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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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 1105)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七七七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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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

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734,282  798,760 

銷售成本  (457,131)  (517,622) 

     

毛利  277,151  281,13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7,740  7,692 

分銷成本  (113,674)  (124,956) 

行政開支  (151,076)  (153,752) 

其他開支  (4,341)  (1,351) 

融資成本  (7)  (17)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合營企業  3,390  3,717 

 聯營公司  760  (2,446)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3 29,943  10,02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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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3 29,943  10,025 

所得稅開支 4 (9,488)  (5,970) 

     

期內溢利期內溢利期內溢利期內溢利  20,455  4,055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港仙） 5    

基本  2.36  0.47 

     

 攤薄  2.36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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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20,455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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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6  11,22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7,211  1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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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表表表表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19,044  994,103 

投資物業  42,634  42,016 

其他無形資產  104  109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58,516  61,82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3,140  12,380 

可供出售投資  8,147  8,147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8,190  7,800 

遞延稅項資產  15,660  16,065 

其他已繳按金及應收款項  65,396  57,862 

非流動資產總值  1,230,831  1,200,302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49,311  44,268 

應收賬款 7 371,693  429,88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6,872  45,802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107,993  91,573 

可收回稅項  4,625  5,85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09,756  668,835 

流動資產總值  1,190,250  1,286,216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8 64,523  57,60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95,216  240,934 

應付稅項  10,967  3,082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162  315 

流動負債總值  270,868  301,934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919,382  984,282 

     

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2,150,213  2,18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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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表表表表 (續)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2,150,213  2,184,584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撥備  -  10,800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  2 

遞延稅項負債  96,201  100,519 

非流動負債總值  96,201  111,321 

     
資產淨值  2,054,012  2,073,263 

     

股權股權股權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行股本  173,222  173,222 

 儲備  1,880,790  1,900,041 

     

股權總額  2,054,012  2,07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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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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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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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本期間開始會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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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並無重大

影響。 

 

2. 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向香港、加拿大、美國、歐洲、澳洲及新西蘭之讀者發行和分派報章、
雜誌及書籍之業務，及於香港及中國內地銷售上述刊物之相關內容。 

 

 本集團作為單一經營分部經營。單一經營分部以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之內部報告一
致之方式呈報。主要經營決策者負責經營分部之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被甄選作為作
出策略決定之執行董事。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概無來自任何單一外界客戶之收入超過本集團收
入之 10%（二零一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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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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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攤銷  5  5 

折舊  34,941  39,201 

投資收入  (2,029)  (1,703) 

公平值收益之淨額：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5,349)  (1,165)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冲資格之交易  (611)  - 

 

4. 所得所得所得所得稅稅稅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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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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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期內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9,006  5,668 

      其他地區  2  - 

    其他地區  30  - 

遞延  450  302 

     

期內稅務開支總額  9,488  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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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公司普通股本公司普通股本公司普通股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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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0,455  4,055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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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106,337 

  

866,089,853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購股權  -  4,299 

     

  866,106,337  866,094,152 

 

6.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宣佈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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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溢利撥款中反

映。 

 



 9

7. 應收賬款應收賬款應收賬款應收賬款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三十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387,623  445,834 

減值  (15,930)  (15,950) 

     

  371,693  42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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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三十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256,514  249,273 

31至60天  27,016  59,022 

61至90天  28,426  42,796 

91至120天  15,640  25,756 

超過120天  60,027  68,987 

     

  387,623  44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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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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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三十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49,870  42,052 

31至60天  6,740  12,154 

61至90天  5,543  1,891 

91至120天  1,659  499 

超過120天  711  1,007 

     

  64,523  57,603 

 

 應付款項並不計息且一般須於 60 日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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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媒體業務，包括報章、雜誌、招聘媒體、新媒體及其他媒體相關業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內」），本集團錄得綜合收入為約 734,300,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則為約 798,800,000 港元，

同時錄得期內綜合溢利為約 20,500,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約 4,100,000 港元。 

 

媒體業務回顧媒體業務回顧媒體業務回顧媒體業務回顧 
 

儘管香港經濟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呈現復甦跡象，然而市場情緒仍然充滿不明朗因素，一

