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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 TAO NEWS CORPORATION LIMITED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5 ）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佈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974,394 1,824,522
銷售成本 (1,438,747) (1,325,425)

毛利 535,647 499,097
其他收入及收益 204,572 60,286
分銷成本 (250,178) (231,809)
行政開支 (305,788) (291,032)
其他開支 (23,629) (17,944)
撥回一筆應收貸款減值 4 57,416 –
總辦事處搬遷開支 (12,540) –
出售一項物業之收益 – 185,830
豁免一筆應付款項之收益 4 – 24,112
融資成本 (3,679) (2,953)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4,314) (10,567)
聯營公司 (10) (10)

撥回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減值 5,866 2,318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減值 (2,988) (3,719)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282

除稅前溢利 5 190,375 213,891
稅項 6 (12,233) 6,882

本年度溢利 178,142 220,77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78,142 220,773
少數股東權益 – –

178,142 220,773

分派 7
中期 17,641 9,173
建議末期 22,001 26,611

39,642 35,784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
每股溢利－（港仙） 8
基本 20.06 24.07

攤薄 19.74 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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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7,278 249,390
投資物業 29,217 4,020
其他無形資產 17,725 18,240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232,630 268,17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9,009 –
可供出售投資 7,799 8,355
遞延稅項資產 6,630 4,171
已繳按金 25,942 5,368

非流動資產總值 636,230 557,722

流動資產
存貨 80,374 117,665
應收賬款及票據 9 364,173 308,23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4,016 46,287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630,665 570,837
衍生性金融工具 4,957 584
貸款予一間共同控制公司 12,604 12,153
可收回稅項 387 5,123
已抵押定期存款 26,787 54,50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23,146 238,099

流動資產總值 1,487,109 1,353,49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0 103,217 132,28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311,199 218,086
衍生性金融工具 28,473 4,209
應付稅項 85,425 76,755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968 548

流動負債總值 529,282 431,886

流動資產淨值 957,827 921,609

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1,594,057 1,479,331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3,492 1,053
長期服務金撥備 7,438 5,821
遞延稅項負債 20,452 18,369

非流動負債總值 31,382 25,243

資產淨值 1,562,675 1,454,088

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行股本 176,176 183,202
儲備 1,364,498 1,244,275
建議末期股息 22,001 26,611

1,562,675 1,454,088
少數股東權益 – –

股權總額 1,562,675 1,45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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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時使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用於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
者一致，惟本集團於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後已更改其若干會計政策及披露事項。該等準則於二零零
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標準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樓宇、衍生性金融工具及若干投資乃按公平值計算。本財務報表
以港元（「港元」）呈列，除另有註明者外，所有數值均四捨五入至千位數。

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在若干情況下產生新訂及經修訂會
計政策及額外批露，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境外業務投資淨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財務擔保合約
第4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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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 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會計政策之主要變動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外匯㶅率變動之影響」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有關境外業務投資淨額後，所有構成本集團境外業務部份投資淨額之貨幣項目所
產生之匯兌差額，於綜合財務報表確認為權益之獨立部份，不論該貨幣項目為何種貨幣。該變動並未對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b)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i) 財務擔保合約之修訂
該修訂乃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範圍，規定所發出不被認為是保險合約之財務擔保合約，初步按公平值
確認，其後則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釐定之金額，或初步確認金額減去（如
適用）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所確認之累計攤銷之金額，以兩者中較高者重新計量。採納該修訂對此
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ii) 公平值之選擇之修訂
該修訂改變了按公平值記入損益之金融工具之定義，並限制了使用選擇權指定任何財務資產或財務負債須按
公平值計入收益表計量。本集團以往並無使用此選擇權，因此該修訂對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iii)預測集團內部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法之修訂
該修訂乃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如一項可能性很高之預期集團內部交易為以訂立該交易之實體之功能貨
幣以外之貨幣結算，而且該等外匯風險將影響綜合收益表，則容許該項交易之外匯風險合符資格作為一項現
金流量對沖之對沖項目。由於本集團現時並無該等交易，此項修訂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c)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採納該詮釋，該詮釋提供在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必須應用租賃會計法之租賃之
指引。該詮釋對此等財務報表而言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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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業務分類
媒體 貿易 公司及其他 對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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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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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分類收入：
　向外客戶銷售 1,468,955 1,358,829 492,950 454,235 12,489 11,458 – – 1,974,394 1,824,522
　分類業務間之銷售 13,474 8,532 – – 93,417 79,643 (106,891) (88,175)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7,981 475 11,106 5,459 62,876 9,105 – – 81,963 15,039
　分類業務間之

