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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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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零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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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零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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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574,964  2,432,780
銷售成本  (1,954,712)  (1,904,745)
毛利  620,252  528,035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37,217  (142,313)
分銷成本  (246,462)  (262,245)
行政開支  (303,571)  (312,674)
其他開支  (7,041)  (13,610)
收回衍生金融工具公平值虧損  -  50,952
融資成本  (1,896)  (8,556)
出售於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  17,605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6,960  19,741
    聯營公司  (4,007)  5,922
出售一間聯營公司權益收益  24  -
撥回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減值   -  920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減值   (949)  (36,080)
應收一間聯營公司款項減值   (45)  -
撥回應收一間聯營公司款項減值   -  43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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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續) 
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利/(虧損) 4 110,482  (152,260)
所得稅抵免 5 4,054  10,246
本年度溢利/(虧損)  114,536  (142,01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1,139  (141,984)
    少數股東權益  (6,603)  (30)
  114,536  (142,014)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利/ 
  (虧損)－（港 仙） 

7   

    基本及攤薄  14.32  (16.76)
    
 
有關本年度應付股息及建議股息的詳情載在附註 6 內披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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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年度溢利╱（虧損）  114,536  (142,014)
    
其他全面收益    
物業估值收益  6,060  1,316
所得稅影響  (2,108)  (487)
  3,952  829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1,261)  (240)
包括在綜合收益表內的虧損的重分類調整 

－減值虧損 

  
3,055 

 
-

所得稅影響  -  -
  1,794  (240)
    
收購一間共同控制公司額外權益之公平值調整  -  18,912
應佔聯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624  19,336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23,468  (44,616)
    
年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除稅後）  29,838  (5,779)
    
年內總全面收益╱（虧損）  144,374  (147,79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50,977  (147,763)
少數股東權益  (6,603)  (30)
    
  144,374  (14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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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49,109  698,201
投資物業  32,552  28,536
預付土地租賃款  25,609  26,312
發展中物業  95,882  84,191
商譽  7,099  857
其他無形資產  13,963  15,088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130,681  119,727
於聯營公司之權益  -  42,685
可供出售投資  55,235  7,272
投資訂金  29,243  -
遞延稅項資產  11,560  7,301
其他已繳按金  12,081  8,138
非流動資產總值  1,063,014  1,038,308
    
流動資產    
存貨  65,782  99,650
應收賬款 8 459,967  376,853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95,432  100,517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41,296  41,728
衍生性金融工具  -  667
可收回稅項  713  8,529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409,327  431,400
流動資產總值  1,072,517  1,059,344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9 119,210  110,33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07,860  257,887
衍生性金融工具  -  2,803
應付稅項  84,022  80,393
計息銀行借款  30,000  70,000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1,565  1,223
流動負債總值  442,657  522,636
    
流動資產淨值  629,860  536,708
    
已減流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1,692,874  1,57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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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續)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負債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5,723  2,231
遞延稅項負債  36,554  45,234
非流動負債總值  42,277  47,465
    
資產淨值  1,650,597  1,527,551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行股本  169,168  169,168
    儲備  1,423,846  1,306,700
    建議末期股息  25,419  8,458
  1,618,433  1,484,326
少數股東權益  32,164  43,225
股權總額  1,650,597  1,52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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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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全年財務報表者一致。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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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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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和香港會計 
  準則第27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執行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和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合

  併和獨立財務報表」－對附屬公司，合營公

  司或聯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

  的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金融工具：披

  露」－改進金融工具的披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類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列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附錄： 

  「釐定實體以主事人還是代理身份行事」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1號 
  （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財務工具：呈 
  列」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 
  列」－可贖回金融工具及清盤產生的承擔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和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修訂本） 

修訂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 
  釋第9號「嵌入衍生工具的重新評估」及香 
  港會計準則第39號「金融工具：確認和計 
  量」的修訂－嵌入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度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5號 

房產建造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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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影響(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6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8號 

資產由客戶轉讓（由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起 
  採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二零零八年 
  十月） 

