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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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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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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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 一二年  二零 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210,908  2,390,903
銷售成本  (1,506,170)  (1,644,501)
毛利  704,738  746,402
其他收入及收益   35,862  13,717
分銷成本  (297,888)  (281,517)
行政開支  (321,866)  (319,044)
其他開支  (14,388)  (14,120)
融資成本  (598)  (537)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44,914  25,814
    一間聯營公司  (5,792)  (24,801)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減值   (2,767)  (7,440)
出售一間聯營公司之投資虧損   (6,433)  -
除稅前溢利 4 135,782  138,474
所得稅抵減／（開支）  5 (15,667)  153
本年度溢利  120,115  138,627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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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續) 
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 一二年  二零 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0,229  138,668
    非控股權益  (114)  (41)
  120,115  138,627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利 
  －（港 仙） 

7   

    基本  14.31  15.94
    
    攤薄  14.17  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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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 一二年  二零 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年度溢利  120,115  138,627
    
其他全面收益    
物業重估收益  29,302  11,944
所得稅影響  (7,654)  (2,880)
  21,648  9,064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110  1,017
  所得稅影響  -  -
  110  1,017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6,545  (4,005)
    
年度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28,303  6,076
    
年度總全面收益  148,418  144,70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48,532  144,744
  非控股權益  (114)  (41)
    
  148,418  14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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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零 一二年  二零 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60,946  760,839
投資物業  44,180  38,304
商譽  857  857
其他無形資產  10,586  11,712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投資  142,766  138,202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投資  -  42,267
可供出售投資  30,047  44,559
投資訂金  27,443  27,443
遞延稅項資產  11,494  13,027
其他已繳按金  31,829  21,847
非流動資產總值  1,060,148  1,099,057
    
流動資產    
存貨  95,039  97,995
應收賬款 8 531,014  561,531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46,156  47,865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68,423  48,314
可收回稅項  11,628  5,902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611,783  540,008
流動資產總值  1,364,043  1,301,615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9 112,794  134,92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52,413  250,057
應付稅項  55,617  62,471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862  1,121
流動負債總值  421,686  448,569
    
流動資產淨值  942,357  853,046
    
已減流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2,002,505  1,95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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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續) 
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 一二年  二零 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負債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3,130  2,683
遞延稅項負債  48,302  40,885
非流動負債總值  51,432  43,568
    
資產淨值  1,951,073  1,908,535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行股本  167,466  173,806
    儲備  1,749,902  1,692,555
    建議末期股息  33,509  41,864
  1,950,877  1,908,225
非控股權益  196  310
股權總額  1,951,073  1,90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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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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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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財務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二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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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差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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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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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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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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嚴重惡性通貨膨脹和為首次採用者取消固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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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資

產轉移 
香港會計準則 
    第12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遞延稅項：收回相關

資產 
 
除如下文所進一步闡釋（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外，採納該等經修訂的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澄清如何釐定按公平值計量的投資物業的遞延稅項。

修訂引入可推翻推定，按公平值計量的投資物業的遞延稅項應按其賬面金額將會透過

銷售收回的基礎釐定。此外，修訂納入先前載於香港（常設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
號「所得稅：已重估非折舊資產的收回」的要求，即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的重估

模式計量的非折舊資產的遞延稅項應永遠按銷售基礎計量。於過往年度，遞延稅項乃

基於投資物業之賬面值將會透過使用方式而收回之基礎而釐定。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於

重估時所產生的遞延稅項是採取利得稅率計算所得。於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

訂本）後，有關本集團投資物業的遞延稅項會根據賬面金額將會透過銷售收回的推定

計提。採用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狀況或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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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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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959 179,821 7,128 2,210,908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 827 - 177,022 177,849
 2,024,786 179,821 184,150 2,388,757
對賬：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的對銷  (177,849)
收入  2,210,908
  
