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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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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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
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937,336 854,940
銷售成本 (722,469) (622,718)

毛利 214,867 232,222
其他收入及收益 66,019 27,833
分銷成本 (94,499) (91,749)
行政開支 (130,832) (141,320)
其他開支淨額 (4,298) (8,984)
總辦事處搬遷開支 (13,969) —
撥回已抵押定期存款之撥備 3 57,416 —
豁免一筆應付款項之收益 3 — 25,238
融資成本 (2,056) (567)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撥備撥回／
　（撥備）淨額 3,028 (1,629)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8,724) 6,097
　聯營公司 9 (6)

除稅前溢利 4 76,961 47,135
稅項 5 (3,051) (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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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 73,910 43,464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3,910 43,464
　少數股東權益 — —

73,910 43,464

每股溢利  —（港仙） 6
　基本 8.27 4.74

　攤薄 8.22 4.74

每股股息  —  （港仙） 2.0 1.0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7,437 249,390
投資物業 4,020 4,020
其他無形資產 17,783 18,240
商譽 — —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243,691 268,17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8 —
可出售投資 7,831 8,355
遞延稅項資產 4,327 4,171
已繳按金 38,509 5,368

非流動資產總額 563,626 557,722

流動資產
存貨 66,410 117,665
應收賬款及票據 7 335,946 308,23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5,147 46,287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683,565 570,837
衍生性金融工具 1,069 584
可收回稅項 — 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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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抵押定期存款 88,026 76,56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36,078 238,099

流動資產總額 1,396,241 1,363,39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8 82,288 132,28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25,106 218,086
衍生性金融工具 16,231 4,209
應付稅款 77,576 76,755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59,840 10,447

流動負債總額 461,041 441,785

流動資產淨值 935,200 921,609

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1,498,826 1,479,331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應付款項 970 1,053
長期服務金撥備 6,881 5,821
遞延稅項負債 18,439 18,369

非流動負債總額 26,290 25,243

淨資產值 1,472,536 1,454,088

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行股本 176,916 183,202
　其他儲備 522,550 545,163
　保留溢利 773,070 699,112
　建議期末股息 — 26,611

1,472,536 1,454,088

少數股東權益 — —

股權總額 1,472,536 1,45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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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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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所載

之適用披露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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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業績

所採用者相同，惟下列情況則除外：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多項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及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

以後開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詮釋（以下統稱「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應用

該等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之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故

此，概無需要作出任何上期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精算損益、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外㶅變動之影響—境外業務投資淨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預測集團內部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公平值之選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 財務擔保合約

　申報準則第4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6號 礦物資源之勘探及評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  詮釋第4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解除運作、復原及環境修復基金所產生權益

　—  詮釋第5號 　之權利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參與特定市場所產生之負債—廢料、電力及

　—  詮釋第6號 　電子設備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該等已頒佈但仍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本公司現時仍未處於就採納以下新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對本集團業務及財務狀況之影響進行合理評估之最佳情況。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1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中

　—  詮釋第7號 　之財務報告應用重列法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之範圍 3

　—  詮釋第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新評估內含衍生工具 4

　—  詮釋第9號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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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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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基本分類之收入及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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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向外客戶銷售 698,878 636,715 236,583 215,102 1,875 3,123 937,336 854,940

　分類業務間之

　　銷售 52 172 — — 38,232 150 — —

　其他收入及

　　收益 820 45 159 1,452 14,404 5,198 15,383 6,695

　分類業務間之

　　其他收入 2,386 — — — 376 515 — —

702,136 636,932 236,742 216,554 54,887 8,986 952,719 861,635

分類業績 16,980 21,348 4,423 6,088 (19,242) (25,921) 2,161 1,515

利息及股息收入 11,316 8,588

未分類收益淨額 37,780 7,899

總辦事處搬遷開支 (13,969) —

撥回抵押定期

　存款之撥備 57,416 —

豁免一筆應付

　款項之收益 — 25,238

融資成本 (2,056) (567)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

　款項之撥回╱

　（撥備）淨額 3,395 (1,629) — — (367) — 3,028 (1,629)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