修訂若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包括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零零九年度改進」（於二零零九年五月發布）。 

 

3. 經營分部資料 
 

就管理而言，本集團根據產品及服務組織成業務單位，三個報告分部如下： 

 

(a) 媒體分類主要向香港、美加、歐洲和澳洲之讀者發行和分派報章、雜誌及書籍，

及於香港及中國內地銷售上述刊物之相關內容； 

 

(b) 貿易分類主要是攝影器材貿易；及 

 

(c) 其他分類包括本集團之互聯網及資訊顧問服務、投資及物業持有及發展業務與公

司開支項目。 

 

截至二零零九年 媒體 貿易 其他 合計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1,644,981 926,561 3,422 2,574,964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 1,923 - 142,495 144,418

 1,646,904 926,561 145,917 2,719,382

對賬：  

分類業務間之銷售的對銷  (144,418)

收入  2,574,964

  

分部業績 76,202 15,867 20,309 112,378

對賬：  

融資成本  (1,896)

除稅前溢利  110,482

  

分類資產 1,474,511 145,355 503,392 2,123,258

對賬：  

公司和未分類資產  12,273

資產總值  2,13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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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料 (續) 
 

截至二零零九年 媒體 貿易 其他 合計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類負債 266,898 25,676 34,496 327,070

對賬：  

公司和未分類負債  157,864

負債總值  484,934

  

其他分類資料：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3,974 - 2,986 16,960

 聯營公司 - - (4,007) (4,007)

收益表中確認的減值虧損 8,537 - - 8,537

折舊及攤銷 37,423 517 43,036 80,976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109,861 - 20,820 130,681

利息收入 3,679 277 508 4,464

資本開支 37,574 3 13,483 51,060

 
截至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1,700,391 728,682 3,707 2,432,780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 328 - 138,114 138,442
 1,700,719 728,682 141,821 2,571,222
對賬：  
分類業務間之銷售的對銷  (138,442)
收入  2,432,780
  
分部業績 30,181 16,789 (190,674) (143,704)
對賬：  
融資成本  (8,556)
除稅前虧損  (152,260)
  
分類資產 1,527,712 159,275 394,835 2,081,822
對賬：  
公司和未分類資產  15,830
資產總值  2,097,652
  
分類負債 246,413 31,871 92,736 371,020
對賬：  
公司和未分類負債  199,081
負債總值  5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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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料 (續) 
 
截至二零零八年 媒體 貿易 其他 合計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分類資料：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7,338 - 2,403 19,741
 聯營公司 - - 5,922 5,922
收益表中確認的減值虧損淨額 6,247 - 36,080 42,327
折舊及攤銷 35,757 572 72,541 108,870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102,030 - 17,697 119,727
於聯營公司之權益 11 - 42,674 42,685
利息收入 6,013 732 4,022 10,767
資本開支 121,818 418 16,116 138,352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發展中物業、無形資產，以及投資物業。 

 

4. 除稅前溢利/(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利/(虧損)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收入 (592)  (5,369)
上市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5,368)  (1,349)
來自一項非上市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2,236)  -
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17,651)  210,831
    衍生性金融工具—不符合對沖資格之交易 (5,352)  (12,889)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3,055  -
已出售存貨成本 1,285,120  1,135,301
折舊 79,851  107,744
無形資產攤銷 1,125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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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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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二零零八年：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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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算。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年內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2,191  2,903
            其他地區 348  295
        其他地區 8,428  2,363
    過往年度超額撥備 (393)  (12,895)
遞延 (14,628)  (2,912)
   
年內稅務抵免總額 (4,054)  (10,246)

 
6. 股息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 1.0港仙 

  （二零零八年： 2.0港仙） 

 
8,458 

 
16,938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0港仙 

  （二零零八年： 1.0港仙） 

 
25,419 

 
8,458

   
 33,877  2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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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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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利／（虧損） 
 
