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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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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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

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920,149  963,077 

銷售成本  (589,705)  (631,580) 

     

毛利  330,444  331,497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9,017  (5,460) 

分銷成本  (138,227)  (142,108) 

行政開支  (158,353)  (151,928) 

其他開支  (1,211)  (1,720) 

融資成本  (184)  (184)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合營企業  4,912  9,401 

 一間聯營公司  (1,904)  (1,851)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減值  -  (391) 

     

除稅前溢利 3 44,494  37,256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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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3 44,494  37,256 

所得稅開支 4 (11,795)  (6,900) 

     

期內溢利  32,699  30,35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2,699  30,336 

 非控股權益  -  20 

     

  32,699  30,356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港仙） 5    

基本  3.86  3.62 

     

 攤薄  3.83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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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32,699  30,35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6,873)  2,09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5,826  32,45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5,826  32,433 

  非控股權益  -  20 

     

  15,826  3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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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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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135  818,514 

投資物業  43,669  44,799 

商譽  857  857 

其他無形資產  9,273  8,336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104,373  103,13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5,926  5,729 

可供出售投資  8,281  8,281 

遞延稅項資產  15,932  15,013 

其他已繳按金  52,479  55,237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44,925  1,059,903 

     

流動資產     

存貨  50,098  77,886 

應收賬款 7 454,055  492,87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4,187  40,149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68,877  5,941 

可收回稅項  4,868  1,54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95,957  826,095 

流動資產總值  1,418,042  1,444,48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8 75,835  92,64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97,088  234,470 

應付稅項  67,855  56,152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976  971 

流動負債總值  341,754  384,234 

     

流動資產淨值  1,076,288  1,060,254 

     

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2,121,213  2,1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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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2,121,213  2,120,157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1,834  2,325 

遞延稅項負債  62,464  61,850 

非流動負債總值  64,298  64,175 

     
資產淨值  2,056,915  2,055,982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行股本  172,543  167,809 

 儲備  1,884,372  1,854,611 

 建議末期股息  -  33,562 

     

  2,056,915  2,055,982 

非控股權益  -  - 

     

股權總額  2,056,915  2,055,98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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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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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會計期間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年度改進（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循環）」 對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年度改進（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循環）」 對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採用以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度或過往會計期度之綜合財

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於本會計期度仍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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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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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按照與向主要經營決

策者提供的內部報告貫徹一致的方式報告。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媒體 貿易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915,602 273 4,274 920,149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 7 - 104,333 104,340 

 915,609 273 108,607 1,024,489 

     

對賬：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的對銷    (104,340) 

     

收入    920,149 

     

分部業績 50,076 (3,105) (2,293) 44,678 

對賬:     

融資成本    (184) 

     

除稅前溢利    44,49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媒體 貿易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954,170 4,243 4,664 963,077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 5 - 99,767 99,772 

 954,175 4,243 104,431 1,062,849 

     

對賬：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的對銷    (99,772) 

     

收入    963,077 

     

分部業績 47,782 (1,809) (8,533) 37,440 

對賬:     

融資成本    (184) 

     

除稅前溢利    3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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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攤銷  563  563 

折舊  41,254  38,863 

投資收入  (1,100)  (1,427) 

來自上市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29)  (514) 

公平值虧損／（收益）之淨額：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930)  11,823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冲資格之交易  (1,077)  (3,946) 

 

4.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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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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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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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9  8,512 

      其他地區  2  1 

    其他地區  18  294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275  303 

遞延  (249)  (2,210) 

     

期內稅務開支總額  11,795  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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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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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攤薄溢利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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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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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99  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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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054,518 

  

837,730,497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購股權  6,729,570  8,022,918 

     

  853,784,088  845,753,415 

 

6. 股息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宣佈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2 港仙。此擬派發之股息並未於本簡明財務報表中

以應付股息反映，惟將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溢利撥款中反

映。 

 



 10 

7. 應收賬款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 

  (未經審核)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465,222  504,272 

減值  (11,167)  (11,402) 

     

  454,055  492,870 

 

 除了新客户一般須提前付款外，本集團與其客户之貿易主要採取記賬形式進行，信貸

期一般為一個月，主要客户可延長至三個月。各客户均設有最高信貸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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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有關，故並無信貸風險集中之情況。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賬款持有任何抵押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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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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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480  337,156 

31至60天  34,932  67,045 

61至90天  35,342  41,701 

91至120天  15,429  18,436 

超過120天  51,039  39,934 

     

  465,222  50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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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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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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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11  71,616 

31至60天  7,209  12,895 

61至90天  10,365  5,867 

91至120天  5,361  1,527 

超過120天  2,289  736 

     

  75,835  9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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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績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媒體業務，包括報章、雜誌、招聘媒體及其他媒體相關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內」），本集團錄得綜合收入為約 920,100,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則為約 963,100,000 港元。

另一方面，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由去年同期約 30,300,000 港元增加至本期內約

32,700,000 港元。 

 

媒體業務回顧 
 

香港經濟在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度受制於仍不穩定的外圍環境及內地經濟出現放緩，僅維持

緩慢增長。本地整體廣告市場相對去年上半年增長 5%，增幅跌至二零零九年以來的新低。

儘管經濟狀況欠佳及媒體行業環境困難，但本集團的媒體業務仍然堅穩，整體表現大致穩

定，當中香港的核心報章業務繼續錄得業績增長，表現優於同業。媒體業務的收入由去年

同期約 954,200,000 港元減少至本期內約 915,600,000 港元，由於本集團致力重組利潤較低

的業務，以及白報紙價格有所下調，媒體業務的分部溢利由約 47,800,000 港元上升 4.8％

至約 50,100,000 港元。 

 