　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9,904 9,102 — — (28,628) (3,005) (18,724) 6,097

　聯營公司 9 (4) — — — (2) 9 (6)

除稅前溢利 76,961 47,135

稅項 (3,051) (3,671)

本期間溢利 73,910 4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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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撥回已抵押定期存款之撥備／豁免一筆應付款項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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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之代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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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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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同意透過以抵押本集團之定期存款向三聯集

團安排一筆為期一年之委托貸款人民幣60,000,000元（「貸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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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經濟觀察報」）註冊資本中約79.1%權益之股份抵押所擔保。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認為，該筆向三聯集團安排之貸款構成與三聯電子訂立之債務

償還協議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當時未能確定是否可收回該筆貸款。因此，豁免應付三聯電子款項之淨收

益24,000,000港元在計算時已扣除抵押存款之全額撥備。

於該筆貸款到期日後，本集團隨之要求三聯集團償還及行使擔保。同時，三聯集團正嘗試出售其於山東經濟

觀察報之權益予第三方。為確保能順利出售山東經濟觀察報，即貸款之抵押，三聯集團同意透過出售所得之

收益償還一部份貸款。

因此，於二零零六年六月，本集團收到三聯集團之現金人民幣30,000,000元，於結算日後，本集團另收到三聯

集團之現金人民幣23,000,000元。董事認為由於出售山東經濟觀察報實為意料之外，及三聯集團已遵守其承諾

透過出售所得收益償還該筆貸款主要部份，本集團將就已抵押存款作出之全額撥備款項57,000,000港元（人民

幣60,000,000元）已計入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之收益表。本集團將繼續催繳餘下人民幣7,000,000元之款

項。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釐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無形資產 581 589

折舊 15,514 19,955

投資收入 9,504 5,157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3,009 1,317

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263 1,052

衍生性金融工具及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之未變現虧損／（收益） 1,540 (12,550)

出售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虧損／

　（收益） (39,320) 2,683

出售可出售投資之虧損 —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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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本年度扣除：

　—  香港利得稅 1,063 2,405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1 —

　—  海外稅項 1,599 1,029

　過往期間之撥備不足 436 316

遞延 (58) (79)

期內扣除之稅款總額 3,051 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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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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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每股溢利

期內之每股基本溢利乃按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73,91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43,464,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893,802,465股（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17,267,537股）計算，並已為本期間內之股份合併而作出調整計算。

期內之每股攤薄溢利乃按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溢利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73,91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3,464,000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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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802,465股（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17,267,537股），並已為本期間內之股份合併而作出調整

計算（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溢利）；以及假設於期內在被視為行使之所有購股權以無償形式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5,038,769股（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5,938股），並已為本期間內之股份合併而作出調

整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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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款及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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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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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48 197,808

31 —  60日 63,160 49,967

61 —  90日 48,116 30,292

91 —  120日 19,163 14,775

超過120日 38,143 30,056

352,530 322,898

減：呆壞賬撥備 (16,584) (14,660)

335,946 308,238

8. 應付賬款及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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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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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62 87,489

31 —  60日 15,275 36,795

61 —  90日 1,015 1,682

91 —  120日 133 230

超過120日 4,203 6,092

82,288 132,288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營運回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媒體與媒體相關業務，包括報章、雜誌、招聘媒體及其他媒體相關
業務。此外，本集團亦從事貿易、寬頻內容與服務和遠程教育與企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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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集團之財務業績錄得可觀增長。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本期內」），本集團之綜合收入為約937,300,000港元，相較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約854,900,000港元，上升9.6%。收入的增加主要有賴於
本集團在二零零五年下半年推出之免費報章。儘管因開展免費報章業務而出現額外成本
開支，本集團於本期內之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仍由去年同期約43,500,000港元增加70%
至約73,900,000港元。扣除特殊及一次性項目後，本集團的核心業務溢利為約56,800,000港
元，相較於去年同期約20,900,000港元，增幅達172%。