 每股基本溢利 /(虧損)乃按年內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 /(虧損)及年內已

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計算。 
 
 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由於兌換尚未行使之購股權對本年度之每股

基本溢利沒有攤薄影響， 故並無呈列本年度之每股攤薄溢利。 

 

 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由於兌換尚未行使之購股權對該年度之每股

基本虧損具有反攤薄影響， 故並無呈列該年度之每股攤薄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溢利/(虧損)乃按下列基準計算：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溢利/(虧損)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虧損)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溢利/(虧損) 

 
121,139 

 
(141,984)

   
 股份數目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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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845,837,537 

 
847,046,111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購股權 

 
- 

 
-

   
 845,837,537  847,04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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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475,183  394,137
減值 (15,216)  (17,284)
   
 459,967  37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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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322,788  256,334
31至60天 65,718  53,428
61至90天 38,717  30,444
91至120天 16,059  13,397
超過120天 31,901  40,534
   
 475,183  394,137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的變動如下：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17,284  15,071
已確認減值虧損 4,488  6,247
不能收回而撇銷的金額 (6,648)  (3,431)
匯兌調整 92  (60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5,216  1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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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續) 
 
 個別減值的應收賬款總值15,216,000港元（二零零八: 17,284,000港元）乃有關有財政

困難或欠繳款項的客戶，預期不能收回該等應收款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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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並無減值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322,542  255,992
31至60天 65,581  53,428
61至90天 38,558  30,405
91至120天 13,704  13,094
超過120天 19,582  23,934
   
 459,967  37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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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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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96,962  91,411
31至60天 14,228  5,547
61至90天 283  2,217
91至120天 566  599
超過120天 7,171  10,556
   
 119,210  1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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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本集團的媒體業務而言，二零零九年的上下半年表現截然不同。在上半年，全球金融

海嘯所引發之經濟倒退導致本集團面對非常困難的營商環境；及至下半年，隨著環球經

濟回暖，與及香港穩步復甦，本集團成功收復失地，整體而言本年度的業績教人滿意。

儘管媒體業務之收入由二零零八年約1,700,400,000港元輕微下跌3%至二零零九年約

1,645,000,000 港 元 ， 然 而 經 營 溢 利 則 由 約 30,200,000 港 元 大 幅 增 加 至 約

76,200,000港元，增長152%。此顯著升幅除了受廣告市場反彈及白報紙價格從紀錄高

位回落所帶動，亦歸功於本集團積極減省成本和提高經營效益，與及部份產品表現突出

所致。 
 
報章 
 
縱然二零零九年充滿挑戰，尤其在上半年更是困難重重，但是《星島日報》始終著力鞏

固根基，其為中產讀者提供優質報章的策略依然明確。《星島日報》近年來致力改良營

運，現已建立健全而合理的成本架構，有助其二零零九年的財務表現創下近年佳績。

《星島日報》繼續不懈提升內容質素，於二零零九年四月，《星島日報》推出「Brand 
Story」，逢周日以粉紙跨頁刊載，介紹世界各地享譽盛名的高級品牌；而在十月，《星

島日報》增設《星島地產網》，進一步拓展其網絡平台，在網上為物業買賣雙方提供詳

盡的地產資訊及操作簡易的互動功能。《星島日報》對質素的堅持吸引了更多高端讀

者，在其高收入讀者人數的增加上可見一斑，而發行收入亦得以維持。在廣告方面，雖

然《星島日報》於上半年大受衝擊，但下半年受惠於市場復甦而有所改善，當中尤以地

產廣告的增長最為顯著。與此同時，《星島日報》持續拓展不同領域顧客的努力已見成

效，廣告組合已趨多元化，來自品牌產品、零售及教育界別的收入錄得理想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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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旗下免費報章《頭條日報》於二零零九年表現突出，其增長勢頭未受經濟下挫所