報章 

 

本集團的報章業務包括《頭條日報》、《星島日報》、《英文虎報》及《星島日報》海外業務，

乃媒體業務收入及溢利的主要來源。 

 

全港第一的免費報章《頭條日報》繼續於發行量、印刷產能、讀者人數和廣告各方面保持

市場的領導地位。根據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二零一五年第一季的報告，《頭條日報》周一

至周五的平均發行量逾 854,000 份，是香港發行量最大的報章，而《頭條日報》的讀者人

數仍是全港最多，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四年第四季的調查結果，平均讀者人數達

1,341,000 人，可見《頭條日報》仍然是最有效的廣告媒體之一，廣告收入在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錄得增長。根據 admanGo 的統計，《頭條日報》在上半年為香港廣告收入最多的報章，

而於銀行、零售、食品以至教育等類別的廣告收入亦稱冠。《頭條日報》於本期內的溢利

持續取得進步，足證其業務實力雄厚和發展軌道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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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上半年的業績優於預期，廣告收入和溢利在整體收費報章市場皆見下跌的趨

勢下，仍錄得穩定增長。《星島日報》繼續在地產廣告類別中佔最大的市場份額，並擴大

領先競爭對手的優勢。根據 admanGo 的統計，於上半年，《星島日報》的廣告收入在全港

收費報章中名列第二，而在香港十大收費報章中，《星島日報》的廣告收入增幅最大。《星

島日報》能夠取得如此成績，除了憑藉專注提供高增值內容及客觀持平的報道，使其獲得

讀者的忠實支持，亦有賴其深受認可的品牌價值及市場地位。 

 

《英文虎報》表現維持穩定，盈虧狀況續見改善。《英文虎報》透過明確的市場定位、對

提供優質新聞的堅持、多謀善斷的銷售努力及審慎的營運管理和成本控制，得以在相對淡

靜的英文媒體市場中取得成績。 

 

本期內，《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面對來自新媒體的壓力，加上廣告商和讀者群習慣改變，

因此對收入和溢利帶來不利的影響。為應對挑戰，《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不但嚴格執行

財務上的控制及簡化業務流程，以令成本架構可持續穩健，同時亦發展其他的媒體產品來

擴闊收入來源。 

 

雜誌 

 

在二零一五年上半年，香港雜誌市場受壓於其他媒體的競爭，又被零售行業進一步放緩所

拖累，導致發行量和廣告量繼續下滑。在艱難的經營環境下，雜誌市場已進入汰弱留強的

整合期。有見及市場狀況的改變，本集團的雜誌業務積極革新強化旗下產品和重整營運架

構來提升競爭力。根據 Nielsen Media Index 二零一五年第一季的結果顯示，《東周刊》的讀

者人數表現超越競爭對手，成為讀者最多的資訊娛樂雜誌，管理層對此感到鼓舞。雖然市

場環境或將持續嚴峻，但本集團的雜誌業務將積極應對，迎難而上，把握隨挑戰而來的機

遇。 

 

招聘媒體 

 

本集團的招聘刊物繼續高踞平面招聘媒體的領導地位，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四年

第四季的調查及 admanGo 的統計顯示，其覆蓋讀者人數最多，佔廣告開支的份額亦最大。

本期內，《JobMarket 求職廣場》的派發網絡擴展至港鐵港島線的新建車站。「頭條日報筍

工金榜」和「The Standard Jobs」的收入均錄得可觀增長，前者在一月起於周一加推，將派

發日由原本的周三和周六進一步伸延，並在三月推出全彩小型分類廣告，而後者為僱主提

供覆蓋廣泛的英文廣告媒體平台。本集團正加強發展網上招聘業務，而這業務亦開始帶來

更多的收入和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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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業務發展 

 

傳媒行業轉型至新媒體的趨勢愈來愈不容忽視，同時本集團的傳統媒體業務已經在市場確

立穩固地位，並持續貢獻穩定業績，因此本集團的管理層已開始適量地投入更多精力和時

間，加強發展新媒體業務。去年推出的視頻網站「頭條 POPNews」在二零一五年第二季度

的視頻瀏覽量錄得 135%的增幅，更在「Spark Awards 2015」連奪「Best Launch」及「Best 

Use of Integration」兩個組別的銀獎。此外，《頭條日報》高清揭頁版電子應用程式，早前

被「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選為「2014 十大健康手機／平板電腦應用程式」，是

本港唯一入選的中文報章電子應用程式。於本期內，管理層投入更多資源，包括成立專責

的架構，增聘專業人才，以及調配現有人力資源，以統籌、協調及執行本集團新媒體業務

的發展策略。同時，本集團加大投資新媒體項目，著力於本集團能發揮其固有優勢的範疇

如教育及地產，並將在適當時候推出市場。 

 

展望 

 
由於全球經濟尚未明朗，本港經濟有放緩跡象，管理層預期二零一五年下半年仍充滿挑

戰。本集團將繼續強化其核心媒體業務的競爭力，同時發展新媒體的實力和建立新業務模

式，務求取得優於市場的經營表現。 

 

僱員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2,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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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佈就本期內派發中期股息每股2港仙（去年同期：2港仙），並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派予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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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一）及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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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收取中期股息的資格之

人士，必須不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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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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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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當中

有偏離守則條文A.6.7及E.1.2。董事會主席及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因較早前已安排或有未能

預計之商業事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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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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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在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singtaonewscorp.com 上登

載。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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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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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女士、何超瓊女士、金元成先生及李祖澤先生。 

 

 

 

 

 

 

 

http://www.hkexnews.hk/
http://www.singtaonewscorp.com/
http://www.hkexnews.hk/
http://www.singtaonewscor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