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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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零七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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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254,223  1,974,394
銷售成本  (1,642,999)  (1,438,747)
毛利  611,224  535,647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24,305  184,681
分銷成本  (275,223)  (250,178)
行政開支  (305,186)  (305,788)
其他開支  (5,844)  (3,738)
收回衍生金融工具公平值虧損 4  98,671  -
撥回一筆應收貸款減值   -  57,416
總辦事處搬遷開支  -  (12,540)
融資成本  (7,002)  (3,679)
超過業務合併之成本  22,241  -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1,406  (14,314)
    聯營公司  (24)  (10)
撥回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減值   11,291  5,866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減值   (3,788)  (2,988)
除稅前溢利 5 182,071  190,375
稅項 6 (22,454)  (12,233)
本年度溢利  159,617  178,142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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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續) 
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59,617  178,142
    少數股東權益  -  -
  159,617  178,142
    
股息 7   
    中期  21,194  17,641
    建議末期     21,201  22,001
  42,395  39,642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利 － 
  （港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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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  18.52  20.06
    攤薄  18.05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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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78,345  277,278
投資物業  35,268  29,217
預付土地租賃款  27,013  -
商譽  857  -
其他無形資產  16,214  17,725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175,058  232,630
於聯營公司之權益  38,998  39,009
可供出售投資  7,512  7,799
遞延稅項資產  7,932  6,630
已繳按金  56,600  25,942
非流動資產總值  1,043,797  636,230
    
流動資產    
存貨  88,903  80,374
應收賬款 9 397,168  364,173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144,457  44,016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366,230  630,665
衍生性金融工具  7,242  4,957
貸款予共同控制公司  63,675  12,604
可收回稅項  8,925  387
已抵押定期存款  22,560  26,787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397,386  323,146
流動資產總值  1,496,546  1,487,109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0 129,344  103,21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72,794  318,637
衍生性金融工具  109,410  28,473
應付稅項  84,718  85,425
計息銀行借款  220,000  -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1,346  968
流動負債總值  817,612  536,720
    
流動資產淨值  678,934  950,389
    
已減流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1,722,731  1,58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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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續) 
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非流動負債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3,438  3,492
遞延稅項負債  48,034  20,452
非流動負債總值  51,472  23,944
    
資產淨值  1,671,259  1,562,675
    
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行股本  169,611  176,176
    儲備  1,480,447  1,364,498
    建議末期股息  21,201   22,001
  1,671,259  1,562,675
少數股東權益  -  -
股權總額  1,671,259  1,562,675
    
    
    
    
    
    
 



 

 5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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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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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財

務 申 報 準 則 」 ， 包 括 所 有 香 港 財 務 申 報 準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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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準則於二零零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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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準則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

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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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樓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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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準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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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準則。

除在若干情況下產生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政策及額外披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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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7號 金融工具：披露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資本披露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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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該等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的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 7 號「金融工具：披露」 
 
 該準則要求披露能使財務報表使用者能夠評估本集團之金融工具的重要性以及該

等金融工具所產生之風險的性質和程度。新披露事項載於財務報表各處。儘管本

集團的財務狀況或經營業績並無受到影響，但已經在適當情況下包括／修訂比較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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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影響 (續) 
 

(b)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列」（經修訂）－資本披露」 
 

 該修訂規定本集團須作出使財務報表使用者能評估本集團管理資本的目標、政策

及程序的披露事項。該等新的披露事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內。 
 
(c)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之範

圍」 
 
 該詮釋規定將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應用於本集團不能特定辨認部分或全部所

收取貨品或服務的任何安排，而本集團按代價授予股權工具或招致負債（根據本

集團股權工具的價值），及似乎少於所授予股權工具或所招致負債的公平值。由

於本公司只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向本集團僱員發行股本工具，因此，該詮釋對

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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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詮釋規定評估嵌入衍生工具是否須與主合同分開並作為衍生工具入賬的日期為

本集團首次成為合同一方的日期，且只有當出現引起現金流重大變化的合同變動

時，才進行重估。由於本集團並無須與主合同分開的嵌入衍生工具，因此，該詮

釋對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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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零零七年一月一日採納該詮釋，其規定，對於商譽或分類為可供出售