阻礙，讀者人數及廣告量整年持續攀升。根據Synovate Media Atlas最新的調查顯示，

《頭條日報》於二零零九年的平均讀者人數上升13%至1,564,000人，成為全港最多人

閱讀的免費報章之餘，亦是讀者人數按年增長最多的免費報章。同期，《頭條日報》的

每日平均發行量達至約740,000份，較二零零八年增加2%，而到二零零九年第四季度，

平均發行量已超逾760,000份。與此同時，《頭條日報》的廣告表現亦愈戰愈勇，根據

admanGo的統計，於二零零九年整體媒體及免費報章的廣告開支分別上升7%及12%，

而《頭條日報》的廣告收入增長達17%，表現超越市場平均數，當中增幅最大的廣告類

別包括家庭用品、零售及其他常用消費品。憑著收入大幅上升，加上白報紙價格下降及

妥善控制經營成本，《頭條日報》的經營溢利錄得可觀增長，更成為對本集團在二零零

九年溢利貢獻最大的業務。作為全港第一的免費報章，《頭條日報》非常著重其編採質

素，持續以優質內容強化高端客戶的閱讀習慣。此外，為進一步滿足讀者需要，《頭條

日報》亦與多個流動電話網絡供應商合作推出智能手機版本，讓智能電話用戶隨時閱覽

該報的新聞及資訊。 
 
本集團的英文免費報章《英文虎報》表現超越預期。該報章的每日平均發行量於二零零

九年穩步上升，經香港出版銷數公證會審核，其於第四季度的平均發行量達201,092
份。與此同時，編採隊伍加強本地內容，並製作一系列獨家報道的新聞大事，深受好

評 ， 亦 成 功 建 立 一 批 忠 實 讀 者 群 。 《 英 文 虎 報 》 自 七 月 逢 周 五 新 增 了 周 末 專 輯

「Spree」，提供更多生活時尚的內容。雖然廣告量受到市場不景氣的影響，但其平均廣

告頁收費仍錄得雙位數字的增幅，同時亦吸納更高檔的廣告商，尤其在地產及銀行界別

最為明顯。學生市場方面，新刊物《Junior Standard》於二零零九年九月推出，使本集

團旗下的英文中小學校園報的陣容更為完善。月刊《The PEAK Hong Kong》雖然面對

不利的市場環境，但在內容及設計上進行革新後，成功鞏固了其作為香港出品的地區性

高質雜誌之市場地位。 
 
由於北美和歐洲的經濟受金融危機的打擊相較亞洲更為嚴重，《星島日報》海外業務的

業績因而備受拖累。於本年度內，不少競爭對手因行業嚴重萎縮而相繼退出市場。《星

島日報》海外業務正透過加強管理、提升內容質素及進一步發展與當地社區及商界的連

繫，持續鞏固其堅實的業務基礎，以抓緊市場全面復甦時帶來的機遇。雖然廣告收入因

市場下滑而停滯不前，但發行收入則受惠於個別海外版零售價的提升，而且價格的調整

並沒有對發行量造成任何負面影響。為應付艱難的營商環境，海外業務嚴格控制開支，

一方面密切監控其報章的頁數及印刷數量並改用較輕的紙張，務求減低白報紙的消耗，

另一方面重整業務流程，從而減省成本及提升效率。隨著全球經濟正處復元，海外業務

於二零零九年下半年的業績已見反彈，盈利表現亦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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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 
 
