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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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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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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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 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909,661  2,574,964
銷售成本  (2,143,071)  (1,954,712)
毛利  766,590  620,252
其他收入及收益   54,448  37,217
失去對一間附屬公司的控制權之收益   11,474  -
分銷成本  (281,317)  (246,462)
行政開支  (322,144)  (303,571)
其他開支  (7,774)  (7,041)
融資成本  (2,130)  (1,896)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31,474  16,960
    一間聯營公司  (951)  (4,007)
出售一間聯營公司權益收益  -  24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減值   (3,945)  (949)
應收一間聯營公司款項減值   -  (45)
除稅前溢利 4 245,725  110,482
所得稅抵減／（開支）  5 (8,484)  4,054
本年度溢利  237,241  114,536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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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續)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 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40,443  121,139
    非控股權益  (3,202)  (6,603)
  237,241  114,536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利 
  －（港 仙） 

7   

    基本  28.12  14.32
    
    攤薄  27.31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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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 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年度溢利  237,241  114,536
    
其他全面收益    
物業估值收益  17,044  6,060
所得稅影響  (5,509)  (2,108)
  11,535  3,952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1,853  (1,261)
包括在綜合收益表內的虧損的重分類調整 

  －減值虧損 

  
47 

 
3,055

  1,900  1,794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  624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1,112  23,468
    
年度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24,547  29,838
    
年度總全面收益  261,788  144,37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64,990  150,977
  非控股權益  (3,202)  (6,603)
    
  261,788  14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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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零 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78,692  675,420
投資物業  37,246  32,552
發展中物業  -  95,882
商譽  857  7,099
其他無形資產  12,837  13,963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127,945  130,681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61,507  -
可供出售投資  50,088  55,235
投資訂金  27,443  29,243
遞延稅項資產  11,840  11,560
其他已繳按金  36,008  12,081
非流動資產總值  1,044,463  1,063,716
    
流動資產    
存貨  107,256  65,782
應收賬款 8 518,399  459,967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53,545  94,730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58,654  41,296
可收回稅項  601  713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566,006  409,327
流動資產總值  1,304,461  1,071,815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9 140,009  119,21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38,244  207,860
應付稅項  76,304  84,022
計息銀行借款  -  30,000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1,670  1,565
流動負債總值  456,227  442,657
    
流動資產淨值  848,234  629,158
    
已減流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1,892,697  1,69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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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續)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 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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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3  5,723
遞延稅項負債  37,639  36,554
非流動負債總值  43,202  42,277
    
資產淨值  1,849,495  1,650,597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行股本  174,023  169,168
    儲備  1,631,610  1,423,846
    建議末期股息  43,511  25,419
  1,849,144  1,618,433
非控股權益  351  32,164
股權總額  1,849,495  1,65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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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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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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 告 準 則 」 ， 包 括 所 有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 「 香 港 會 計 準

則」）及詮釋）編製，並符合香港公認會計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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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賬目基準 
 由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起之綜合賬目基準 
 綜合財務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財務報告。附屬公司與本公司之財務報表的報告期間相

同，並採用一致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之業績由收購日期（即本集團取得控

制權之日）起計綜合入賬，並繼續綜合入賬至該等控制權終止之時為止。集團

內公司間之結餘、交易、集團內公司間交易所引致之未變現盈虧及股息均於綜

合賬目時全數抵銷。 
 
 附屬公司之虧損乃歸屬於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引致結餘虧絀。 
 
 一間附屬公司之所有權權益發生變動（並未失去控制權），則按權益交易入賬。 
 
 倘本集團失去對一間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其撤銷確認(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

譽）及負債、(ii)任何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及(iii)於權益內記錄之累計交易差額；及確

認(i)所收代價之公平值、(ii)所保留任何投資之公平值及(iii)損益賬中任何因此產生之

盈餘或虧損。先前於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確認之本集團應佔部份重新分類為損益或保留

溢利（視何者屬適當）。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前之綜合賬目基準 
 若干上述規定已按無追溯基準應用。然而，以下差異於若干情況下乃從先前之綜合賬

目基準結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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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續) 
 