的投資或按成本列值的財務資產的股權工具投資，在先前中期期間已確認的減值

虧損不會在其後撥回。由於本集團先前並無就有關資產撥回任何減值虧損，因

此，該詮釋對本集團的財務狀況或經營業績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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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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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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列) 
分類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1,637,392 1,468,955 613,248 492,950 3,583 12,489 - - 2,254,223 1,974,394 
分類業務間之銷售 328 13,474 - - 109,148 93,417 (109,476) (106,891) - -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8,203 7,981 6,330 11,106 108,443 165,594 - - 122,976 184,681 
分類業務間之其他收入 4 4 - - 1,025 964 (1,029) (968) - - 
總計 1,645,927 1,490,414 619,578 504,056 222,199 272,464 (110,505) (107,859) 2,377,199 2,159,075 
分類業績 41,842 16,241 15,634 14,175 90,471 130,208 147,947 160,624 
撥回一筆應收貸款減值 - 57,416 
總辦事處搬遷開支 - (12,540) 
融資成本 (7,002) (3,679) 
超過業務合併之成本 22,241 - - - - - 22,241 -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23,290 17,050 - - (11,884) (31,364) 11,406 (14,314) 
    聯營公司 - - - - (24) (10) (24) (10) 
撥回應收共同控制公司 
  款項減值 10,425 5,866 - - 866 - 11,291

 
5,866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公司 
  款項減值 - - - - (3,788) (2,988) (3,788)

 
(2,988) 

除稅前溢利   182,071 190,375 
稅項   (22,454) (12,233) 
本年度溢利   159,617 17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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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類資料 — 業務分類 (續) 
 

 媒體 貿易 公司及其他 對銷 綜合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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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及負債  
分類資產 1,028,842 779,753 136,036 117,000 1,080,877 935,326 - - 2,245,755 1,832,079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157,885 193,855 - - 17,173 38,775 - - 175,058 232,630 
貸款予共同控制公司 - - - - 63,675 12,604 - - 63,675 12,604 
於聯營公司之權益 12 12 - - 38,986 38,997 - - 38,998 39,009 
未分類資產 16,857 7,017 
  
資產總值 2,540,343 2,123,339 
  
分類負債 278,310 232,278 35,993 48,419 197,245 169,630 - - 511,548 450,327 
未分類負債 357,536 110,337 
  
負債總值 869,084 56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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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回衍生金融工具公平值虧損 
 

本集團之庫務功能乃由司庫管理，其為本集團一名僱員（「司庫」）。由於其在截至

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未有遵守本集團若干投資指引，於二零零七年

十二月七日，司庫與本集團訂立兩項結算契據（「契據」）。根據該等契據的條款，

司庫將承擔若干黃金及遠期外匯衍生金融工具（「合約」）而招致的任何及一切虧

損、成本、費用、損失及負債。 
 
 與此同時，為使本集團（作為該等合約之主要義務人）減輕其日後可能因此而出現的

虧損，本集團已予司庫貿易信貸之便利，於結算日後可訂立若干受限制衍生工具合約

（「後續合約」）以對沖可能因該等合約而出現的虧損，而司庫將獨自負責因此而出

現的任何及所有虧損。司庫須於每月月底後一個月內，在計及司庫所訂立之後續合約

而產生的任何已變現收益或虧損後，結算因該等合約而出現的已變現虧損。 
 
 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因該等合約而出現的公平值虧損約 98,671,000 港

元，已記錄於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綜合收益表內。其中之

2,400,000 港元已獲司庫於結算日前結算。一項約 98,671,000 港元收回衍生金融工具公

平值虧損之收入，亦已記錄於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綜合收益表

內。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因該等合約而出現的未結算公平值虧損約

96,271,000 港元，已包括在該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內衍生金融負債一項。而相應的應

收司庫款項約 96,271,000 港元已記錄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內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

款項一項內。 
 
 於結算日後，司庫已陸續結算，而截至財務報表批准日期為止，司庫已結算合共

54,600,000港元。於結算日應收款項的尚未結算部分約41,671,000港元（於財務報表批

准日期尚未到期），已獲得公司一名主要股東何柱國先生於二零零八年四月十四日向

本集團作出銀行擔保7,400,000美元(約為57,720,000港元)所擔保。有鑑於司庫陸續結

算，加上其並無欠繳記錄，而於結算日尚未結算的應收款項有銀行擔保，董事認為，

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無須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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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利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利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收入 (24,842)  (23,239)
一項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789)  (1,053)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4,616)  (5,336)
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可供出售投資 (3,678)  -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155,193)  (107,455)
    衍生性金融工具—不符合對沖資格之交易 208,105  (4,127)
已出售存貨成本 867,538  751,121
折舊 51,595  36,151
無形資產攤銷 1,115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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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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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年內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9,465  11,076
            其他地區 72  40
        其他地區 10,918  4,062
    過往年度超額撥備 (4,531)  (381)
遞延 6,530  (2,564)
   
