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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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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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綜合業績，連同上一年度

之比較數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035,661  2,210,908
銷售成本  (1,325,842)  (1,506,170)
毛利  709,819  704,738
其他收入及收益   23,658  35,862
分銷開支  (296,565)  (297,888)
行政開支  (324,669)  (321,866)
其他開支  (3,306)  (14,388)
融資成本  (309)  (598)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合營企業  17,329  44,914
    一間聯營公司  (573)  (5,792)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減值   (1,038)  (2,767)
出售一間聯營公司之投資虧損   -  (6,433)
除稅前溢利 4 124,346  135,782
所得稅開支 5 (18,880)  (15,667)
本年度溢利  105,466  120,115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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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續) 
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5,662  120,229
    非控股權益  (196)  (114)
  105,466  120,115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利  
  －（港仙） 

7   

    基本  12.61  14.31
    
    攤薄  12.49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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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年度溢利  105,466  120,115
    
其他全面收益    
    
以後期間可能重新分類進損益的其他全面 

  收益：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540  110
  所得稅影響  -  -
  540  110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27,141)  6,545
    
以後期間可能重新分類進損益的其他全面 

  收益淨額 

  
(26,601) 

 
6,655

    
以後期間不能重新分類進損益的其他全面 

  收益： 

   

物業重估收益  23,123  29,302
所得稅影響  (6,363)  (7,654)
    
以後期間不能重新分類進損益的其他全面 

  收益淨額 

  
16,760 

 
21,648

    
年度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9,841)  28,303
    
年度總全面收益  95,625  148,418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95,821  148,532
  非控股權益  (196)  (114)
    
  95,625  1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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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零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05,532  760,946
投資物業  43,228  44,180
商譽  857  857
其他無形資產  9,461  10,586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123,637  142,766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投資  9,317  -
可供出售投資  8,031  30,047
投資訂金  -  27,443
遞延稅項資產  14,889  11,494
其他已繳按金  33,524  31,829
非流動資產總值  1,048,476  1,060,148
    
流動資產    
存貨  84,547  95,039
應收賬款 8 529,647  531,014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55,243  46,156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57,854  68,423
可收回稅項  1,205  11,628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685,960  611,783
流動資產總值  1,414,456  1,364,043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9 101,335  112,79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50,115  252,413
應付稅項  55,464  55,617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913  862
流動負債總值  407,827  421,686
    
流動資產淨值  1,006,629  942,357
    
已減流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2,055,105  2,00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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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續) 
於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負債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2,918  3,130
遞延稅項負債  55,291  48,302
非流動負債總值  58,209  51,432
    
資產淨值  1,996,896  1,951,073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行股本  167,546  167,466
儲備  1,795,841  1,749,902
建議末期股息  33,509  33,509
  1,996,896  1,950,877
非控股權益  -  196
股權總額  1,996,896  1,95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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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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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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三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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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的各組成部分會歸屬於本集團母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使

此舉引致非控股權益結餘為負數。本集團內部各公司之間的所有資產及負債、權益、

收入、開支及現金流量於綜合賬目時全數抵銷。 
 
 如果事實及情況顯示下文有關附屬公司的會計政策內所述控制的三項元素中一項或多

項有變，則本集團會重新評估其是否仍然控制被投資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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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與倘若本集團直接出售有關資產或負債所需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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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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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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資產和金融負債的互相抵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聯合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露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第11 
  號、第12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第11號、第12
  號：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量」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列 

  報」：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列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利」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單獨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聯營和合營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非金

  融資產可收回金額的披露（提前採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露天礦場生產期的拆卸成本」 

「年度改進（二零零九年至二零 
  一一年循環）」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發出對若干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的修訂 

 
除如下文所進一步闡釋（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第1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
號之修訂）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財務報表

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載有先前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財務報表和單獨財務報

表」、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合營企業中的權益」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對聯營投

資」內所載有關附屬公司、合營安排、聯營及結構化實體的披露要求。其亦引進若干

有關該等實體的新披露要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提供公平值的精確定義及公平值計量的單一來源及用於各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披露規定。準則並無更改本集團須採用公平值的情況，惟就在根據

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經規定或允許採用的情況下公平值應如何應用提供指引。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已經按未來適用法應用，而採納有關準則對本集團的公平值計

量並無構成任何重大影響。基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指引，計量公平值的政策

已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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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及披露之變動 (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更改在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內列報的

項目的分組。可在未來某一時間重新分類（或再循環）至損益的項目（例如，換算海

外業務的匯兌差額、現金流量套期的淨變動，以及可供出售財務資產的淨損益），與

永不重新分類的項目（例如，土地及樓宇的重估）會分開列報。修訂只影響到列報，

對本集團的財務狀況或表現並無任何影響。綜合全面收益表已經重列，以反映有關變

動。此外，本集團已經選擇在財務報表內採用修訂引入的新名稱「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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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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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233 40,209 11,219 2,035,661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 578 - 181,525 182,103
 1,984,811 40,209 192,744 2,217,764
對賬：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的對銷  (182,103)
收入  2,035,661
  