•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前，對收購非控股權益（前稱少數股東權益）採用母公司

實體延伸法入賬處理，所收購凈資產代價與賬面值之間的差額確認為商譽。 
• 本集團所產生之虧損歸屬非控股權益，直至結餘被削減至零。任何進一步超出虧

損歸屬母公司，惟非控股權益擁有彌補該等虧損之約束責任，則除外。於二零一

零年一月一日前之虧損並無於非控股權益與母公司股東之間重新分配。 
• 於失去控制權時，本集團按於失去控制權日期按比例應佔之資產淨值將保留投資

入賬處理。有關投資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之賬面值並無經重列。 
 

2. 會計政策及披露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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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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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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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以股份支付為基

  礎之支出－集團以現金結算之以股份支付之
  交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金融工具：確認及 

  計量－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者分派非現金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包 
  含於二零零八年十月頒佈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列為持作可供出
  售之非流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計劃出
  售於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 

二零零九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修訂於二零零九年五月頒佈之若干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香港詮釋第4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詮釋第4號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
  之期限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之列報－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 
  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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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及披露之變動(續) 
 

 除如下文所進一步闡釋（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包含於二零零
九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內）及香港詮釋第4號（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經修

訂））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

務影響。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

訂）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對業務合併的會計處理引入若干變動，該等

變動影響非控股權益的初步計量、交易成本的會計處理、或然代價及分階段達成

的業務合併的初步確認及隨後計量。該等變動將影響已確認商譽之金額、收購發

生期間之報告業績及未來報告業績。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規定不喪失控制權之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

動被列為股權交易。因此，該等變化對商譽並無影響，亦不會產生利潤或虧損。

除此以外，該經修訂準則變動亦修改了附屬公司產生之虧損及對附屬公司喪失控

制權之會計處理方法。隨後相應修訂涉及之準則包括但不限於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現金流量表、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項、香港會計準則第 21 號外匯匯率
變動之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於聯營公司之投資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1 號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該等經修訂準則引入的變動需按未來適用法處理，並影響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

後之收購、喪失控制權及與非控股權益的交易的會計處理。 

 

(b) 於二零零九年五月頒佈之二零零九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制定對多項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各項準則均各自設有過渡條文。採納部份修訂可能會導致會

計政策變動，惟此等修訂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財務影響。最適用於本集團之主

要修訂之詳情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現金流量表：規定只有財務狀況表內已確認資產所產生的支

出，方可分類為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刪去有關土地租賃分類的特定指引。因此，土地租

賃應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的一般指引釐定為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 



 

 9

2. 會計政策及披露之變動(續) 
 

 修訂香港詮釋第 4 號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期限乃根據包含於二零零九年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中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的修訂而修改。按照此項修

訂，香港詮釋第 4 號之範圍已擴大至覆蓋所有土地租賃，其中包括被分類為融資

租賃之土地租賃。因此，該詮釋適用於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香港會計準

則第 17 號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號列賬之所有物業租賃。 
 
 於採用該修訂時，本集團重新評估其之前被分類為經營租約的香港租賃。由於香

港租賃的資產擁有權所涉之絕大部份回報及風險已轉移給本集團，故香港租賃從

「預付土地租賃款」的經營租約重列為「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融資租約。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預付土地租賃款分別於非流動資產及流動資產之

賬面值約為 25,609,000 港元及 702,000 港元（於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分別約為

26,312,000 港元及 702,000 港元），並已重列為「物業、廠房及設備」內的「土

地及樓宇」。該預付土地租賃款於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約為

702,000 港元之攤銷已重列為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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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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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料 (續) 
 

截至二零一零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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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303 954,527 3,831 2,909,661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 2,265 - 151,570 153,835
 1,953,568 954,527 155,401 3,063,496
對賬：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的對銷  (153,835)
收入  2,909,661
  
分部業績 210,889 20,641 16,325 247,855
對賬：  
融資成本  (2,130)
除稅前溢利  245,725
  
分部資產 1,698,588 125,249 512,646 2,336,483
對賬：  
公司和未分類資產  12,441
資產總值  2,348,924
  

分部負債 307,853 16,587 53,813 378,253
對賬：  
公司和未分類負債  121,176
負債總值  499,429
  
其他分部資料：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30,220 - 1,254 31,474
 一間聯營公司 - - (951) (951)
收益表中確認的減值虧損 5,233 - 9,469 14,702
折舊及攤銷 74,053 442 2,172 76,667
銀行利息收入 2,138 139 2,623 4,900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109,798 - 18,147 127,945
於聯營公司之權益 - - 61,507 61,507
資本開支* 90,873 495 60,899 152,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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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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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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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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虧損  110,482
  