年內稅務開支總額 22,454  1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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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 2.5港仙 

  （二零零六年： 2.0港仙） 

 
21,194 

 
17,641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5港仙 

  （二零零六年： 2.5港仙） 

 
21,201  

 
22,001

   
 42,395  3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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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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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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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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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17 

 
178,142

   
 股份數目 
 二零 零七  二零零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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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056,781 

 
887,851,775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購股權 

 
22,235,299 

 
14,613,391

   
 884,292,080  902,4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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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412,239  379,068
減值 (15,071)  (14,895)
   
 397,168  36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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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264,107  217,066
31至60天 56,742  47,018
61至90天 33,767  49,287
91至120天 16,410  24,559
超過120天 41,213  41,138
   
 412,239  379,068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的變動如下：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14,895  14,660
已確認減值虧損 2,067  2,765
不能收回而撇銷的金額 (1,999)  (2,702)
匯兌調整 108  172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5,071  14,895

 
 個別減值的應收賬款15,071,000港元（二零零六: 14,895,000港元）乃有關有財政困難

或欠繳款項的客戶，預期只能收回部分應收款項。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

押品或其他信用提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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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 (續) 
 
 認為並無減值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264,077  217,066
31至60天 56,673  47,018
61至90天 33,687  49,287
91至120天 16,323  24,559
超過120天 26,408  26,243
   
 397,168  364,173

 
 既無逾期亦無減值的應收款項與為數眾多的多元化客戶相關，彼等並無近期欠繳記

錄。 
 
 逾期但並無減值的應收款項乃有關若干獨立客戶，彼等與本集團交易的記錄良好。根

據以往經驗，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結餘無須計提減值撥備，因有關信用質素並無重

大改變，且仍然認為可全數收回有關結餘。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

其他信用提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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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 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118,125  97,233
31至60天 5,207  3,374
61至90天 1,510  121
91至120天 2,766  228
超過120天 1,736  2,261
   
 129,344  103,217

 
 應付款項並不計息且一般須於 60 日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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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業務回顧 
 
媒體與媒體相關業務 
 
本集團之媒體業務於二零零七年受惠於蓬勃的經濟及活躍的廣告市場。香港的整體廣告

開支於本年度上升12%，其中以印刷媒體受益最大，投放在報章及雜誌的廣告開支分別錄

得7%及11%的增幅。在此背景下，本集團之媒體業務於本年度內取得優秀的業績。媒體

業務於二零零七年的收入為約1,637,400,000港元，相較於二零零六年約1,469,000,000港

元，上升11%。媒體業務之經營溢利（未計入應佔共同控制公司之溢利前）躍升超過

150%，由二零零六年約16,200,000港元增至二零零七年約41,800,000港元，主要歸功於本

集團在香港的中文報章及雜誌業務之增長，以及其海外報章業務盈利之提高。 

 

報章 
 
本集團擁有一系列平衡互補的報章產品，包括傳統的旗艦收費報章《星島日報》、勢頭

強勁的免費報章《頭條日報》與及其英文及海外報章，使本集團於二零零七年能充分把

握利好的市場環境優勢。 

 

《星島日報》貫徹其中產家庭優質報章的市場定位，並繼續提升其於財經、地產、教育

及生活時尚內容方面的編採質素。報章在讀者及廣告商之間的受歡迎程度與日俱增，足

見此業務策略成效顯著。根據一項獨立調查顯示，於二零零七年年底，《星島日報》的

讀者人數在香港中文收費報章中排行第四。事實上，《星島日報》的讀者人數從二零零

二年至二零零七年連續五年錄得增長，乃香港唯一一份收費報章取得如此佳績。這全賴

編採隊伍努力不懈，憑著專業精神，竭力為目標讀者度身訂造最優質的內容。一如往

年，《星島日報》在編採方面的出色表現使其於二零零七年在業內屢獲殊榮，其中在由

「香港報業公會」舉辦的「香港最佳新聞獎」中，《星島日報》就贏得七項獎項。 

 

在廣告方面，《星島日報》的收入於二零零七年增長良好，尤其是銀行／投資及教育類

別的廣告。這不僅代表《星島日報》在財經及教育界別的地位愈來愈受到肯定，同時亦

顯示該報章的廣告客戶類別及廣告收入來源正不斷擴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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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旗下以普羅讀者為目標的中文免費報章《頭條日報》，於本年度內為本集團之營

