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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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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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

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798,760  920,149
銷售成本  (517,622)  (589,705)
    
毛利  281,138  330,444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7,692  9,017
分銷成本  (124,956)  (138,227)
行政開支  (153,752)  (158,353)
其他開支  (1,351)  (1,211)
融資成本  (17)  (184)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合營企業  3,717  4,912
 一間聯營公司  (2,446)  (1,904)
    
除稅前溢利 3 10,025  44,49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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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3 10,025  44,494
所得稅開支 4 (5,970)  (11,795)
    
期內溢利  4,055  32,699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港仙） 5   

基本  0.47  3.86
    
 攤薄  0.47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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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4,055  3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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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6  (16,87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5,281  1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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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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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848  813,063
投資物業  42,244  41,292
其他無形資產  1,115  120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77,411  70,76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  -
可供出售投資  8,247  8,247
遞延稅項資產  17,199  16,976
其他已繳按金及應收款項  54,526  50,35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18,590  1,000,808
   
流動資產   
存貨  62,890  49,663
應收賬款 7 399,527  454,17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3,538  47,568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31,785  52,619
向一間聯營公司提供的貸款  4,197  4,543
可收回稅項  3,402  6,86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45,664  844,164
流動資產總值  1,391,003  1,459,59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8 62,143  68,77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87,123  222,421
應付稅項  8,864  3,138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306  324
流動負債總值  258,436  294,660
   
流動資產淨值  1,132,567  1,164,933
   
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2,151,157  2,16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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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2,151,157  2,165,741
   
非流動負債   
撥備  10,800  10,800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162  317
遞延稅項負債  94,437  93,743
非流動負債總值  105,399  104,860
   
資產淨值  2,045,758  2,060,881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行股本  173,222  173,072
 儲備  1,872,536  1,887,809
   
股權總額  2,045,758  2,06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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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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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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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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於本會計期間必須生效之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 
 
 採用以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內的

金額及／或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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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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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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916 - 4,844 798,760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 1 - 103,453 103,454
 793,917 - 108,297 902,214
  
對賬：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的對銷  (103,454)
  
收入  798,760
  
分部業績 2,035 - 8,007 10,042
對賬:  
融資成本  (17)
  
除稅前溢利  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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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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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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攤銷  5  563
折舊  39,201  41,254
投資收入  (1,703)  (1,100)
來自上市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  (29)
公平值收益之淨額：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1,165)  (930)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冲資格之交易  -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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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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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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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8  11,749
      其他地區  -  2
    其他地區  -  18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  275
遞延  302  (249)
    
期內稅務開支總額  5,970  1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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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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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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5  3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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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089,853 

 
847,054,518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購股權  4,299  6,729,570
    
  866,094,152  853,784,088

 
6. 股息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宣佈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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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將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溢利撥款中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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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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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06  465,316
減值  (12,179)  (11,145)
    
  399,527  45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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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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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321  295,987
31至60天  30,403  61,793
61至90天  32,987  45,138
91至120天  13,964  19,060
超過120天  51,031  43,338
    
  411,706  46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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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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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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38  56,184
31至60天  8,623  6,377
61至90天  4,193  5,015
91至120天  679  449
超過120天  610  752
    
  62,143  6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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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內」），本集團錄得綜合收入為約 798,800,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則為約 920,100,000 港元，

同時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為約 4,100,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約 32,700,000
港元。 
 
媒體業務回顧 
 
香港經濟在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進一步放緩，環球經濟前景欠佳，令本港經濟信心氣氛趨

淡。海外及本地股市早前出現調整，物業市場依然淡靜而交投活動減少，零售銷情更錄得

自一九九八年及一九九九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最大的按年跌幅。本港整體廣告市場相對去

年上半年下跌 13%，是自二零零零年有 admanGo 媒體監測數據以來的最差表現，幾乎所有

媒體類別均錄得跌幅，包括網上和流動媒體。本集團的媒體業務受到上述不利環境影響，

媒體業務的收入由去年同期約 915,600,000 港元減少 13.3%至本期內約 793,900,000 港元，

而媒體業務的分部溢利由約 50,100,000 港元下跌 95.9%至約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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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條日報》穩踞香港第一免費報章之位。根據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二零一六年第一季的

報告，《頭條日報》周一至周五的平均發行量超過 851,000 份，為香港發行量最多的報章，

而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五年下半年的調查結果，其讀者人數達 1,292,000 人，較其

他三份中文免費報章的讀者人數淨總和超出 25%，因此《頭條日報》乃最有效接觸廣大讀

者的平面廣告媒體。根據 admanGo 的統計，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頭條日報》是全港廣

告收入最高的報章，在多個廣告類別包括旅遊、餐廳、地產和教育均超越其他免費報章。

縱使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頭條日報》的廣告收入受到不振的廣告市場影響而盈利亦較二零

一五年上半年為低，《頭條日報》一直致力擴大廣告客源，採取更進取的策略以滿足廣告

客戶的各方面需要，同時亦在編輯內容上加以配合。《頭條日報》於本期內推出「頭條 Jetso」

應用程式，為讀者帶來獨家優惠、有獎遊戲和推廣資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底，已吸引