分部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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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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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分部資料：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3,974 - 2,986 16,960
 一間聯營公司 - - (4,007) (4,007)
收益表中確認的減值虧損 8,537 - - 8,537
折舊及攤銷 38,126 517 43,036 81,679
銀行利息收入 3,679 277 508 4,464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109,861 - 20,820 130,681
資本開支 37,574 3 13,483 5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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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利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利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收入 -  (592)
來自上市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988)  (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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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42)  (17,651)
    衍生性金融工具—不符合對沖資格之交易 6,129  (5,352)
    投資物業 (3,239)  (259)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7,047  3,055
已出售存貨成本 1,412,591  1,285,120
折舊 75,541  80,554
無形資產攤銷 1,126  1,125
   

 
5.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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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九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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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年內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2,449  2,191
            其他地區 517  348
        其他地區 16,786  8,428
    過往年度超額撥備 (6,828)  (393)
遞延 (4,440)  (14,628)
   
年內稅務開支／（抵減）總額 8,484  (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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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 3.5港仙 
  （二零零九年： 1.0港仙） 

 
30,115 

 
8,458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5.0港仙 
  （二零零九年： 3.0港仙） 

 
43,511 

 
25,419

   
 73,626  3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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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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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每股攤薄溢利乃按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溢利之

該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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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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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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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年度之每股

基本溢利沒有攤薄影響， 故並無呈列該年度之每股攤薄溢利。 

 

 每股基本及攤薄溢利乃按下列基準計算：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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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443 

 
121,139

   
 股份數目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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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041,230 

 
845,837,537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購股權 

 
25,233,591 

 
-

   
 880,274,821  845,837,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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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534,486  475,183
減值 (16,087)  (15,216)
   
 518,399  45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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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款根據款項到期日之賬齡分析載列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368,009  322,788
31至60天 55,237  65,718
61至90天 34,529  38,717
91至120天 19,855  16,059
超過120天 56,856  31,901
   
 534,486  475,183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的變動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15,216  17,284
已確認減值虧損 3,710  4,488
不能收回而撇銷的金額 (2,920)  (6,648)
匯兌調整 81  92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6,087  15,216

 
 個別減值的應收賬款總賬面值（未扣除準備前）16,087,000港元（二零零九年: 

15,21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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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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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續) 
 
 認為並無減值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367,984  322,542
31至60天 54,676  65,581
61至90天 34,225  38,558
91至120天 18,190  13,704
超過120天 43,324  19,582
   
 518,399  45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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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及票據根據款項到期日之賬齡分析載列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114,416  96,962
31至60天 17,399  14,228
61至90天 710  283
91至120天 446  566
超過120天 7,038  7,171
   
 140,009  119,210

 
 應付款項並不計息且一般須於 60 日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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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與分析 
 