業額及溢利帶來重大貢獻。《頭條日報》已確立在免費報章市場中的領導地位。為滿足

讀者的需求，經香港出版銷數公證會核實的平均發行量已增至逾700,000份。根據一項於

二零零七年九月所進行的獨立調查顯示，《頭條日報》的讀者人數已攀升至1,711,000
人，較二零零六年五月的數字增加35%，在免費報章市場中，較其直接競爭對手的讀者人

數多出76%。儘管《頭條日報》獨佔鰲頭，但仍精益求精，務求為讀者帶來優質豐富的編

採內容。於本年度內，《頭條日報》網羅了多位著名作家，就政治、財經及時事等題目

撰寫專欄，而強化後的編採隊伍製作了一系列獨家新聞故事，又出版號外使讀者緊貼社

會脈搏。其網站www.hkheadline.com跨步向前，瀏覽人次於本年度穩步上升，平均訪問人

次躍升三倍，而登記會員人數亦突破100,000人。在廣告方面，本年度收入錄得顯著增

長，其中尤以銀行、醫藥及教育類別廣告為然，擴大了本集團在廣告市場內所佔的份

額。 

 

《英文虎報》於本年度上半年錄得理想的業績，此乃受惠於上市公司、新發行人及金融

產品供應商刊登的廣告量隨著活躍的金融市場而上升。然而，香港交易所廢除上市公司

在報章刊登付費公告的強制性規定於本年度第二季末開始生效，並於二零零七年年底全

面實施，對《英文虎報》收入及溢利構成負面影響。此項政策變更促使《英文虎報》於

二零零七年九月採取重要的策略決定，轉型為免費報章，針對擁有優質生活品味及高消

費力的商界人士及年青專業人士。轉型後之《英文虎報》成為香港發行量最大的英文報

章，獲得讀者受落，並正開拓新的廣告收入來源。 

 

《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於二零零七年大部分時間均表現良好，惟最後一季美國的次按

危機以及其後的經濟放緩，減慢了業務於年末的增長。此外，《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

除了需要面對固有對手的競爭外，同時亦要應付新加入的對手之挑戰，當中包括網上媒

體及免費刊物。然而，海外業務透過提升其生產能力、加強專注於核心廣告市場、開發

新發行渠道、精簡分銷方面的經常費用以及採取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繼續致力鞏固業

務基礎，提高經營效益。經過多方面的努力，海外業務於本年度的經營溢利整體而言穩

健增長。 

 

雜誌 
 
本集團的雜誌業務於二零零七年取得可觀進展。本地投放在雜誌市場的廣告開支增加

11%，而早前的減價戰亦已緩和，故競爭相對穩定。旗下產品組合擁有穩固的業務基礎，

又奠定了強勁的品牌地位，是以雜誌業務的廣告收入升幅勝於行業整體增長，而旗下所

有雜誌均錄得穩健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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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周刊》一直致力提升質素及其品牌形象，將刊物定位為優質資訊娛樂雜誌，其努力

於二零零七年再度取得成果，廣告收入錄得雙位數字升幅，當中尤以高檔廣告商，包括

時裝、手錶及品牌產品之廣告增長最為顯著；與此同時，發行量及讀者人數亦繼續上

升。根據一項獨立調查顯示，《東周刊》於二零零七年的平均讀者人數已升至437,000
人，較二零零六年增加8%，讀者人數位列全港雜誌第三位。此外，《東周刊》澳門版推

出後，成功進佔當地資訊娛樂雜誌之首。 

 

《東TOUCH》保持其作為潮流型格雜誌領導者的昭著聲譽，同時提供有效的廣告平台，

為多個高檔品牌與時尚產品宣傳潮流形象，爭取年青消費市場，其廣告收入於二零零七

年錄得可觀的增幅。《東TOUCH》亦推出網站www.easttouch.com.hk，以加強其與讀者的

互動及建立讀者的忠誠度。《JET》專注於高價廣告市場，並成功在最高級廣告領域佔一

席位。透過與客戶緊密合作，創作增值廣告形式，《JET》得以大幅提升其收入及溢利。

《電腦廣場》繼續穩定發展，在專業資訊科技市場上的地位日益鞏固。為令其雜誌產品

組合更全面，雜誌業務於二零零七年收購了本地著名手錶雜誌《游絲腕錶雜誌》，藉以

增加其於高質市場領域的影響力。 

 

招聘媒體 
 
香港招聘廣告市場於二零零七年的競爭仍然非常激烈，儘管失業率下跌至接近十年新

低，而多個行業亦開設新的職位，但愈來愈多的招聘者及求職者從平面媒體轉向網上媒

體。此外，平面及網上招聘媒體市場的價格競爭亦相當劇烈，二零零七年的平面招聘廣

告之平均每頁廣告收費相較二零零六年下跌9%。在此行業環境下，《JobMarket求職廣

場》依然成功保持其於平面市場的份額。同時，該刊物的網上招聘業務，在二零零七年

通過積極擴展取得22%的增長，更於「香港企業領袖品牌2007」贏得「卓越招聘網站品

牌」的殊榮。 

 

