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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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零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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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連同二零零六年

同期之比較數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七年 

（未經審核） 

 二零零六年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1,065,628  937,336
銷售成本  (771,820)  (722,469)
    
毛利  293,808  214,867
其他收入及收益  84,043  66,019
分銷成本  (124,976)  (94,499)
行政開支  (139,419)  (130,832)
其他開支  (6,524)  (4,298)
撥回一筆應收貸款減值 3 -  57,416
總辦事處搬遷開支  -  (13,969)
融資成本  (978)  (2,056)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0,678  (18,724)
 聯營公司  (23)  9
撥回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減值淨額  5,906  3,028
    
除稅前溢利 4 122,515  76,961
稅項 5 (15,797)  (3,051)
    
期內溢利  106,718  7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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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續) 
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七年 

（未經審核） 

 二零零六年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下列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6,718  73,910
 少數股東權益  -  -
  106,718  73,910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利－（港仙） 6   

基本  12.20  8.27
 攤薄  11.92  8.22
    
每股股息 — （港仙）  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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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零零六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5,738  277,278
投資物業  30,685  29,217
其他無形資產  17,168  17,725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182,812  232,630
於聯營公司之權益  38,999  39,009
可供出售投資  7,799  7,799
遞延稅項資產  6,695  6,630
已繳按金  99,696  25,942
非流動資產總額  659,592  636,230
   
流動資產   
存貨  88,209  80,374
持作出售物業  23,650  -
應收賬款及票據 7 357,148  364,173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41,214  44,016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金融資產  616,220  630,665
衍生性金融工具  3,957  4,957
貸款予一間共同控制公司  12,700  12,604
可收回稅項  1,047  387
已抵押定期存款  28,100  26,787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380,706  323,146
流動資產總額  1,552,951  1,487,109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8 85,143  103,21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14,486  311,199
衍生性金融工具  43,973  28,473
應付稅款  99,759  85,425
計息銀行及其他借款  107,509  968
流動負債總額  550,870  529,282
   
流動資產淨值  1,002,081  957,827
   
已減流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1,661,673  1,594,057
   
非流動負債   
計息銀行及其他借款  3,956  3,492
長期服務金撥備  6,551  7,438
遞延稅項負債  20,459  20,452
非流動負債總額  30,966  31,382
   
資產淨值  1,630,707  1,562,675



 4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續) 
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零零六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行股本  171,951  176,176
 儲備  1,458,756  1,364,498
 建議末期股息  -  22,001
  1,630,707  1,562,675
少數股東權益  -  -
   
股權總額  1,630,707  1,56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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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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年度全年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多項於二零零七年一月一日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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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首次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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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修訂本） 資本披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金融工具：披露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7號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 

    惡性通貨膨脹經濟中之 
    財務報告應用重列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重新評估嵌入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列已頒佈但仍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
團正評估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惟現階段未能釐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是否會對經營業績及財務狀況之編製及呈列方式造成重大影響。該等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可能導致未來業績及財務狀況之編製及呈列方式造成變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 經營分類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1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 
    集團與庫務股份交易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2 號 特許服務權安排 3 
 
 1

於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2 於二零零七年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3 於二零零八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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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每個業務分類代表一個策略業務單位，各單位

所提供之產品和服務承受與其他業務分類不同之風險與回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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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媒體 貿易 公司及其他 對銷 綜合 

 二零零七 二零零六 二零零七 二零零六 二零零七 二零零六 二零零七 二零零六 二零零七 二零零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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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外客戶銷售 773,029 698,878 290,491 236,583 2,108 1,875 - - 1,065,628 937,336 
分類業務間之銷售 364 52 - - 59,689 38,232 (60,053) (38,284)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6,863 820 (83) 159 16,100 14,404 - - 22,880 15,383 
分類業務間之其他收入 79 2,386 - - 513 376 (592) (2,762) - - 
總計 780,335 702,136 290,408 236,742 78,410 54,887 (60,645) (41,046) 1,088,508 952,719 
分類業績 37,227 16,980 8,819 4,423 (277) (19,242) 45,769 2,161 
利息及股息收入 10,248 11,316 
未分類收益淨額 50,915 37,780 
撥回一筆應收貸款減值 - 57,416 
總辦事處搬遷開支 - (13,969) 
融資成本 (978) (2,056)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2,678 9,904 - - (2,000) (28,628) 10,678 (18,724) 
  聯營公司 (9) 9 - - (14) - (23) 9 
撥回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減值淨額 6,909 3,395 - - (1,003) (367) 5,906
 

3,028 
除稅前溢利   122,515 76,961 
稅項   (15,797) (3,051) 
期內溢利   106,718 73,910 



 7

3. 撥回一筆應收貸款減值 
 

過往年度，本集團向一名合營者之控股公司批出一筆 57,000,000 港元（人民幣 60,000,000

元）之貸款（「貸款」）。當時董事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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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就該筆貸款作全額減值。於二零零六年六月及於