分部業績 119,990 4,074 591 124,655
對賬：  
融資成本  (309)
除稅前溢利  124,346
  
分部資產 1,685,639 150,274 610,925 2,446,838
對賬：  
公司和未分類資產  16,094
資產總值  2,462,932
  

分部負債 286,755 856 63,839 351,450
對賬：  
公司和未分類負債  114,586
負債總值  466,036
  
其他分部資料：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合營企業 17,112 - 217 17,329
 一間聯營公司 (573) - - (573)
損益表中確認的減值虧損 2,355 - 814 3,169
折舊及攤銷 72,537 405 6,091 79,033
銀行利息收入 2,904 431 1,402 4,737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109,184 - 14,453 123,637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投資 9,317 - - 9,317
資本開支* 126,671 249 4,692 131,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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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營企業 46,875 - (1,961) 44,914
 一間聯營公司 - - (5,792) (5,792)
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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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123,479 - 19,287 142,766
資本開支 81,374 12 6,065 87,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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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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收入 (4,152)  (3,105)
來自上市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1,885)  (1,988)
來自一項非上市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1,315)  (78)
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7,879  (2,565)
    衍生性金融工具—不符合對沖資格之交易 (1,685)  (1,274)
    投資物業 (1,113)  (5,170)
一項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814  10,668
已出售存貨成本 518,533  700,821
折舊 77,908  82,124
無形資產攤銷 1,125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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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二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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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年內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19,446  18,949
            其他地區 13  217
        其他地區 5,837  3,845
    過往年度超額撥備 (3,350)  (8,720)
遞延 (3,066)  1,376
   
年內稅務開支總額 18,880  1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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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二零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2港仙 
  （二零一二年： 3.5港仙） 

 
16,755 

 
29,307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港仙 
  （二零一二年： 4港仙） 

 
33,509 

 
33,509

   
 50,264  6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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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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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62 

 
120,229

   
 股份數目 
 二零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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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681,914 

 
840,169,588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購股權 

 
8,617,340 

 
8,347,424

   
 846,299,254  848,51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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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二零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540,723  544,397
減值 (11,076)  (13,383)
   
 529,647  5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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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366,906  376,204
31至60天 61,807  66,859
61至90天 37,053  41,016
91至120天 19,430  19,224
超過120天 55,527  41,094
   
 540,723  544,397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的變動如下： 
 

  二零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13,383  12,904
已確認減值虧損 1,317  2,595
不能收回而撇銷的金額 (3,583)  (2,174)
匯兌調整 (41)  58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1,076  13,383

 
 個別減值的應收賬款總賬面值（未扣除準備前）11,076,000港元（二零一二年: 

13,38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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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366,906  376,204
31至60天 61,335  66,859
61至90天 36,401  40,844
91至120天 18,660  17,324
超過120天 46,345  29,783
   
 529,647  5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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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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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年  二零 一二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88,854  99,588
31至60天 8,786  5,041
61至90天 1,541  1,893
91至120天 1,296  2,456
超過120天 858  3,816
   
 101,335  11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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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三年，香港整體廣告市場按年增長9%，為金融海嘯後之最低。政府進一步推出

遏抑樓市措施後，本地物業市場轉趨淡靜，而金融市場於年內則相當波動，兩者均對廣

告需求起抑制作用。此外，部分受旅遊業帶動的相關消費轉弱，導致廣告商對其支出更

為審慎。在此背景下，本集團媒體業務維持穩健，收入由二零一二年約2,024,000,000港元

略減至二零一三年約1,984,200,000港元。主要由於二零一二年業績包括一項合營企業錄得

的一次性收益於二零一三年並無再現，媒體業務的經營溢利由二零一二年約145,500,000
港元減少至二零一三年約120,000,000港元。 
 
報章 
 
香港免費報章業內的競爭於二零一三年持續，既有同業將業務轉手，亦有經營者離場。

業內免費報章的數目似乎超逾廣告市場的承載能力，對手在市場上進進出出可能成為常

態。根據admanGo的統計，免費報章廣告收入於二零一三年持續上升，但收費報章的廣告

收入則停滯不前，這顯示免費報章正在擴大其市場份額，繼續併佔收費報章廣告，尤以

大眾化收費報章最為受壓。 
 
《頭條日報》在市場上地位穩固，於競爭活躍的環境下不斷強化其領導優勢，並得以證

明是業內之冠。《頭條日報》於本年度內不但保持全港第一免費報章之位，更進一步增

加其廣告收入及市場份額。《頭條日報》於二零一三年的周一至周五平均發行量逾

850,000份，一直穩佔榜首，遠遠拋離其他競爭對手。同時，其讀者人數亦繼續傲視同

儕，根據Ipsos Media Atlas最新調查所得，《頭條日報》的平均讀者人數於二零一三年達

1,320,000人，為全港最多，相比最大收費報章多出超過三分之一，為跟隨其後之免費報

章的雙倍以上。隨著部份競爭對手退出或易手，《頭條日報》於二零一三年下半年已適

量調整每日發行量，以達致更佳的營運效益。面對競爭對手於本年度內的各式行動，

《頭條日報》繼續專注於強化其內容優勢，包括引入新的專欄作家及在新聞編採質素上

精益求精，從而提升其讀者的忠誠度，同時吸引更多優質讀者。《頭條日報》因而繼續

成為深具成本效益的廣告媒介，在競爭下仍能取得令人滿意的廣告收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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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年度內，收費報章面對來自免費報章及新媒體的衝擊持續，但《星島日報》未見重

