物湧現市場，香港雜誌市場競爭激烈，並對發行量和廣告量構成壓力。
儘管面對此市場環境，但隨著雜誌業務重點發展三個核心類別：時事財經和綜合娛樂、
文化潮流與及科技資訊和數碼產品，本集團之雜誌業務於本期內仍有穩步增長。在廣
告和發行收入方面均有相當升幅，而溢利率亦有顯著改善。其中以旗艦雜誌《東周刊》
的表現最為突出，其於本期內之廣告收入和平均發行量相較去年同期有雙位數增長，
同時其平均廣告頁收費亦有所上升。此外，本集團的雜誌亦透過多項備受好評之市場
推廣活動以及編採內容的改善，成功打入新廣告領域，包括高檔及品牌廣告商。文化
潮流雜誌《東Touch》透過B書《Choco》增強以女性讀者為對象之內容，並為時裝、化
妝品及其他女性用品提供新廣告平台。另外，《電腦廣場》仍為香港最權威電腦科技
雜誌之一，而其發行量及廣告量均錄得增長。縱然市場競爭將維持劇烈，以及紙張價
格上升將繼續帶來壓力，本集團預計其雜誌業務的強勁勢頭將持續至下半年，尤其預
期《東周刊》之業務將於下半年錄得利潤。

招聘媒體

本集團之招聘媒體業務包括招聘廣告刊物《JobMarket求職廣場》及持續教育廣告刊
物《EDUplus進修指南》。該業務於本期內收入相較去年同期有雙位數增長。由於就業
市場復甦，加上平均廣告頁收費因產品日趨強勁而得以提升，均令《JobMarket求職廣
場》受惠。同時，該業務亦憑藉其多媒體中介平台抓緊於網上刊登招聘及持續進修廣
告之市場趨勢，並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以配合客戶的不同和不斷變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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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服務

本集團於國內之平面媒體發行業務大華媒體服務有限責任公司，於本期內業績穩步
進展。於北京及華南之期刊發行業務專注於提高經營效率，與此同時更在南京設立新
的合資經營業務，以擴展華東地區之發行網絡。

圖書及內容服務

圖書出版業務繼續專注於親子及教育題材為主的書目，而其出版總書目已超過285本。
另外，本集團繼續透過於國內的合資經營公司代理提供道瓊斯中文財經新聞內容。同
時，透過重新整理及包裝，本集團繼續向香港、國內及海外的媒體及其他客戶提供本
集團的資訊和內容。

非媒體業務

貿易

本集團之貿易業務收入於本期內錄得明顯升幅，由去年同期約為112,500,000港元增
至本期內約為215,100,000港元，升幅為91%。這全賴於國內對數碼相機需求不斷增加，
以及集團持續擴大其貿易業務的銷售渠道和改善其銷售及市場策略所致。儘管市場
競爭激烈，貿易業務的溢利率仍獲維持，其經營溢利更由去年同期約為1,800,000港元
增長至本期內約為6,100,000港元。此外，貿易業務持續使其收入基礎更趨多元化。
「Jeep」品牌之相機及攝錄機袋銷量理想，而銷售網絡亦已擴展至全國各地。於未來，
貿易業務將計劃推出新的手錶系列。

寬頻內容及服務

寬頻內容及服務業務之業績於本期內保持平穩。百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百靈」）的
用戶人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底超越108,000名，而主要用戶增長均為個人用戶。儘管
百靈仍為濟南市最大的寬頻服務供應商，但價格競爭限制了其收入增長及溢利率。有
見及此，百靈會繼續拓闊其業務至增值服務以及系統集成和軟件開發等業務。

網上進修及企業培訓

於本期內，北京經華智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收入和溢利錄得可觀的增長。其業務以
與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合辦之遠程教育課程為核心，同時亦與海外著名教育機構
如多倫多大學合辦企業培訓課程，以求達致業務增長及使之多元化。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網上遠程大學「eUIBE」已有超過17,000名學生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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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之現有媒體業務於上半年因受惠於良好經營環境而表現理想，加上本地經濟
前景樂觀及市場預期廣告量將持續增長，本集團對餘下年度之展望亦感到樂觀。然而，
由於物價上漲，預期經濟將進入通脹期；而物料及人工成本的上升將對溢利率構成更
大壓力。本集團將嚴格提高營運效率以控制成本。

透過推出《頭條日報》和近期宣佈出版以地鐵發行渠道派發的免費周報，本集團已進
入新市場領域，並能帶來新的擴展業務機會。下半年之業績雖然將受這些新項目的前
期開支所影響，但本集團對中、長遠期可獲得的投資回報充滿信心。於二零零五年七
月，本集團宣佈出售位於九龍灣之辦公大樓。有關交易預料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完成，
交易完成後，本集團之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帳目將記帳一筆一次性的利潤。

隨著核心媒體業務扭轉形勢及其上升勢頭之持續，加上本集團新媒體項目的初步反
應超越預期，本集團宣佈於本期內派發中期股息。本集團深信其核心業務將繼續其升
勢，並在未來會繼續努力從經常溢利中分派股息以回饋股東。

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2,100名員工。

本集團根據其僱員之個人表現及其業務之業績向其僱員給予具競爭性之薪酬及福利，
以吸引及挽留優質員工。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酌情花紅、認股權及強積金計
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佈就本期內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去年同期：無），並於二零零五
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二）派予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二）名列於本公司股
東名冊內的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三）至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二）止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期間內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
轉讓。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的資格之人士，必須不遲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正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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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過戶
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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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本期內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內概無
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期內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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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惟下文列明及闡釋之數項除外：

就守則條文A.1.7而言，董事會剛於二零零五年八月議決通過制訂一套程序，從而使
董事在適當情況下尋求獨立專業意見，有關開支由本公司承擔。

董事會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採納有關相關僱員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書面指引，使本公
司符合守則條文A.5.4之規定。

董事會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接納一份列載保留予董事會作決定的事項之計劃表，使
本公司符合守則條文D.1.2之規定。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在進行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本期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
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列明之規定標準。

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會計原則及準則，並已討論有關審計、內部
監管及財務報告之事宜，當中包括本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詳盡業績公佈

載有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段所規定資料之詳盡中期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候刊登
於聯交所網站。

承董事會命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何柱國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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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1)執行董事：何柱國先生（主席）、盧永雄先生
(行政總裁)、賈紅平先生、詹瑞慶先生、黎廷瑤先生、劉仲文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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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祖澤先生及董建成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星島日報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