業務回顧 
 
媒體與媒體相關業務 
 
香港經濟於二零一零年全面復甦，加上投資及地產市場暢旺，令香港的廣告市場明顯改

善，亦為本集團媒體業務締造有利營商環境。根據admanGo的統計，二零一零年的全港廣

告開支總額按年上漲19%。本集團的媒體業務收入，亦由二零零九年約1,645,000,000港元

增加至二零一零年約1,951,300,000港元，增幅 19%，而經營溢利增長更為突出，由二零零

九年約76,200,000港元大幅躍升177%至二零一零年約210,900,000港元。 
 
報章 
 
於二零一零年，香港報章的整體廣告收入按年增長22%，投放在免費報章的廣告開支增幅

有34%，而投放在收費報章的廣告開支則增加18%。於所有媒體類別中，就實質數字及比

率增長而言，皆是以免費報章稱冠。 
 
而免費報章市場的上升主要是來自全港第一的免費報章《頭條日報》。事實上《頭條日

報》於二零一零年的廣告收入增長36%，勝過市場升幅，帶動其盈利顯著攀升。《頭條日

報》對加強編採內容及發行規模的持續努力，使年內的讀者人數連續四季不斷增加。根

據Synovate Media Atlas最新的調查顯示，《頭條日報》的平均讀者人數於二零一零年錄得

1,664,000人，較最接近的競爭對手高出幾近三分之一。二零一零年的每日平均發行量近

786,000份，較二零零九年增加6%。《頭條日報》已成為擁有龐大讀者基礎的大眾媒體，

為廣告商提供接觸客戶的最有效途徑之一。其於二零一零年的廣告收入增長來自不同範

疇的廣告商，當中以銀行、個人護理產品及零售類別的升幅最為顯著。《頭條日報》致

力建構一個全面的跨媒體產品，於二零一零年九月推出周日電子版，讀者可通過互聯網

及手機瀏覽，亦可利用智能手機及iPad的應用程式下載閱讀，而自二零一一年起更提供假

日電子版。此外，為進一步豐富內容並加強在市場的影響力，《頭條日報》正籌備推出

一個專業財經網站，並由資深財經傳媒團隊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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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免費報章市場於二零一零年的增長超越收費報章，但本集團旗下傳統報章《星島日

報》在收入及盈利方面皆取得驕人成績。廣告收入上升28%，一方面這是有賴蓬勃的廣告

市場，當中包括地產類別，另一方面則是《星島日報》在過去十多年努力建立其優質中

產報章地位的成果。《星島日報》因而獲得讀者長期的愛戴，尤其是一些優質讀者，繼

而可吸引如品牌產品及教育類別的高質素廣告。與此同時，《星島日報》的廣告客戶基

礎亦得以趨向多元化，減少對單一類別的依賴。於二零一零年三月，《星島日報》推出

《親子王》周刊，進一步滲透市場。《親子王》是一本親子育才雜誌，專注服務中產家

庭的需要，而其會員制度的免費發行方式，更是開創同類刊物的先河。自其創刊以來，

《親子王》已成為最受歡迎的親子雜誌，目前每期的發行量約75,000份，會員人數逾

50,000人。 
 
本集團的英文免費報章《英文虎報》的業務進展良好。於二零一零年的平均發行量穩步

向上，經香港出版銷數公證會審核，其發行量於第四季度達至222,413份，較二零零九年

同期增長11%。根據Synovate Media Atlas最新的調查顯示，《英文虎報》的平均讀者人數

於二零一零年增加24%，增幅為全港平面媒體中最高。其廣告量亦隨之提升，錄得雙位數

字的增幅，平均廣告頁收費亦見上升。除了現有廣告類別的市場份額有所擴大之外，

《英文虎報》亦開拓新的廣告類別，以致二零一零年的廣告收入大幅增加27%，足以抵銷

加大發行量所帶來的額外成本。 
 
《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於二零一零年受惠於全球經濟整體復甦。雖然北美的復甦步伐

較慢而歐洲的經濟前景仍有隱憂，但《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的收入及盈利仍然取得可

觀增長。海外業務繼續致力於向讀者提供高質內容，並專注於當地社區及商業網絡，以

保持競爭優勢。海外業務穩固的業內地位，有助其進軍以當地華人為目標市場的主流廣

告。同時，海外業務亦持續嚴謹控制成本，尤其密切監控白報紙用量及發行流程以減省

開支。有見美國經濟於二零一一年展現持續復甦的跡象，本集團的海外業務預期將繼續

穩定增長。 
 
雜誌 
 
於二零一零年，投放在香港的雜誌廣告開支上升15%，而本集團的雜誌業務表現更優於市

場。雜誌業務的旗艦雜誌《東周刊》表現出色。《東周刊》經過多年來努力不懈提升雜

誌的內容、形象以及讀者質素，已確立了其高質雜誌的地位，並被市場認同為高檔及品

牌產品的重要廣告平台。加上經營效率的改善，《東周刊》於二零一零年為本集團的溢

利作出正面貢獻，並預期將愈見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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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TOUCH》作為潮流時尚雜誌市場中的先驅，其廣告收入增長亦勝過市場平均。於二

