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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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零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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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連同二零零七年

同期之比較數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未經審核） 

 二零零七年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1,210,263  1,065,628
銷售成本  (930,446)  (771,820)
    
毛利  279,817  293,80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85,382)  84,043
分銷成本  (129,513)  (124,976)
行政開支  (150,636)  (139,419)
其他開支  (1,755)  (6,524)
收回衍生金融工具公平值虧損  62,196  -
融資成本  (4,741)  (978)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0,725  10,678
 聯營公司  36,501  (23)
撥回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減值／（減值）淨額  (2,150)  5,906
    
除稅前溢利 3 15,062  122,515
稅項 4 8,012  (15,797)
    
期內溢利  23,074  106,718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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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續) 
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未經審核） 

 二零零七年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3,074  106,718
 少數股東權益  -  -
  23,074  106,718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利－（港仙） 5   

基本  2.72  12.20
 攤薄  2.69  11.92
    
每股股息 — （港仙）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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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零零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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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903  678,345
投資物業  35,139  35,268
預付土地租賃款  26,663  27,013
商譽  857  857
其他無形資產  15,651  16,214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155,262  175,058
於聯營公司之權益  56,364  38,998
可供出售投資  7,512  7,512
遞延稅項資產  8,387  7,932
已繳按金  14,847  56,600
非流動資產總值  1,034,585  1,043,797
   
流動資產   
存貨  123,787  88,903
應收賬款 6 397,974  397,168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134,793  144,457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254,662  366,230
衍生性金融工具  2,369  7,242
貸款予共同控制公司  66,179  63,675
可收回稅項  12,357  8,925
已抵押定期存款  5,158  22,560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308,579  397,386
流動資產總值  1,305,858  1,496,546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7 116,743  129,34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27,246  272,794
衍生性金融工具  77,294  109,410
應付稅項  76,561  84,718
計息銀行借款  115,569  220,000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1,244  1,346
流動負債總值  614,657  817,612
   
流動資產淨值  691,201  678,934
已減流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1,725,786  1,722,731
   
非流動負債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2,647  3,438
遞延稅項負債  47,010  48,034
非流動負債總額  49,657  51,472
   
資產淨值  1,676,129  1,67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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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續) 
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零零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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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81  169,611
 儲備  1,506,748  1,480,447
 建議末期股息  -  21,201
  1,676,129  1,671,259
少數股東權益  -  -
   
股權總額  1,676,129  1,67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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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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七年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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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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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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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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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4 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 
    界定利益資產的限制、最低資 
    金要求和兩者的互相關係 
 
 本集團並無應用下列已頒佈但仍未生效之新訂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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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列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 綜合及單獨財務報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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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號 客户忠誠度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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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3 於二零零八年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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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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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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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類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845,067 773,029 363,338 290,491 1,858 2,108 - - 1,210,263 1,065,628 
分類業務間之銷售 1 364 - - 62,700 59,689 (62,701) (60,053) - -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0,536 6,863 1,520 (83) (35,242) 77,263 - - (23,186) 84,043 
分類業務間之其他收入 - 79 - - 745 513 (745) (592) - - 
總計 855,604 780,335 364,858 290,408 30,061 139,573 (63,446) (60,645) 1,187,077 1,149,671 
  
分類業績 13,400 37,227 7,537 8,819 (46,210) 60,886 (25,273) 106,932 
融資成本 (4,741) (978)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0,263 12,678 - - 462 (2,000) 10,725 10,678 
  聯營公司 - (9) - - 36,501 (14) 36,501 (23) 
撥回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減值／（減值）淨額 - 6,909 - - (2,150) (1,003) (2,150)
 

5,906 
    
除稅前溢利   15,062 122,515 
稅項   8,012 (15,797) 
    
期內溢利   23,074 10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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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利 
 
 除稅前溢利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無形資產  563  558
預付土地租賃款之確認  351  -
折舊  38,103  20,743
投資收入  (4,823)  (17,009)
來自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622)  (2,653)
公平值虧損／（收益）之淨額: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63,762  (50,408)
  衍生性金融工具–不符合對冲資格之交易*  46,847  1,325