其他收入 4 3,417 – – 964 2,010 (968) (5,427) – –

　總計 1,490,414 1,371,253 504,056 459,694 169,746 102,216 (107,859) (93,602) 2,056,357 1,839,561

分類業績 16,241* 13,136* 14,175* 6,203* 27,490* (39,713)* 57,906 (20,374)

利息及股息收入 20,761 18,614
未分類收益淨額 81,957 20,358
撥回一筆應收貸款減值 57,416 –
總辦事處搬遷開支 (12,540) –
出售一項物業之收益 – 185,830
豁免一筆應付款項
之收益 – 24,112

融資成本 (3,679) (2,953)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
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22,201* 13,322* –* –* (36,515)* (23,889)* (14,314) (10,567)
聯營公司 –* –* –* –* (10)* (10)* (10) (10)

撥回應收一間共同控制
公司款項減值 5,866* 2,318* –* –* –* –* 5,866 2,318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公司
款項減值 –* –* –* –* (2,988)* (3,719)* (2,988) (3,719)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之收益 –* –* –* –* –* 282* – 282

除稅前溢利 190,375 213,891
稅項 (12,233) 6,882

本年度溢利 178,142 220,773

僅供參考：
分類業績及應佔共同
控制公司／聯營
公司業績（*包括
該等金額） 44,308 28,776 14,175 6,203 (12,023) (67,049)

分類資產 779,753 696,716 117,000 131,161 935,326 793,715 – – 1,832,079 1,621,592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215,793 214,909 – – 16,837 53,269 – – 232,630 268,178
貸款予一間共同控制
公司 – – – – 12,604 12,153 – – 12,604 12,15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2 3 – – 38,997 (3) – – 39,009 –
未分類資產 7,017 9,294

資產總值 2,123,339 1,911,217

分類負債 232,278 217,114 48,419 88,455 169,630 54,835 – – 450,327 360,404
未分類負債 110,337 96,725

負債總值 560,664 45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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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撥回一筆應收貸款減值／豁免一筆應付款項之收益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Global China Information Services Limited（「GCIS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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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ISL同意向三聯電子以現金支付款項150,0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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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ISL已支付部份款項40,000,000
港元（相等於人民幣42,400,000元）。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GCIS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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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ISL同意向三聯電子支付29,0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30,000,000元），而三聯電子豁免GCISL所欠之餘款
81,0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87,600,000元）（即全數清償GCISL根據原合資經營合同之付款責任）。

此外，作為三聯電子清償GCISL所欠之未償金額之代價，GCISL同意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向三聯集團批出一筆
為期一年之貸款57,0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60,000,000元）（「貸款」）。該筆貸款於首六個月為免息，並於二零零六
年四月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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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該筆向三聯集團批出之貸款構成
與三聯電子訂立之償還安排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而當時未能確定是否可收回該筆貸款。因此，截至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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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筆向三聯集團批出之貸款之全
額撥備。

三聯集團未能於貸款之到期日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償還貸款。其後，本集團向三聯集團發出一份法律函件，要
求償還款項。約於同一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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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集團同意逐步償還貸款。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向三聯集團批出之貸款57,416,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全數進行減值），已由已抵押定期存款重新分類為一筆應收貸款。此外，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內，本集團收到三聯
集團之全部現金還款。由於貸款已經全數清還，去年貸款減值57,000,000港元（人民幣60,000,000元）已計入截至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表，作為撥回減值之一筆收益入賬。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收入 (23,239) (9,305)
一項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053) (1,058)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5,336) (2,907)
出售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收益，淨額 (86,084) (15,179)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收益） (19) 1,969
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15,764) (11,454)
衍生性金融工具—不符合對沖資格之交易 19,891 1,673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 2,633
折舊 36,151 40,602
無形資產攤銷 1,115 1,16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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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即期：
年內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11,076 5,250
其他地區 40 44