二零零六年六月三十日後，借款人意料之外地償還該筆貸款主要部份，故此，往年貸

款減值已計入截至二零零六年六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收益表，作為撥回減值之收益入

賬。詳情已於本公司二零零六年之年報內披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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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七  二零零六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無形資產  558  581
折舊  20,743  15,514
投資收入  (17,009)  (9,504)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2,653)  (3,009)
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  (263)
衍生性金融工具及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金融 
  資產之公平值收益淨額 

  
(3,256) 

 
1,540

出售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金融資產之收益 

  淨額 

  
(30,652) 

 
(3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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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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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六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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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七  二零零六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期內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13,256  1,063
      其他地區  -  11
    其他地區  2,526  1,599
  過往期間之撥備不足  2  436
遞延  13  (58)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15,797  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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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利 
 
 每股基本溢利乃按期內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及期內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數計算。 

 
 每股攤薄溢利乃按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溢利之期內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計

算。用作計算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為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溢利之期內已發行普通股數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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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及攤薄溢利乃按下列基準計算：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七  二零零六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溢利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  106,718  73,910
    
  股份數目 
股份    
期內已發行普通股加權平均數用作計算每股 
  基本溢利 

  
874,392,675 

 
893,802,465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數：購股權  21,019,204  5,038,769
    
  895,411,879  898,841,23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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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及票

據根據款項到期日之賬齡分析載列如下：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

  (未經審核)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264,078  217,066
31至60日  34,858  47,018
61至90日  22,039  49,287
91至120日  11,413  24,559
超過120日  44,470  41,138
    
  376,858  379,068
減：減值  (19,710)  (14,895)
    
  357,148  364,17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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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

  (未經審核)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64,221  97,233
31至60日  12,918  3,374
61至90日  1,259  121
91至120日  1,147  228
超過120日  5,598  2,261
    
  85,143  10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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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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零七年上半年，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盈利均錄得顯著增長。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

日止六個月（「本期內」），本集團之綜合收入為約1,065,600,000港元，相較於截至二零零

六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去年同期」）約937,300,000港元，上升13.7%。本集團之業務

受惠於持續向好的本地經濟及廣告市場，加上旗下免費報章的進展令人鼓舞，令本集團錄

得優秀之財務業績。本集團於本期內之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利為約106,700,000港元， 相

較於去年同期約73,900,000港元，增幅達44.4%。 

 

媒體與媒體相關業務 
 

本集團之媒體業務於本期內錄得優秀業績，經營溢利增長達119.2%。收入由去年同期約

698,900,000港元增加至本期內約773,000,000港元，而媒體分類溢利由約17,000,000港元上升

至約37,200,000港元。 

 

報章 
 

於二零零七年上半年，香港經濟保持蓬勃，房地產及股票市場亦持續活躍。於本期內，香

港廣告市場整體增長超過7%，當中尤以銀行及投資、地產及零售類別的廣告量增幅最為顯

著。雖然本地報章的營商環境良好，但行內競爭維持激烈。《星島日報》貫徹其清晰的市

場定位，繼續為中產讀者提供一份優質報章，並專注於財經、地產及教育方面之內容，因

而成功擴大發行，亦增加廣告市場份額，兩者於本期內均較去年同期錄得雙位數字的升

幅，而其廣告客戶類別及數量亦不斷增加。 

 
同時，本集團之免費報章《頭條日報》於本期內表現出色，為本集團業績產生理想貢獻。

剛於七月慶祝創刊兩周年的《頭條日報》，已確立在香港免費報章中的領導地位，並且廣

受認可為高效益的廣告媒介。《頭條日報》為滿足讀者需求，平均發行量已增加至約700,000

份。根據艾德惠研市場研究有限公司於二零零七年三月的最新市場調查顯示，《頭條日報》

的讀者人數高達1,552,000人，大幅拋離競爭對手，進一步擴大優勢。於本期內，《頭條日

報》在廣告方面錄得強勁增長，顯示免費報章已深受廣告商認同。此外，透過不斷優化編

採內容及派發渠道，《頭條日報》 不但成功鞏固其於免費報章市場的領導地位，同時亦

成為本集團報章業務之增長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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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虎報》於上半年表現良好，主要歸因於活躍的金融市場帶動了上市公司公告量和銀

行及投資類別廣告量。然而，隨著取消上市公司在報章刊登付費公告的第一階段在二零零

七年六月開始實施，《英文虎報》的廣告收入預期將受到顯著影響。《英文虎報》已積極

採取一系列的措施，包括減低成本，以應付該變動，同時《英文虎報》亦剛宣佈轉型為免

費報章，此項策略決定將有助《英文虎報》吸納新的讀者，同時亦能開拓新收入來源。 
 

於本期內，《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在所有主要市場均錄得穩健業績。縱然受到行內免費