香港的雜誌廣告市場在二零零九年錄得12%的減縮，惟在第四季度喜現曙光。在此業界

環境下，本集團的雜誌業務於本年度的表現符合預期，在上半年受市場疲弱所拖累，而

於下半年則受到市况好轉帶動而見回勇。 
 
雜誌業務的旗艦雜誌《東周刊》的表現令人滿意，且優於市場平均數。雖然廣告收入減

少，但《東周刊》仍保持其於廣告市場所佔的份額，可見廣告商對該雜誌的肯定，繼續

視其為高效和有價值的宣傳平台。為緩和收入下降的影響，該雜誌對其印刷及薪酬成本

實施有效控制，致使業績相較往年有所改善。經過持續的穩步發展，《東周刊》於二零

零九年更喜見溢利，貢獻本集團業績。與此同時，其讀者人數於本年度增長10%。《東

周刊》不斷提升其質量，加強有關高品味生活資訊、財經及國際時事的優質內容；亦積

極發展其網上平台，以提供多元化的內容及應用程式，繼在四月推出其網站《東周網》

外，現正開發多個智能手機版本。 
 
《東TOUCH》及《電腦廣場》的表現與市場同步。《東TOUCH》透過與廣告商進行連

串合作項目擴充收入，為客戶專門度身訂造嶄新的廣告形式來推廣產品，可見該雜誌深

受潮流品牌的歡迎，亦再次證實其於潮流雜誌領域的超卓地位。《電腦廣場》專注發展

作為數碼產品及服務的專業雜誌之優勢，而其權威的測試結果亦廣受讀者及供應商的認

同。《游絲腕錶雜誌》及《JET》現已發行至中國內地，自二零零九年起已在主要城市的

高級產品商店及酒店供取閱。於二零零九年十月，《JET》與當地雜誌營運商合作推出名

為《頭等客》之國內版本。 
 
招聘媒體 
 
本地招聘廣告市場於二零零九年大部分時間均一片低沉，在平面媒體上刊登的招聘廣告

總量較去年下跌50%，僱主及僱員均繼續轉向網上招聘媒體。儘管本集團的招聘媒體業

務於二零零九年的財務表現有所倒退，但其網上收入於本年度則錄得超過50%的升幅。

本集團的求職網站headlinejobs.hk及jobmarket.com已於二零零九年合併，以創建更

大規模的會員及職位數據庫，為招聘者及求職者提供更強大而有效的平台。 
 
非媒體業務 
 
貿易 
 
本集團貿易業務的營業額於二零零九年繼續上升，相較二零零八年增加約27%，此乃受

惠於內地經濟復元比較迅速以及該地相對活躍的數碼相機及相關產品市場。然而，期內

貿易業務的經營溢利相較二零零八年下滑約5%。隨着競爭對手一般採取薄利多銷的策

略，本集團貿易業務亦需要承受較低溢利率，以維持其產品在市場的競爭力，並爭取較

高的銷量，從而保障其溢利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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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經濟危機的最惡劣的時刻應已過去，而全球經濟正在穩步改善，本集團對未來的前景抱

持審慎樂觀的態度。二零一零年的開端令人鼓舞，然而復甦之路依然存在變數，故此仍

須謹慎應對。但是本集團相信，我們已整裝待發，透過整合競爭優勢、建立全面而多元

化的業務組合、並維持穩妥的成本架構及良好的財務基礎，做好準備在市場持續向好時

再創佳績。 
 
經過逾四年的發展，《頭條日報》已成功在報章市場上進佔策略位置，並經已達到相當

的規模效益，不僅在免費報章市場內遠遠領先對手，亦躋登主流媒體之列。《頭條日

報》採取靈活變通的經營策略，使其能因應經濟周期的波動而迅速調整，有效管理成本

及拓增收入。該報章已經建立強勁勢頭，繼續推動其業務向前，亦同時大大拓展了本集

團的盈利能力。 
 
本集團的其他媒體業務與時並進，而且根基雄厚，在行業氣候愈見明朗時將可乘勢發

展。旗下的報章及雜誌於品牌形象及產品質素上一直精益求益，在讀者和廣告商對媒體

的質素及專業水平的要求不斷提高的趨勢下，仍贏得信心及支持。與此同時，各業務的

營運效率亦正持續提升。在這充滿挑戰和機遇的一年，本集團的市場地位及認受性進一

步被肯定，我們對長遠前景充滿信心。 
 
僱員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約2,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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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本年度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港仙，並於二零一零年五月十七日（星期

一）派發予於二零一零年四月三十日（星期五）名列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連同

已於二零零九年十月七日向股東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本財政年度之全年股

息總額將為每股普通股4港仙（二零零八年：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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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零一零年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二）至二零一零年四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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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收取末期股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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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不遲於二零一零年四月二十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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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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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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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本公司在有關審閱期間內已採納並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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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主席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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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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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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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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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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零年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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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