媒體與媒體相關業務

本集團之媒體業務收入由去年同期約636,700,000港元增加至本期內約698,900,000港元，升
幅為9.8%。由於本集團之免費報章業務仍處於開辦初期，在本期內錄得虧損，導致媒體
業務之經營溢利從約21,300,000港元下降至約17,000,000港元。

報章

香港的經濟及整體廣告市場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依然活躍，但期內地產市場曾出現調整，
而相關廣告開支亦顯著減少，《星島日報》於該類別之廣告收入因而受到影響。然而，由
於《星島日報》不斷改善編採內容，使其持續受到中產階層讀者的擁戴，令來自教育、銀
行、電訊類別之廣告量及市場份額錄得增長。在發行量方面，儘管香港收費報章發行量
普遍下滑，《星島日報》於本期內之發行量仍相較去年同期有3.4%的升幅，足證本地報章
市場劇烈的競爭對《星島日報》之影響相對輕微。

本集團之免費報章《頭條日報》已成為全港發行量第一及讀者人數最多的免費報章，派發
網絡最廣，內容最多元創新。其發行量及讀者人數更以明顯差距拋離其他對手。根據艾
德惠研市場研究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的最新市場調查顯示，《頭條日報》的讀者人
數高達1,269,000，同時讀者群亦最多最優質，冠絕香港免費報章。《頭條日報》不僅受到
讀者歡迎，亦深受廣告商的支持，於本期內，《頭條日報》之廣告收入每月均錄得穩定升
幅，自創刊以來一直維持強勁勢頭。此外，該報章的網站  www.hkheadline.com 於本期內
亦已全面革新，為廣告客戶提供一個結合報章及互聯網優勢的宣傳平台以增加其效益。
免費報章業務雖於上半年錄得虧損，但該業務已走上軌道，可望在不久的將來為本集團
之業績帶來正面貢獻。

《英文虎報》於本期內在廣告及發行收入上均錄得穩健增長。儘管上市公司通告仍佔該報
章廣告之主要部份，但非通告類廣告收入之比例一直穩步上揚。聯交所於二零零六年七
月宣佈將於短期內實施取消在報章刊登付費通告。《英文虎報》將繼續拓闊其收入來源及
改善其經營效益，以減輕該項變動所帶來之影響。

《星島日報》之海外業務於本期內繼續在所有主要市場獲得理想的業績。該業務在各地致
力提升編採內容質素及廣告服務，令收入有所增長。儘管報紙紙張及原料物品價格高企
繼續對成本構成壓力，但海外業務通過審慎地控制開支，並充分利用本集團旗下各業務
的資源達致協同效益，以維持其溢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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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

本集團之雜誌業務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面對激烈競爭及相對緩滯的雜誌廣告市場，縱然
在此情況下，該業務於本期內的收入及盈利狀況仍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旗艦雜誌《東周
刊》以高品位資訊娛樂雜誌的定位持續備受市場認同，並吸引一班高素質讀者及廣告客戶，
而平均廣告頁收費亦有所上升。《東  TOUCH》面對市場上大量新刊物的挑戰，依然能保
持其於文化潮流雜誌中的穩固地位。該雜誌為廣告客戶不斷提供嶄新的廣告模式，除了
能增加廣告的宣傳效果外，更有助拓闊《東  TOUCH》的收入基礎，但同時亦導致生產成
本上升。《電腦廣場》以集中提供數碼產品範疇的專業內容為策略，鞏固其作為資訊科技
界專業雜誌的市場地位。該雜誌除了贏得讀者的支持外，同時也得到廣告商的認同並從
而增加其廣告收入。