為拓展業務範疇，本集團之招聘媒體業務於二零零七年十月推出香港首個互動智能招聘

平台headlinejobs.hk。該網站的目標對象為具備大學程度的年輕求職者，透過使用先進的

招聘軟件系統，大大提升申請人與僱主之間的配對成效。自推出以來，該網站已吸納了

大批活躍於招聘市場的年青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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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運作 
 

為促進及支援本集團之媒體業務的發展，特別為應付其免費報章的印刷需要，本集團在

將軍澳工業園興建一所全新印刷廠房，並已於二零零七年年底投入運作。截至二零零七

年年底，本集團對該設施的總資本投資為約370,000,000港元，當中包括土地、廠房及印

刷機器。此外，本集團又於二零零七年十月收購旗下報章印刷合營企業其餘50%權益。此

等項目大大提高本集團的印刷能力，正好解決了由於本集團旗下報章的發行量不斷上升

而令原有之印刷設備不敷應用的問題，亦為本集團帶來更高的生產靈活性及效益，同時

使其能更有效地控制印刷開支，這在生產成本持續受到通脹壓力的情況下尤其重要。 
 

非媒體業務 
 

貿易 
 
本集團的貿易業務表現穩定，其收入於本年度內增加24%，而經營溢利亦較去年增長

10%。由於國內經濟及消費市場蓬勃發展，市場對數碼相機的需求殷切，貿易業務已投放

更多銷售及市場推廣資源，以把握持續擴大的市場。然而，單位價格因市場漸趨成熟及

來自其他品牌的競爭而受壓。貿易業務將繼續物色新產品範疇，以利用其現有之分銷網

絡，從而提升其收入及溢利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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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零七年繼續面對嚴峻的市場環境，並於

二零零七年錄得經營虧損。有鑑於該業務競爭能力較弱，前景未見明朗，該合營企業已

經於二零零八年年初將其寬頻資產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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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步發展，而企業培訓業務則繼續開發新商機，尤其是

網上英語及普通話培訓課程。 

 

展望 
 

外在經濟環境受美國次按危機影響而趨壞及金融市場下滑，均為二零零八年的展望添上

憂慮。不過，由於香港的經濟基礎穩固，本集團對二零零八年的廣告市場仍抱持審慎樂

觀的態度。另一方面，由於通脹加劇，原料的成本自年初已有大幅攀升之勢，當中尤以

白報紙的價格為甚，而薪酬成本亦因通脹而上升。上述因素皆對本集團業務於二零零八

年之盈利構成壓力。管理層將密切注視市場變動，並迅速作出所需調整，同時亦將盡力

提升效益和控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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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數年間，本集團開展了一系列的項目，包括其免費報章業務及於將軍澳工業園的

新印刷廠房，成功強化了其於平面媒體市場的競爭力。透過有效的資源分配，本集團已

建立了多元化的產品組合，在經濟周期內互相補足。傳統的報章及雜誌業務奠定了穩固

的業務根基及溢利基礎，而新開發的免費報章，包括《頭條日報》及《英文虎報》，將

有助推動本集團的未來發展。本集團將繼續根據其成功的經驗前進，並集中資源發展其

核心媒體業務。 

 
僱員 
 
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約2,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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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二零零八年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派發予於二零零八年五月八日（星期四）名列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

連同已於二零零七年十月八日向股東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5港仙，本財政年度之

全年股息總額將為每股普通股5港仙（二零零六年：4.5港仙）。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零零八年五月五日（星期一）至二零零八年五月八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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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不遲於二零零八年五月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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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年度，本公司在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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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6,000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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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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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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惟下文列明及闡釋當中有偏離

企業管治守則之部份守則條文。 
 

因成本與效益的考慮，董事會於本年度舉行了三次定期會議而非守則條文A.1.1所規定之

四次。董事會的定期會議考慮及批准（其中包括）本集團之全年業績、中期業績及年度

預算。 

 
根據守則條文E.1.2，董事會主席應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年大會。董事會主席因有未能預

計之商業事務處理而未能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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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年業績及年報的公怖  
 
本公佈在聯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singtaonewscorp.com 上登載。

二 零 零 七 年 年 報 亦 將 在 聯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singtaonewscorp.com 上登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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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八年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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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