分部業績 145,505 8,197 (17,322) 136,380
對賬：  
融資成本  (598)
除稅前溢利  135,782
  
分部資產 1,714,999 137,916 548,154 2,401,069
對賬：  
公司和未分類資產  23,122
資產總值  2,424,191
  

分部負債 293,611 2,862 68,734 365,207
對賬：  
公司和未分類負債  107,911
負債總值  473,118
  
其他分部資料：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46,875 - (1,961) 44,914
 一間聯營公司 - - (5,792) (5,792)
收益表中確認的減值虧損 5,362 - 10,668 16,030
折舊及攤銷 73,092 388 9,770 83,250
銀行利息收入 3,006 513 1,543 5,062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投資 123,479 - 19,287 142,766
資本開支* 81,374 12 6,065 87,451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以及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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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料 (續) 

 
截至二零一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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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3,778 330,296 6,829 2,390,903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 2,135 - 164,042 166,177
 2,055,913 330,296 170,871 2,557,080
對賬：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的對銷  (166,177)
收入  2,390,903
  
分部業績 181,296 10,222 (52,507) 139,011
對賬：  
融資成本  (537)
除稅前溢利  138,474
  
分部資產 1,786,776 130,558 464,409 2,381,743
對賬：  
公司和未分類資產  18,929
資產總值  2,400,672
  

分部負債 316,453 7,362 61,162 384,977
對賬：  
公司和未分類負債  107,160
負債總值  492,137
  
其他分部資料：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27,033 - (1,219) 25,814
 一間聯營公司 - - (24,801) (24,801)
收益表中確認的減值虧損 12,268 - 9,666 21,934
折舊及攤銷 68,122 406 12,967 81,495
銀行利息收入 3,468 283 675 4,426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投資 120,537 - 17,665 138,202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投資 - - 42,267 42,267
資本開支 170,559 75 6,216 17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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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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收入 (3,105)  (631)
來自上市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1,988)  (1,859)
來自一項非上市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78)  (2,893)
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2,565)  17,684
    衍生性金融工具—不符合對沖資格之交易 (1,274)  1,320
    投資物業 (5,170)  (1,643)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10,668  9,000
已出售存貨成本 700,821  831,140
折舊 82,124  8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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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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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年內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18,949  6,278
            其他地區 217  6
        其他地區 3,845  7,493
    過往年度超額撥備 (8,720)  (13,115)
遞延 1,376  (815)
   
年內稅務開支／（抵減）總額 15,667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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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3.5港仙 
  （二零一一年： 4.5港仙） 

 
29,307 

 
39,118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0港仙 
  （二零一一年： 5.0港仙） 

 
33,509 

 
41,864

   
 62,816  8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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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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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及攤薄溢利乃按下列基準計算：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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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9 

 
138,668

   
 股份數目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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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169,588 

 
869,859,034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購股權 

 
8,347,424 

 
19,140,081

   
 848,517,012  888,99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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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544,397  574,435
減值 (13,383)  (12,904)
   
 531,014  56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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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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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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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376,204  392,366
31至60天 66,859  75,336
61至90天 41,016  37,196
91至120天 19,224  25,626
超過120天 41,094  43,911
   
 544,397  574,435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的變動如下：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12,904  16,087
已確認減值虧損 2,595  4,828
不能收回而撇銷的金額 (2,174)  (8,017)
匯兌調整 58  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3,383  12,904

 
 個別減值的應收賬款總賬面值（未扣除準備前）13,383,000港元（二零一一年: 

12,90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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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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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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376,204  392,366
31至60天 66,859  75,048
61至90天 40,844  36,376
91至120天 17,324  23,948
超過120天 29,783  33,793
   
 531,014  56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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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計入應收賬款包括應收一間聯營公司11,193,000港

元。該款項之信貸期與本集團之主要客户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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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99,588  105,597
31至60天 5,041  18,304
61至90天 1,893  1,580
91至120天 2,456  2,904
超過120天 3,816  6,535
   
 112,794  13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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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二年，本地媒體行業處於轉變階段，免費報章市場競爭激烈，不僅對現有免費