方面零售業銷貨額及旅客消費仍有待恢復增長，另一方面美國利率前景亦繼續帶來金融市

場波動風險。根據 admanGo 的統計，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香港整體廣告市場相對二零一

六年上半年增長 3%，扭轉去年的跌勢，但是並非所有媒體類別均錄得升幅，印刷媒體的

廣告收入則繼續有所下跌。本集團本期內收入因此受到影響，惟跌幅較去年上半年或去年

下半年收窄，同時通過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以及效率提升，整體溢利表現取得改善。 

 

報章報章報章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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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第一季的

報告，《頭條日報》周一至周五的平均發行量超過 821,000份，為香港發行量最多的報章，

而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的調查結果，其讀者人數達 1,236,000 人，是所

有報章中最高，亦較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調查結果中的讀者人數增加 2%，增長主要在白

領及高級行政人員組別的讀者。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的調查結果，《頭

條日報》佔免費日報讀者市場的 75%，其讀者人數較其他三份中文免費報章的讀者人數淨

總和超出 11%。與此同時，根據 admanGo 的統計，《頭條日報》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繼續

為廣告收入最多的報章，在多個廣告類別包括藥物、零售、餐廳、電訊和地產均錄得廣告

收入增長。《頭條日報》作為市場領導者，不僅繼續為其讀者提供優質的內容，而且為廣

告客戶提供具有成本效益及高增值的市場推廣平台。《頭條財經報》維持讀者人數增長的

上升趨勢，並繼續遙遙領先香港其他財經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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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業績顯著改善，收入維持相對穩定，而由於致力控制

成本及提高效率，盈利能力得以加強。根據 admanGo 的統計，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星

島日報》繼續在地產廣告類別為錄得最多收入的報章，同時其在零售及名貴禮品等廣告類

別也是錄得最多收入的收費報章。在旅遊、銀行和娛樂等其他廣告類別，《星島日報》亦

取得收入增長。藉此能顯示到，儘管行業環境困難，《星島日報》仍然成功擴大及深化其

廣告收入基礎。《星島日報》致力為讀者提供優質報章，並贏得忠實讀者的支持。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的調查結果，在優質定位的收費報章當中，《星島日報》擁

有讀者為購物決策者的最高比例；《星島日報》的讀者也是在育兒方面花費最高的。此外，

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的調查結果，與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調查結果相

比，《親子王》的讀者人數繼續增長，錄得 34%的升幅。 

 

《英文虎報》於本期內表現回穩，由於成本控制措施奏效，經營有所改善。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的調查結果，《英文虎報》的讀者人數與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調查

結果相比增加 13%，為所有報章中表現最好之一。根據 admanGo 的統計，於二零一七年上

半年，《英文虎報》的廣告收入按年上升 5%，在地產、媒體、旅遊、酒店和政府等多個廣

告類別均取得增長。 

 

新媒體的挑戰和廣告客戶及讀者行為的改變，使經營環境艱困，在此情況下，《星島日報》

海外業務於本期內的盈利表現仍然保持平穩，此乃歸因於嚴格的成本控制、工作流程效率

提高以及精簡管理及營運架構。尤其是，美國的業務一直致力創新其產品及服務，使其收

入來源多元化以及實現協同效應，以致業績得以維持堅穩。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根據 admanGo 的統計，香港的雜誌廣告市場在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持續回落，按年錄得 36%

的減幅。本集團旗艦雜誌《東周刊》的表現較市場為佳，其收入減少幅度相對同業優勝。

《東周刊》成功使其廣告類別更多元化，並在娛樂、保險及藥物廣告類別取得增長。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的調查結果，《東周刊》的讀者人數與二零一六年第四

季的調查結果相比增加 8%。在行業趨勢下，本集團的雜誌業務繼續優化成本結構、調整

業務模式和整合資源，以加強競爭力。與此同時，雜誌業務繼續將其核心產品結合電子化

發展，包括善用社交媒體，為讀者基礎注入新的元素，同時鋪設新的增長動力。雜誌業務

的經營業績因此於本期內保持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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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媒體招聘媒體招聘媒體招聘媒體 
 