其他地區 4,062 12,55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81) (5,163)

遞延 (2,564) (19,571)

年內稅務開支╱（抵免）總額 12,233 (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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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派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2.0港仙（二零零五年：1.0港仙，經重列以反映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之股份合併） 17,641 9,173

擬派：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5港仙（二零零五年：1.0港仙，
經重列以反映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之股份合併） 22,001 8,870

特別末期股息—無（二零零五年：每股普通股2.0港仙，
經重列以反映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之股份合併） – 17,741

22,001 26,611

本年度之擬派末期股息須經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8.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按年內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並經調整以反映年
內之股份合併。

每股攤薄溢利乃按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溢利之年內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計算。計算時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為計算每股基本溢利所用之年內已發行之普通股數目，並經調整以反映年內之股份合併；以及假設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於所有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被視作獲行使或兌換成普通股時已以無償形式發行，並經調整以反映年內之股份
合併。

每股基本及攤薄溢利乃按下列基準計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溢利 178,142 220,773

股份數目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重列）

股份*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溢利 887,851,775 917,260,633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14,613,391 296,799

902,465,166 917,557,432

* 兩個年度之股份數目已作出調整，以反映年內之股份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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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票據
除了新客戶一般須提前付款外，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易主要採取記賬形式進行，信貸期一般為一個月，主要客戶可
延長至三個月。各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額。本集團對其尚未清償應收賬款維持嚴格控制，並設有信貸監控部門以儘
量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經常檢討逾期未付之結餘。考慮到上述各項及本集團之應收賬款乃與大量多元化客戶
有關，故並無信貸風險集中之情況。應收賬款為免息。

於結算日，應收賬款及票據根據款項到期日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217,066 197,808
31至60天 47,018 49,967
61至90天 49,287 30,292
91至120天 24,559 14,775
超過120天 41,138 30,056

379,068 322,898

減：應收賬款減值 (14,895) (14,660)

364,173 308,238

10.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結算日，應付賬款及票據根據款項到期日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97,233 87,489
31至60天 3,374 36,795
61至90天 121 1,682
91至120天 228 230
超過120天 2,261 6,092

103,217 132,288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
媒體與媒體相關業務
本集團的媒體業務於二零零六年錄得穩健增長，產品系列更趨多元化，並且互相補足。本地及全球經濟持
續增長，消費者開支上升，帶動整體廣告預算增加。本集團之媒體業務在本年度受惠於蓬勃的廣告市場，
取得良好業績。媒體業務於二零零六年的收入約1,469,000,000港元，相較於二零零五年之約1,359,000,000港
元，上升8%，部分歸因於《頭條日報》全年為本集團貢獻業績。儘管該免費報章亦同時帶來整年的額外營運
開支，媒體業務的整體經營溢利仍有54%的顯著增長，由二零零五年約28,800,000港元增至二零零六年約
44,300,000港元，主要歸功於本集團的媒體業務收入增長及努力提升利潤率，與及本集團共同控制的印刷及
海外業務的貢獻。

報章
儘管整體本地廣告市場於二零零六年持續向好，但由於物業市場於本年度早段進行整固，地產相關廣告開
支下跌13%。《星島日報》作為業界的地產廣告領導者，因是次市場調整受影響。不過，《星島日報》持續打造
成為專為中產讀者而設的優質報章，並專注於財經、教育及生活時尚內容的努力，已漸見成效。一方面，
以上範疇的廣告量和市場份額日益增加，有助分散報章的廣告客源。另一方面，內容的增益也帶來新的讀
者，令發行量上升。根據尼爾森研究顯示，《星島日報》從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六年已經連續四年錄得讀者
人數增長。此外，隨報附送刊物《投資王》周刊於年內同時推出零售版，並成為市場上最受歡迎的財經周刊
之一，《星島日報》從而成功在財經及投資領域建立了品牌地位。