 
* 包括有待從一名僱員收回之若干商品合約及遠期貨幣合約公平值虧損 62,196,000 

（二零零七年: 無）港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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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二零零七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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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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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4  13,256
      其他地區  20  -
    其他地區  2,958  2,526
  過往期間之撥備不足／（超額撥備）  (12,957)  2
遞延  (1,207)  13
    
期內稅項開支／（抵免）總額  (8,012)  1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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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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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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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已發行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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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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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74  10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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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655,493 

 
874,392,675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數：購股權  9,565,702  21,019,204
    
  857,221,195  895,41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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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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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根據

款項到期日之賬齡分析載列如下：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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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291,028  264,107
31至60天  35,081  56,742
61至90天  30,831  33,767
91至120天  14,380  16,410
超過120天  41,595  41,213
    
  412,915  412,239
減值  (14,941)  (15,071)
    
  397,974  397,16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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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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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83,144  118,125
31至60天  21,528  5,207
61至90天  1,565  1,510
91至120天  2,578  2,766
超過120天  7,928  1,736
    
  116,743  12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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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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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從事貿易和遠程教育與企業培訓。 

 
本集團於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期內」）錄得綜合收入約 1,210,300,000

港元，相較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去年同期」）約 1,065,600,000 港元上升

13.6%。綜合收入的增幅主要來自本集團在香港的報刊之收入增長，以及本集團貿易業務的

營業額上升。然而，《英文虎報》所面對的業務變化導致收入減少，以及金融巿場明顯轉

弱而令本集團的庫房資產的投資回報下跌，導致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於本期內減少

至約 23,100,000 港元，而去年同期則為約 106,700,000 港元。 

 
媒體與媒體相關業務 
 
本集團的媒體及媒體相關業務的收入錄得增長，由去年同期約 773,000,000 港元增至本期內

約 845,100,000 港元，主要受本集團的香港報章及雜誌廣告收入增加所推動，其中尤以免費

報章《頭條日報》的表現最為突出。然而，《英文虎報》的收入隨著取消上市公司在報章

刊登付費公告的强制性規定而減少約 43,000,000 港元，加上整體生產成本飆升，及折舊開

支因應新印刷廠房的投產而有所增加，令媒體業務之經營溢利由去年同期約 37,200,000 港

元減至本期內約 13,400,000 港元。 

 
報章 
 
本期內，本集團的旗艦收費報章《星島日報》錄得穩定且令人滿意的業績。《星島日報》

以為中產讀者提供一份高質素報章為己任，其堅持及努力使該報的發行量及讀者人數持續

上升，同時廣告收入亦繼續按其勢頭於本期內穩步增長，當中尤以銀行服務類別的廣告為

甚。面對銷售成本上漲，特別是白報紙價格不斷攀升，加上薪酬及其他成本增加，《星島

日報》嚴格控制營運開支，成功維持其盈利能力。 

 

本期內，《頭條日報》繼續對本集團的收入及溢利作出重大貢獻，其廣告收入增長超越巿

場平均數，而廣告量及廣告頁收費均有穩健增長。《頭條日報》的平均發行量維持逾700,000

份，而讀者人數依然大幅拋離競爭對手。為慶祝三週年及滿足讀者及廣告商對周末報章的

需求，《頭條日報》在本年七月推出周六版。此外，頭條網(www.hkheadline.com)也加以升

級，提供即時新聞與其他獨特及互動的內容，成為最全面及簡便易用的門戶網站之一，服

務本地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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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英文虎報》的業績隨著取消上市公司在報章刊登付費公告的規定於去年生效，

而受到不利影響。為開創新收入來源，《英文虎報》由二零零七年九月起以免費報章模式

經營，平均發行量增至逾 200,000 份。雖然失去付費公告的收入及加大發行量提高了成本，

導致溢利受挫，但免費報章吸引了新類別的廣告，其進展令人鼓舞。 

 