報章及網上媒體的激烈競爭，與及美國地產及消費市場放緩的影響，令海外業務的收入增

長溫和，但由於報紙紙張價格漸趨穩定，同時本集團嚴謹地控制成本，從而提升溢利率，

使該業務於本期內之經營溢利錄得理想增長。 

 

雜誌 
 

本集團之雜誌業務在競爭激烈的經營環境下，於本期內的收入及盈利狀況仍取得穩定增

長。透過致力提升其市場定位和優化內容及印刷質素，《東周刊》的讀者及廣告客戶類別

及數量持續增加。由於成功吸納高檔及品牌產品客戶，《東周刊》於本期內的廣告量及平

均廣告頁收費均有所上升，從而提高其廣告收入。《東TOUCH》及《JET》採用類似策略，

專注發展高價廣告市場，抓緊名牌及時尚產品的廣告支出逐漸流向優質潮流雜誌的趨勢。

另一方面，《電腦廣場》進行了一系列的內容革新，而其發行量及廣告收入均錄得一定的

升幅。為令其雜誌產品組合更全面，本集團於近期收購了一本本地著名手錶雜誌，預期將

提高本集團於高檔領域的市場地位。 

 

招聘媒體 
 

本集團之招聘廣告業務於本期內繼續受壓於來自網上招聘媒體的競爭。儘管整體平面招聘

媒體市場相較去年同期縮減6%，《JobMarket求職廣場》仍成功保持其市場份額；而為彌補

平面招聘媒體市場的縮減，《JobMarket求職廣場》亦積極擴展網上招聘業務。旗下招聘網

站A-performers.com舉辦了多項大型活動，藉此提升品牌知名度，而EDUplus.com.hk則維持

其於持續教育廣告方面之發展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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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媒體業務 
 

貿易 
 

本集團之貿易業務於本期內之收入相較去年同期增加22.8%，而貿易分類溢利則由約

4,400,000港元上升至約8,800,000港元，增幅達99.4%。由於國內經濟及消費市場於二零零七

年上半年蓬勃發展，市場對數碼相機的需求殷切，本集團的貿易業務成功把握市場擴大的

機遇以增加銷售額。規模經濟所帶來的效益令溢利率提升，同時貿易業務採多元化發展，

進軍新產品範疇，進一步提升收入及溢利表現。 

 
其他非媒體業務 
 

縱然本集團擁有40%股權的寬頻內容與服務業務於本期內繼續面對困難之市場環境而錄得

與去年同期相若的經營虧損，本集團擁有70%股權的遠程教育與企業培訓業務則錄得盈

利，與北京對外經濟貿易大學合辦的遠程教育項目已成為該業務的收入及溢利基礎，而企

業培訓項目則為該業務提供了發展潛力，當中尤以網上英語及普通話培訓課程最具前景。 

 

展望 
 

有賴本集團近年致力發展其媒體產品及開拓廣告客戶來源，本集團於二零零七年上半年錄

得理想業績。同時報紙紙張價格趨向平穩及本集團的審慎投資政策帶來之良好回報亦為業

績帶來正面貢獻。本集團對下半年的前景抱持審慎樂觀的態度。 

 

近期金融市場波動或對營商氣氛產生不利影響。取消上市公司在報章刊登公告的規定促使

《英文虎報》改變業務模式，為其未來發展增添變數。另一方面，鑑於人力資源及其他經

營成本有上漲的趨勢，本集團將嚴格監控其開支，並採取適當的措施以控制成本。 

 

本集團已為其長遠發展奠定基石，並正以穩健步伐前進。本集團已建立多元化的產品組

合，其中以傳統的報章及雜誌提供穩健的業務基礎，而新產品則為未來發展帶來推動力，

當中尤以《頭條日報》的增長勢頭最為強勁。本集團的新印刷廠房亦正按計劃如期興建中，

將有助本集團業務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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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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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港仙（去年同期：2港仙），並於二零零七

年十月八日（星期一）派予於二零零七年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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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由二零零七年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一）至二零零七年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止

（首尾兩天包括在內）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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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不遲於二零零七年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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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佳登捷時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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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內，本公司在聯交所以介乎每股1.14港元至1.30港元之價格，購回本公司之股份合

共21,1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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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上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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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主席因有其他事務處理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零零七年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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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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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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討論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 
 
在聯交所及本公司之網站刊登資料 
 
本公佈可在聯交所的網站(www.hkex.com.hk) 「最新上市公司訊息」一欄及本公司的網站

（www.singtaonewscorp.com/chinese/investor_relations_announce.asp）覽閱。二零零七年之

中期報告亦將可在聯交所的網站(www.hkex.com.hk) 「最新上市公司訊息」一欄及本公司

的網站（www.singtaonewscorp.com/chinese/investor_relations_annual_report.asp）覽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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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珠廸女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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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