零一零年，《東TOUCH》加添編採內容以吸引更多女性讀者，從而吸納新廣告客戶；另

外其創新廣告模式及特殊項目在開拓額外收入來源的成效亦無庸置疑。《電腦廣場》亦

透過活動策劃及在平面及非平面廣告形式為客戶提供更多選擇以拓濶收入基礎。 
 
本集團旗下所有的雜誌皆積極建立其網上及電子平台。除各刊物本身的網站外，多個流

動應用程式已經投入服務或正在開發，以吸引新讀者群，進而提升各刊物的讀者人數。

於二零一零年，《東TOUCH》及《電腦廣場》分別為iPhone用戶推出應用程式，甫推出

便登上 AppStore下載榜的榜首。《東周刊》亦於二零一一年三月推出其iPhone應用程式，

同樣居於下載榜前列。而《JET》及《游絲腕錶雜誌》均已著手開發其流動電話及平板電

腦版本。於二零一一年，雜誌業務將會分配更多資源以進一步發展其多媒體業務平台。 
 
招聘媒體 
 
隨著經濟環境的改善，僱主回復信心，空缺職位亦因而增多，香港招聘市場於二零一零

年強勁復甦。市場上的平面及網上招聘廣告總量較去年上升30%。因此，本集團的招聘媒

體 業 務 收 入 錄 得 雙 位 數 字 增 長 ， 當 中 以 網 上 招 聘 廣 告 為 主 。 headlinejobs.com 與

jobmarket.com合併後，加上本身業務的增長，已進佔香港招聘網站的第二位。同時，持

續教育廣告產品EDUplus保持穩定增長。為發展其業務，本集團的招聘媒體業務充分利用

手機及平板電腦應用程式與社交網絡，以拓展其品牌的知名度並把握新收入的機遇。 
 
非媒體業務 
 
貿易 
 
本集團貿易業務的營業額由二零零九年約926,600,000港元增加3%至二零一零年約

954,500,000港元。經營溢利由二零零九年約15,900,000港元增加30%至二零一零年約

20,600,000港元。溢利大幅飆升乃來自物業重新估價及匯率收益，倘去除該等收益，則經

營溢利因市場競爭激烈導致利潤率下跌而有所減少。自二零一零年第四季度起，貿易業

務的銷售額逐步縮減，原因是市場出現更多不同的相機分銷商，且此趨勢預期將有可能

持續下去，唯貿易業務並非本集團核心業務，預期影響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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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二零一零年是本集團在多方面漸佔優勢的一年，營商環境的改善使本集團的業績表現再

創新高。本集團的核心媒體產品已建立穩固業務根基及市場定位，強勁動力得以延續至

今。倘全球經濟復甦持續，二零一一年可望成為另一個令本集團鼓舞的好年。 
 
但我們絕不因而自滿，全球復甦仍存有不確定因素，通脹壓力導致白報紙價格及薪酬成

本攀升，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審慎管理其開支。更重要的是，憑著本集團高質素的產品，

其在市場的認受度及愈見強勁的上升趨勢，本集團將致力拓展收入，相信不但可以抵銷

成本的上漲，更可為本集團繼續帶來盈利的增長。 
 
本集團主要動力《頭條日報》已進入高速發展階段，隨著其發行量及讀者人數持續上

升，本集團已進一步投資提升印刷產能，以滿足其業務擴張所需。《頭條日報》在報章

廣告市場所佔的份額於過去五年均不斷上升，而本集團相信其增長及發展仍存有充裕空

間。《頭條日報》作為香港最高效的大眾媒體之一，未來的增長將不僅來自平面媒體廣

告，亦能來自其他媒體類別的廣告，《頭條日報》及本集團的前景可說機遇無限。 
 

僱員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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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本年度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0港仙，並於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三日（星

期五）派發予於二零一一年四月十五日（星期五）名列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連

同已於二零一零年九月十六日向股東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5港仙，本財政年度之

全年股息總額將為每股普通股8.5港仙（二零零九年：4.0港仙）。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零一一年四月十四日（星期四）至二零一一年四月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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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不遲於二零一一年四月十三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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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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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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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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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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年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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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德先生及梁振英先生；以及(3)獨立非執行董事：何超瓊女
士、金元成先生、李祖澤先生及董建成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