報章造成衝擊，亦波及到收費報章及其他媒體領域。新的免費報章於二零一一年下半年

加入市場，使免費報章的發行量倍增，而全港報章的總發行量隨之暴漲50%。縱使面對惡

性競爭環境，本集團的媒體業務仍然相當堅穩，收入由二零一一年約2,053,800,000港元減

少至二零一二年約2,024,000,000港元，跌幅輕微，主要是來自海外及中國大陸的收入縮減

所致。同時，本集團的《頭條日報》維持了較高的發行量，並進一步投資以加強其競爭

力，令利潤率暫時有所下降，因此，媒體業務的經營溢利由二零一一年約181,300,000港

元減少至二零一二年約145,500,000港元。 
 
報章 
 
根據admanGo的統計，於二零一二年，香港整體報章廣告收入按年上升9%。然而，該增

長幾乎全部來自免費報章，收費報章的廣告收入反跌1%。這顯示免費報章的競爭已促使

其市場份額擴大，並動搖到大眾化收費報章。在劇烈競爭的帶動之下，免費報章從傳統

收費報章吸納讀者及廣告客戶，發展成為主流媒體。 
 
《頭條日報》已準備就緒，正可受惠於此發展趨勢。雖然身處熾熱的競爭中，《頭條日

報》繼續穩據全港第一免費報章之位。因應競爭情況，《頭條日報》於二零一二年將其

每日平均發行量增加至超過880,000份，而目前《頭條日報》的發行量相比最接近的對手

多出超過50%。作為全港最多人閱讀的報章，《頭條日報》於二零一二年之平均讀者人數

達1,513,000人（根據Ipsos Media Atlas最新調查所得），亦遠超其他報章40%以上。此

外，根據同一調查，獨立派發的《頭條財經報》成為全港讀者人數最多的財經報章。於

本年度內，《頭條日報》繼續強化內容以進一步爭取讀者的忠實支持，例如推出全新的

星期六副刊，名為「V．A Valuable Weekend」。《頭條日報》不僅成為讀者首選的免費

報章，同時亦愈來愈獲認定為具成本效益的大眾市場廣告媒體，成為廣告客戶的必然之

選。因此，《頭條日報》之廣告收入未受新加入的市場參與者所威脅，於二零一二年繼

續增長，但由於競爭環境局限了廣告頁收費的上升，廣告收入的增幅較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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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收費報章普遍面對免費報章的嚴峻挑戰，但《星島日報》大致未受影響，二零一二

年的業績令人滿意。《星島日報》作為一份服務中產讀者的報章，專注於提供高增值內

容，從而與大眾化市場報章有所區別。《星島日報》一向以其優質教育及生活時尚內容

見稱，並不斷提升其質素。除了為新的中學文憑試制度編製的一系列通識教育天書及學

習參考資料外，《星島日報》亦率先免費推出「食玩王」及「手電王」小冊子，隨報附

送，兩個系列先後提供餐飲消閒及手提電話的最新資訊。憑藉這些為目標讀者專門而設

的內容，《星島日報》成功在市場奠立獨有地位，其讀者人數得以維持相對穩定。此

外，受惠於汽車、手錶及其他奢華產品等高邊際利潤廣告類別的良好增長，《星島日

報》的廣告收入亦見平穩。 
 
《英文虎報》於二零一二年之表現符合預期。雖然免費報章市場之競爭對《英文虎報》

稍有影響，惟其在廣告收入方面仍然保持平穩。《英文虎報》繼續在新廣告類別如海外

物業取得更大的市場份額，而特別項目的廣告則帶來額外收入。為進一步優化其發行網

絡，該報於二零一二年開拓了兩個新派發渠道：《英文虎報》現於港鐵機場快線各車站

派發，亦於Circle-K便利店供讀者憑換領券或換領咭換取。這些新的發行渠道不但讓《英

文虎報》更有效直達目標讀者手中，而且改善派發報章的成本效益。 
 
於二零一二年，環球經濟疲弱，歐洲經濟陷入衰退，美國復甦乏力，對《星島日報》之

海外業務構成負面影響。此外，海外市場的傳統報章面對來自免費報章及互聯網等其他

媒體的競爭。面對這些挑戰，《星島日報》海外業務努力改善編採質素，廣告銷售主攻

新移民華人社區，並精簡業務架構，務求控制成本。因此，海外業務的利潤僅受到輕微

影響，其中美國及加拿大之主要市場最為堅韌。 
 
雜誌 
 
本集團雜誌業務於二零一二年的廣告收入及盈利皆錄得不錯的升幅。旗艦雜誌《東周

刊》之財務業績進展尤其顯著，其專業及獨家的新聞報道使其成為愈來愈具有影響力的

時事雜誌，備受認同。另外，《電腦廣場》的表現大為改善，此乃由於數碼及電腦產品

的廣告市場於二零一二年好轉，同時該雜誌亦採取措施減省編採及印刷成本。其餘雜誌

包括《東TOUCH》、《JET》、《游絲腕錶雜誌》和《車買家》，則保持穩定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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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誌行業在某程度上亦受到免費報章競爭的牽連，加上新形式的媒體漸趨流行，導