除讀者的支持外，報章在編採方面的出色表現亦獲得了市場認同，在「香港報業公會」舉辦的「2006年香港最
佳新聞獎」中，《星島日報》力壓其他競爭對手，共榮獲十五項獎項，其中包括五項冠軍，成為全港得獎最多
之報章。此外，《英文虎報》亦在是次評獎活動中榮獲五項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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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是本集團旗下以普羅讀者為目標的免費報章《頭條日報》的首個全年營運年度。在本年度，《頭條
日報》已成為全港發行量與讀者群最大、發行網絡最廣及內容覆蓋最全面的免費報章。為回應市場需求，《頭
條日報》的發行量增至每期逾600,000份，進一步拋離競爭對手。《頭條日報》投入了更多資源以豐富編採內容，
並網羅多位著名專欄作家提供深刻及獨家的政治、財經及時事分析。在本年度，《頭條日報》更革新其網站
頭條網，增加了一系列的互動內容，從而擴大了長期讀者群。事實證明，《頭條日報》不僅受到讀者歡迎，
亦備受廣告商認可，於本年度其廣告收入持續取得顯著增長，其中以零售、個人財務及教育相關領域的市
場份額增長幅度最大。《頭條日報》的財務表現遠超預期，不僅對本集團的整體年度業績產生積極貢獻，還
為大眾化的消費品類別提供有效的廣告媒介，補足了本集團旗下收費報章的表現。

本集團的英文商務及財經資訊報章《英文虎報》於本年度亦表現良好，其發行及廣告收入均錄得穩步增長。
廣告收入增長一方面受益於上市公司公告量隨著活躍的金融市場而上升，另一方面則受益於非通告類之廣
告業務的增長。編採方面，《英文虎報》繼續優化內容，尤其著重於財經及投資方面。《英文虎報》推出了新
投資周刊《The Standard Money》，並與《星島日報》合作推出了以學生為對象的兒童刊物《Goodies小小英語樂》。
這些行動有助拓闊《英文虎報》的讀者群及收入來源，以減輕取消上市公司在報章刊登付費通告之規定的影
響，而有關規定的第一階段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生效。

於本年度，《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繼續在所有主要市場錄得理想業績。全球經濟普遍好轉，但受到網絡廣
告的競爭所影響，海外市場的報章廣告開支卻有所減少。此外，繼續有一系列新刊物進入海外華人市場，
對廣告量及廣告頁收費都帶來壓力。儘管如此，有賴本集團先前對海外業務作出的投資，鞏固了旗下產品
及其讀者群，使海外業務足以應付競爭的壓力，並取得良好的收入增長。與此同時，管理層嚴格控制開支
及提升效益，來抵銷報紙紙張價格及能源成本高企的影響，以達致經營溢利的增長。

雜誌
本集團的雜誌業務於本年度面對激烈競爭。一方面，若干競爭對手進行減價促銷，另一方面，雜誌廣告開
支又受到來自其他媒體的壓力，其中尤以戶外媒體為甚。在此背景下，雜誌業務仍成功保持其市場地位，
並錄得收入增長和盈利狀況的改善。

旗艦雜誌《東周刊》繼續實行提升素質及品牌形象的策略，將刊物定位為優質的時事雜誌。《東周刊》在編採
方面作了一系列改進，並維持其售價，此外還成功吸引了一群高素質廣告客戶，當中尤以手錶、化妝品及
高檔品牌產品類別的廣告增幅最為顯著。平均廣告頁收費穩步上升，令收入及溢利率有所增長。

在文化潮流雜誌類別，《東TOUCH》繼續受推崇為最新時裝、美容、娛樂及文化潮流的指標；而《JET》亦已
確立其作為專注於優雅高質生活的雜誌之定位，並在二零零六年早段推出了一個更為輕巧的「迷你」版本。
通過與國際知名品牌合作及向廣告商提供嶄新的廣告模式，該兩本雜誌的廣告收入均能夠在競爭激烈的環
境下取得增長。《電腦廣場》繼續穩定發展，廣告收入有所增長，在專業資訊科技市場上的地位亦日益鞏固。