超過 1,300,000 人次參與。此應用程式亦為廣告客戶提供另一個市場推廣的增值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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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上半年的業績因市場環境疲弱影響消費信心和廣告商開支而受壓。根據

admanGo 的統計，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星島日報》在地產、零售及非牟利團體等類別

是錄得最多廣告收入的收費報章，同時亦在食品和教育等其他類別取得增長，顯示《星島

日報》正成功擴闊其廣告類別。面對經濟的週期性下行及行業的結構性變化，《星島日報》

堅持為讀者和廣告客戶提供優質報章，在各個範疇加強內容，包括推出全新文化藝術粉紙

專頁、豐富馬經版的新聞資訊和評述分析、在主要足球聯賽盃賽和奧運會期間刊印體育特

刊以及不斷強化旅遊和教育內容。同時，為了提升競爭力，《星島日報》繼續重組運作流

程和以「中央廚房」的理念作資源共享，從而優化營運效率。 
 
本期內廣告市場低迷，亦打擊到英文報章，《英文虎報》的表現因而受到影響。雖然廣告

收入有所下跌，但《英文虎報》仍能在時裝和家居裝飾及產品等類別領先競爭對手，是其

不斷努力提供優質報章和有效廣告媒介的成果。 
 
《星島日報》海外業務的表現於本期內有見改善，全賴早前為應付困難的市場環境和行業

趨勢而作出的努力。儘管美國及歐洲的經濟在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仍然脆弱，但《星島日報》

海外業務致力創新產品、開拓新收入來源、精簡營運架構和控制開支，取得穩定業績。 
 
雜誌 
 
香港的雜誌廣告市場在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持續回落，根據 admanGo 的統計，廣告收入按年

下降 31%。本集團的雜誌業務自去年以來，為面對嚴峻的市場環境已開始作出應對措施，

包括調整成本結構、重整工序和整合資源，以加強旗下產品的競爭力。因此，雜誌業務於

本期內成功改善營運表現和收窄虧損。雜誌業務的旗下產品尤其是針對年輕讀者的雜誌，

將繼續結合電子化發展，包括善用社交媒體，以擴大讀者群和收入來源，為未來發展引入

動力。 
 
招聘媒體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高踞香港平面招聘媒體市場的領導地位。根據 admanGo
的統計，《JobMarket 求職廣場》所佔的廣告開支份額在香港招聘刊物當中最大，而且其市

場佔有率在所有招聘刊物的廣告收入皆見下跌之時，仍能進一步提升。「頭條日報筍工金

榜」和「The Standard Jobs」的業績持續上升。本集團的網上招聘業務進一步增長，其收入

和溢利錄得可觀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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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業務發展 
 
媒體行業步向電子化的發展勢頭越趨成熟，本集團亦繼續發展新媒體業務，著力於能發揮

其現有優勢並且能與現有業務構成協同效應的範疇。本期內，「頭條 POPNews」致力擴充

內容，提升質素，其每月平均視頻瀏覽量較去年同期錄得十倍增長，反映以視頻收看新聞

和資訊的形式深受新一代的讀者歡迎。《頭條日報》的網站「hd.stheadline.com」的流量大

幅增加，每月訪客量按年上升 66%，而每月網頁瀏覽量則按年增長 99%，主要由強化了的

即時新聞所帶動。此外，《星島日報》的網站「std.stheadline.com」於二零一六年五月進行

了革新，加入更多副刊內容，其每月訪客量和每月網頁瀏覽量在一個月內分別增長 41%和

22%。此等進展都是在未有特別增添人手的情況下，全憑《星島日報》和《頭條日報》充

份善用及重新調配現有的編採資源得以達成。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月推出的全新升學及親子網站「Oh! 爸媽」，其流量和收入均取得

令人滿意的進展。二零一六年六月的每月網頁瀏覽量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的三倍多，而每

月訪客量則錄得倍增，增長速度是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香港各大親子網站之冠。而且「Oh! 爸

媽」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於社交媒體累積了大量追踪者，收入來源亦不斷拓闊。 
 
展望 
 
本地零售和投資市場尚未有明確的改善跡象，全球經濟仍然存在不穩因素，管理層對二零

一六年下半年的前景抱審慎態度。有見及目前不明朗的市場前景和媒體行業的發展趨勢，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提升營運效率，優化成本結構，以增強其核心媒體業務的競爭力。本

集團於將軍澳的印刷樓擴建工程（包括一座工作室大樓）正按計劃進展，未來將能節省租

金和帶來營運協同效益。在維持現有收入的同時，本集團將持續投放更多資源發展和提升

電子產品及服務，提供創新方案和多元平台，以緊貼廣告客戶的需求。在目前極具挑戰的

行業環境考驗下，本集團的地位及競爭優勢已得以彰顯，而其多元的媒體組合和龐大讀者

群廣泛受市場認同，當市場環境改善時本集團將可以受惠。 
 
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1,9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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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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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派予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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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三）及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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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不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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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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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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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討論有關風險管理、內部監控系統及財務報告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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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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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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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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文先生及盧永雄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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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