致雜誌發行銷售額及讀者人數普遍向下。為抗衡此趨勢及使其廣告收入來源更多元化，

本集團的雜誌部門於本年度投入額外資源以發展其多媒體業務。除了各雜誌的網站不斷

升級外，全線雜誌皆已推出不同的iPhone、iPad及Android應用程式。《東周網》結合《東

周刊》部分內容與專為該網站而製作的內容，瀏覽量不斷增加。《電腦廣場》、《東

TOUCH》及《JET》則通過平板電腦及智能手機以收費訂閱形式提供原文網上版本，配

合讀者最新的購買和閱讀習慣，帶來嶄新體驗。經過這些努力，各雜誌的讀者人數得以

維持平穩，雜誌業務亦建立了跨媒體平台以開拓新的收入來源。 
 
非媒體業務 
 
貿易 
 
隨著本集團繼續減縮其非核心的貿易業務，該業務的收入由二零一一年約330,300,000港

元進一步下降至二零一二年約179,800,000港元。有見及中國大陸攝影器材分銷市場仍然

競爭處處，貿易部門刻意將業務集中在較高利潤的產品以儘量增加其盈利，同時亦可更

精簡其營運架構以節省成本。雖然貿易業務的利潤率因而得以改善，但業務的收縮仍導

致經營溢利由二零一一年約10,200,000港元減少至二零一二年約8,200,000港元。 
 
展望 
 
環球金融及財政狀況回穩，為二零一三年帶來一個較好的開端。然而，經濟信心仍然脆

弱，先進經濟體系尚未完全復甦，二零一三年之整體前景依然受到各種不明朗因素所困

擾。 
 
在香港，報業於二零一二年陷入前所未有的競爭狀況。《頭條日報》成功穩守免費報章

市場的領導地位，取得初步勝利，但是最終結果還須拭目以待，我們必須隨時警惕自

己，繼續竭盡所能服務讀者及廣告客戶，以確保長遠持續成功。免費報章市場不斷擴闊

其領域，提供增長空間，而《頭條日報》作為該行業之冠，必能繼續成長。雖然短期內

本集團的利潤率或會繼續受制於目前的競爭環境，但管理層對免費報章的前景感到樂

觀，並致力於二零一三年再取佳績。 
 

僱員 
 
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約2,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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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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本年度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0港仙，連同已於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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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股普通股7.5
港仙（二零一一年：9.5港仙）。擬派末期股息（倘在本公司即將於二零一三年五月八日

（星期三）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股東大會｣）上獲批准）將於二零一三年五月二十三

日支付。 
 

關於股東大會的記錄日期 
 

決定本公司股東有權收取股東大會通知書及出席大會並在會上投票的記錄日期將訂於二

零一三年五月六日（星期一）。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人士，必須不

遲於二零一三年五月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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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擬派末期股息的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日期 
 
本公司將於二零一三年五月十四日（星期二）及二零一三年五月十五日（星期三）暫停

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兩天將不會辦理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收取末期股息的資

格之人士，必須不遲於二零一三年五月十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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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年度，本公司在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以每股1.1港元之價格，購

回本公司之股份合共3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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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舊守則》｣）及《企業管治守則》，其適用於涵蓋二零一二年四月一日後期間

的財務報告（「《新守則》｣）的守則條文。本公司於二零一二年一月一日至二零一二年

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已遵守《舊守則》適用的守則條文，以及於二零一二年四月一日至二

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已遵守《新守則》適用的守則條文，惟下文列明及闡釋當

中有偏離部份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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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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舉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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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7及E.1.2，董事會主席及所有本公司非執行董事須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

年大會。董事會主席、除董建成先生外的所有非執行董事因有未能預計之商業事務處理

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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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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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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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三年三月二十六日 
 
於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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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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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