大影響，發行量及讀者人數均相對保持堅挺，並且與主要競爭對手之差距進一步拉闊。

根據Ipsos Media Atlas的調查，《星島日報》是二零一三年第三及第四季度唯一錄得讀者

人數上升的報章。《星島日報》是本地最受歡迎的中產報章之一，專注於提供高增值內

容，務求成為讀者的必然之選。隨著其他收費報章加價，《星島日報》的零售價亦於二

零一三年四月起由六港元上升至七港元。在廣告收入方面，地產市場於政府加強需求管

理措施後轉趨淡靜，《星島日報》的廣告收入因而受累，但另一方面，在零售、食品及

娛樂等非地產廣告類別則取得良好增長。 
 
《英文虎報》於二零一三年的收入及盈虧均繼續進步。雖然免費報章之間的競爭令讀者

市場受壓，但《英文虎報》的廣告收入繼續增長，尤其是海外物業、電訊及奢華產品等

廣告類別。《英文虎報》亦把握市場機會擴大其在學校的發行量以爭取更大份額。加上

白報紙價格下調、有效控制銷售成本以及採用更具成本效益的發行策略等因素，《英文

虎報》的盈虧狀況取得相當的改善。 
 
於二零一三年，《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表現因應不同地區各自的經濟環境而有所參

差，但整體上維持穩定的業績。美國業務受惠於當地相對良好的經濟氣氛，然而歐洲、

加拿大及澳洲的業務則受各自經濟基調較疲弱所拖累。面對新媒體日大的挑戰，《星島

日報》的海外業務繼續致力為華人社群提供優質報章，同時因應市場趨勢強化其電子媒

體產品。 
 
雜誌 
 
本港雜誌廣告市場在二零一三年落後於其他媒體，據admanGo的統計，雜誌廣告收入總額

按年增長少於1%。免費報章及電子形式媒體爭奪讀者的時間及關注，使整體雜誌市場的

銷售量及讀者人數呈下跌趨勢。在此環境下，本集團的雜誌業務於二零一三年所錄得的

收入及溢利有所減少。《東周刊》的業績由二零一二年相對較高的水平下降，其廣告收

入因市場隨著中國大陸遊客消費減少而對美容產品、化妝品及奢華產品的需求放緩而受

累。《東TOUCH》、《電腦廣場》及其他雜誌亦受到廣告市場淡靜的影響，但表現相對

平穩。 
 
雜誌部門於本年度繼續發展其多媒體業務，尤其是流動媒體方面。全線雜誌均已將其手

機及平板電腦應用程式等流動產品系列升級，提供與印刷雜誌煥然不同的內容以擴大讀

者群；同時，雜誌亦積極運用社交媒體，與讀者進行即時及密切的互動以迎合其現今的

需要及習慣。因此，雜誌網上及流動平台的收入於二零一三年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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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儘管最近環球經濟展望有見改善，但二零一四年的前景仍未明朗。美國聯邦儲備局減少

購買資產及此舉對資金流、利率及資產市場所引發的影響，均會觸及全球及香港的經濟

狀況，影響到本地廣告市場。報業內的競爭環境預計仍會崎嶇不平，而新媒體亦會繼續

帶來挑戰和機遇。 
 
本集團對其於二零一四年的前景抱持審慎樂觀態度。《頭條日報》長佔領導地位，穩步

於增長的軌道上前行，本集團比其他同業更能面對二零一四年可能出現的起跌。我們懷

著信心，專注爭取繼續超越競爭對手，在長線的將來成為報章市場內的領導者。憑藉其

經營免費報章的成功經驗，管理層將適當地發展本集團的電子媒體業務，以開拓未來更

多收入及利潤來源。 
 
僱員 
 
於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約2,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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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港仙，連同已於二零一三年九月十九日向

股東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本財政年度之全年股息總額為每股普通股6港仙

（二零一二年：7.5港仙）。擬派末期股息（倘在本公司即將於二零一四年五月七日（星

期三）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股東大會｣）上獲批准）將於二零一四年五月二十二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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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零一四年五月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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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於二零一四年五月五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連同有關

股票送交本公司的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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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號合和中心22樓，辦理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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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擬派末期股息的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日期 
 
本公司將於二零一四年五月十三日（星期二）及二零一四年五月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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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不遲於二零一四年五月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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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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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號合和中心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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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並無贖回，以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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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

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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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主席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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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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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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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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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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四年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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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世和先生（行
政總裁）、何正德先生、賈紅平先生、劉仲文先生、盧永雄先生及施黃楚芳女士；及(2)
獨立非執行董事：何超瓊女士、金元成先生、李祖澤先生及陳芳女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