招聘媒體

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香港招聘廣告市場淡靜，尤以平面廣告為然。本期內在平面媒體
市場上刊登的職位空缺數目相較去年同期下降10%。《JobMarket 求職廣場》在維持其平
面媒體市場份額之同時，其網上招聘業務亦有所上升，其中尤以專職人才之招聘業務最
為顯著。高級職位網站  www.A-performers.com 於市場上的發展動力及知名度亦繼續增
加。市場對持續教育之需求依然殷切，縱然此廣告類別之競爭日趨激烈，但
《EDUplus.com.hk》仍繼續為市場之領導品牌。

非媒體業務

貿易

本集團之貿易業務收入於本期內持續上升，相較去年同期錄得10%的增幅。儘管國內的數
碼相機市場於二零零六年之增長普遍放緩，但該業務在銷售及市場推廣上所作出的努力
已成功增加其市場佔有率。另一方面，由於激烈的競爭導致溢利率受壓，該業務的經營
溢利由去年同期約6,100,000港元下降至本期內約4,400,000港元。為彌補溢利率下滑帶來之
影響，該業務將持謹慎態度，繼續善用其分銷網絡以使其業務範疇更趨多元化。

寬頻內容與服務

於本期內，本集團擁有40%股權之寬頻內容與服務業務面對嚴峻的經營環境。該業務受到
其他電訊服務供應商的減價戰影響，以致其平均寬頻用戶收入下降，而政府之宏觀調控
措施亦減慢了其用戶人數增長，其中尤以商業客戶為甚。該業務擬透過發展其系統集成
和軟件開發業務，以開拓新的收入來源。

遠程教育與企業培訓

於本期內，遠程教育與企業培訓業務之財務業績錄得理想增長。與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
學合辦之遠程教育事務已成為該業務之主要收入及盈利基礎。與此同時，企業培訓的業
務不斷擴充，如為國內之外資企業提供普通話課程，亦為其業務發展增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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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進軍免費報章市場已證實是成功的策略，《頭條日報》所帶來的新廣告收入，尤其
是來自消費產品及服務的廣告，有效地與《星島日報》於地產及金融廣告方面所確立之市
場地位互相補足。市場調查明確顯示免費報章在廣告市場上的佔有率正迅速增長，而《頭
條日報》正穩佔優勢以抓緊此趨勢帶來的商機。此外，隨著加息周期接近見頂，樓市再度
活躍及地產相關廣告增加將令本集團於下半年受惠。與此同時，雜誌業務亦繼續循良好
的軌道發展。

然而，下半年仍存有挑戰，市場競爭、物料成本高企及通脹上升將持續對業務經營帶來
壓力。本集團之總辦公大樓已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遷至筲箕灣，此舉不僅可以改善員工
的工作環境，亦有助提升工作效率及節省成本。管理層將嚴格控制開支並增加收入，以
期為股東帶來最大的回報。

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2,190名員工。

本集團根據其僱員之個人表現及其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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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權及公積金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佈就本期內派發中期股息每股2港仙（去年同期：1港仙（已就本期內之股份
合併而作出調整計算）），並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三）派予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四
日（星期三）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三）至二零零六年十月四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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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派中期股息之資格，必須不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將所有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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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㶅中心26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期間，本公司在聯交所以介乎每股0.34港
元至0.71港元之價格，購回本公司之股份合共61,244,000股。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八日，
本公司已將其法定股本合併，基準為本公司股本中每兩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發行及未
發行股份合併為1股每股面值0.20港元之股份。在股份合併後，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
十八日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在聯交所以介乎每股0.88港元至1.10港元之價格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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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購回本公司之股份合共867,000股。本公司隨後註銷於本期內購回之所有股份。除此
之外，本公司於本期內並無贖回，以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內概無購買或出
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期內已採納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當
中有偏離守則條文E.1.2。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主席因有其他事務處理而未能出席本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在進行具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已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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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本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採
納之會計原則及準則，並已討論有關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資料

本公佈將於聯交所網站刊載。二零零六年之中期報告亦將於聯交所網站刊載，並將會寄
發予本公司之股東。

承董事會命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何柱國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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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珠𡂴女士、賈紅

平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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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