招聘媒體
於二零零六年，香港招聘廣告市場的情況愈趨嚴峻，越來越多的廣告商轉向收費偏低的網上招聘媒體，在
平面媒體市場上刊登招聘廣告的版面數量較上年下降4%。《JobMarket求職廣場》全年一直加強其網上平台，
令其網上收入增長三倍，但平面媒體收入則有所下降。該業務透過提供增值服務，包括提供特別為各行業
設計的招聘刊物及活動，來開拓新的收入來源。高級職位網站A-performers.com日益受到市場認可。與此同
時，持續教育產品EDUplus.com.hk仍繼續為市場的領導品牌，並在二零零六年度「HKMA/TVB傑出市場策劃
獎」榮獲兩個獎項。

非媒體業務
貿易
貿易業務於本年度錄得良好業績，國內數碼相機市場繼續其增長趨勢，令貿易業務收入增長9%。與此同時，
二零零六年的經營溢利亦較去年大幅增長129%，有賴整體經營環境改善，與及進軍包括其他攝影產品、手
袋及手錶等新產品範疇的多元化策略成功。該項業務將繼續充分利用其分銷網絡，審慎發掘新的商機。

其他非媒體業務
本集團擁有40%股權的寬頻內容與服務業務本年度表現受到價格競爭及市場飽和的影響，平均寬頻用戶收入
較去年下降近三分之一。因此，管理層已重新評估該投資的資產之價值。而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六年計入
29,500,000港元的減值撥備。

另一方面，本集團擁有70%股權的遠程教育與企業培訓業務，於本年度錄得可觀業績。與北京對外經濟貿易
大學合辦的遠程教育事務漸趨穩定並日益受到市場認可，為該業務提供了穩定的收入及溢利基礎。而企業
培訓業務因市場對其需求殷切，將取得進一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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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對本集團而言，二零零七年可謂挑戰與機遇並存的一年。一方面，市場競爭預計將維持激烈，而縱然報紙
紙張價格見頂，經營成本將持續高企。另外，取消上市公司在報章刊登付費通告的規定將對本集團的收入
及溢利產生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預計香港經濟將繼續向好，對整體廣告市場有利。本集團已成功建立平衡的媒體產品組合，將
可從本地及全球的經濟增長中受益。本集團進軍免費報章市場的策略已見成效，《頭條日報》不僅表現勝過
預期，更開拓了新的廣告收入來源，補足《星島日報》在地產廣告方面的傳統優勢。《頭條日報》將進一步專
注改善其內容及發行策略，以鞏固其市場上的領導地位，成為本集團增長及盈利的重要貢獻者。

為促進及支援其媒體業務發展，特別是《頭條日報》的業務，本集團最近公佈擴展生產設施計劃，包括租用
土地、興建一所全新印刷廠房及購入印刷設備，總資本開支現時預計約為290,000,000港元。管理層將審慎地
實行擴展計劃、嚴格訂定業務策略、拓闊本集團的收入來源及控制成本，以維持本集團的競爭優勢。

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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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本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5港仙，並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七日（星期四）派發予於二零
零七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一）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連同已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向股東派發
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本財政年度之全年股息總額將為每股普通股4.5港仙（二零零五年：4港仙（已
就二零零六年之股份合併作出調整後計算））。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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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收取末期股息之資格及符合資格
出席本公司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人士，必須不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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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金鐘匯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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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
本公司之股份合共61,244,000股，價格介乎每股0.34港元至0.71港元。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八日，本公司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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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每股面值0.20
港元之股份。在本公司之股份合併後，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八日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在聯交所進一步購回本公司之股份合共5,169,000股，價格介乎每股0.94港元至1.30港元。本公司隨後註銷於
本年度內購回之所有股份。除此之外，本公司於本年度內並無贖回，以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
度內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在有關期間內已採納並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
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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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本年度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列明之規定標準。

審閱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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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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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交所網站刊登資料
本公佈將刊登於聯交所網站。二零零六年年報亦將刊登於聯交所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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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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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珠迪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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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