縱使北美及歐洲巿場受金融巿場波動及經濟不景氣的陰影籠罩，《星島日報》海外業務依

然在本期內維持其整體業務表現。面對免費刊物及其他媒體的競爭，其發行量仍錄得輕微

增長。為了應付白報紙及其他物料成本急升的壓力，《星島日報》海外業務致力改善營運

效益，例如於本年七月起採用較細小的報章版式，從而節省白報紙的使用量。 

 
雜誌 
 
本期內，本集團的雜誌業務錄得理想表現，在收入及盈利方面均有穩定增長。旗艦雜誌《東

周刊》的進步最為突出，在廣告收入、發行收入及讀者人數均有雙位數字增長。《東周刊》

擁有高質素內容，並以高檔的巿場定位，建立優質的讀者及廣告商基礎，以締造持續向好

的經營業績。《東 Touch》採用類似的市場策略，在廣告方面亦表現理想，但時尚類別雜誌

的競爭預期將會加劇。《JET》及《Spiral》在收入及溢利方面均錄得一定的增長。在電腦及

資訊科技類別方面，縱使有部份廣告開支正從專業雜誌轉移至綜合性的雜誌，但《電腦廣

場》仍能維持其巿場佔有率。 

 
招聘媒體 
 
本期內，招聘廣告繼續逐步由印刷媒體轉移至網上媒體。於上半年，印刷招聘巿場的廣告

收入減少14%。雖然《JobMarket求職廣場》的整體業績受到該趨勢的不利影響，然而其網

上招聘收入亦穩步增長。與此同時，本集團於去年十月推出的新求職網站「headlinejobs.hk」，

其巿場佔有率不斷擴大，以張貼的職位平均數計算，已成為香港第二大的求職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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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媒體業務 
 
貿易 
 

在上半年，儘管國內市場對於數碼相機的需求依然殷切，但由於行內競爭劇烈，單位售價

受壓。通脹的環境亦推高了經營開支，薪酬及其他員工成本上升，進一步拖低利潤。本期

內，本集團的貿易業務錄得收入約 363,300,000 港元，而去年同期則錄得約 290,500,000 港元。

然而，貿易業務的溢利在本期內下跌至約 7,500,000 港元，去年同期則為約 8,800,000 港元。 

 
其他非媒體業務 
 

本集團的非媒體業務主要包括本集團擁有 70%股權的北京經華智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經

營遠程教育與企業培訓業務。本期內，與北京對外經濟貿易大學合辦的遠程教育業務保持

平穩。另一方面，為迎合巿場需求，企業培訓業務將其重點投放在以企業及個人客戶為對

象的英語培訓課程。 

 
展望 
 
二零零八年開始時，巿場普遍明朗樂觀，但各種挑戰在上半年內逐步浮現。美國金融失衡

對全球造成影響，世界經濟也逐漸放緩，甚至步入衰退。與此同時，高原料價格導致通脹

高企，帶動成本上升，令經營環境更加困難。有見及此，本集團對下半年的前景持審慎態

度。管理層將時刻警覺，審時度勢，致力實現集團最大的營運效益，以及維持最有利的成

本架構。 

 

本集團重視質素的策略，使旗下的核心媒體產品在日趨嚴峻的巿場環境下，仍能維持集團

的競爭力。管理層將再接再厲，延續對免費報章巿場的成功投資，為本集團締造提高收入

及溢利的新動力。我們充滿信心，本集團的媒體業務將在穩健增長的軌道上邁步前進。 

 
僱員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2,400名員工。 

  
本集團根據其僱員之個人表現及其業績，給予僱員具吸引力之薪酬及福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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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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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佈就本期內派發中期股息每股2.0港仙（去年同期：2.5港仙），並於二零零

八年十月八日（星期三）派予於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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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由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二）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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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不遲於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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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港元至1.20港元之價格，購回本公司之股份合

共1,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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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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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主席因有未能預計之商業事務處理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

零零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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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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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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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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的公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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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年 之 中 期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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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八年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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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