於本期內，本集團繼續領導香港平面招聘媒體市場。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七年第

一季的調查結果，《JobMarket 求職廣場》的讀者人數與二零一六年第四季的調查結果相比

上升 26%，冠絕全行。根據 admanGo 的統計，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儘管平面招聘刊物的

廣告收入有所下跌，《JobMarket 求職廣場》所佔的廣告開支份額在香港平面招聘刊物當中

仍然為最大。「頭條日報筍工金榜」的業務繼續擴大，為收入和溢利所作的貢獻日益重要，

而本集團的網上招聘業務則繼續取得發展。 

 

新媒體業務發展新媒體業務發展新媒體業務發展新媒體業務發展 
 

本集團繼續發展新媒體業務，採用「網下結合網上」策略，為讀者和廣告客戶提供多元化

的內容和廣告解決方案及服務平台。 

 

「頭條 POPNews」繼續增強內容及使其多元化，以配合新一代讀者的喜好，於本期內的每

月平均訪客量相較去年同期錄得倍增以上。《頭條日報》的網站「hd.stheadline.com」以及

《星島日報》的網站「std.stheadline.com」的流量及受歡迎程度均繼續穩步增長；於本期內，

前者的每月平均訪客量較去年同期錄得 44%的增幅，而每月平均瀏覽量則錄得 25%的增

幅；於本期內，後者的每月平均訪客量較去年同期錄得 69%的增幅，而每月平均瀏覽量則

錄得 38%的增幅。 

 

一站式升學及親子網站「Oh! 爸媽」在收入和流量兩方面均取得重大進展。於本期內，每

月平均訪客量較去年同期增長 125%，而每月平均瀏覽量則增長 110%。與此同時，其

Facebook 專頁的讚好增加 152%，連同「廿四孝父母」（為「Oh! 爸媽」的分支網站）的

Facebook 專頁，其為香港首屈一指的親子社交媒體。「Oh! 爸媽」在市場上樹立作為最權

威的升學及親子數碼平台的穩固地位，贏得不少忠實讀者和廣告客戶的支持。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初成立全新的電子市場推廣公司 Shimba Digital Limited，以協調本集

團多個不同媒體平台的銷售和市場推廣業務。Shimba Digital Limited提供一站式跨平台、

跨媒體的市場推廣方案，以滿足廣告客戶對多媒體營銷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例如，經

Shimba Digital Limited 協調，本集團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週年推出跨平台推廣方

案，吸引廣告客戶的業務投放。同樣經 Shimba Digital Limited協調，「頭條 Jetso」應用程

式擴大購物優惠、互動遊戲和市場推廣活動，成為廣告商與其客戶之間的溝通平台。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二零一七年下半年本港媒體市場整體仍然充滿挑戰。然而，傳統印刷媒體仍被視為主流。

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的調查結果，香港印刷報章的讀者人數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有所增

加，而讀者的質素也有見提升，當中五十歲以下、具備高等教育程度及高級行政人員讀者

組別的增長最為顯著。這證明印刷媒體對要求優質內容的高端讀者群仍然具有吸引力及服

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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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印刷媒體市場具領導地位，將會不斷致力提高營運效率、為廣告客戶提供增值服

務及堅持制作優質內容，從而提升其核心業務的競爭力。與此同時，本集團繼續開發新媒

體產品和服務、裝備員工和資源及提供橫跨網下網上的平台和解決方案，以滿足市場不斷

改變的需要。印刷媒體行業的持續整合帶來挑戰亦同時帶來機遇。我們相信，本集團已做

好準備迎接改變，於經營環境改善時將可以受惠。 

 

本集團於將軍澳物業的擴建工程及工作地點遷移計劃正在進行中，預期將會於二零一七年

年底前完成，這將會進一步節省成本和帶來營運的協同效應。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1,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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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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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派予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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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三）及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四日（星期四）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於該兩天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收取中期股息的資格之人

士，必須不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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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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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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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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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主席及除何超瓊女士及李祖澤先生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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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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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在進行特定查詢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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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列明之規定標準。 

 

審閱中期財務報表審閱中期財務報表審閱中期財務報表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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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中期中期中期業績及業績及業績及業績及中期報告中期報告中期報告中期報告的公的公的公的公布布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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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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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何柱國何柱國何柱國何柱國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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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