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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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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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

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631,404  697,273 

銷售成本  (412,223)  (447,651) 

     

毛利  219,181  249,622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12,302  (18) 

分銷成本  (103,486)  (111,872) 

行政開支  (131,752)  (142,171) 

其他開支  (2,246)  (1,029) 

融資成本  (238)  (1)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合營企業  43  3,514 

 聯營公司  2,569  3,582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3,627)  1,627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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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3,627)  1,627 

所得稅開支 5 (4,060)  (1,150) 

     

期內溢利／（虧損）  (7,687)  477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虧損）

－（港仙） 

6    

基本  (0.89)  0.06 

     

 攤薄  (0.89)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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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虧損）溢利  (7,687)  477 

 

其他全面收益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除稅後）：     

以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的其他全面收

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3,745  (4,765) 

  就海外業務註銷登記作出之重新分類調整  (4,591)  - 

     

以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的其他全面虧

損淨額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8,533) 

  

 

(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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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30,341  1,256,862 

投資物業  66,066  65,526 

其他無形資產  100  100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59,375  57,666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9,566  16,997 

按公平值記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性投資 

  

47 

  

47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11,249  11,249 

遞延稅項資產  3,897  3,900 

其他已繳按金  68,487  65,953 

非流動資產總值  1,459,128  1,478,300 

     

流動資產     

存貨  39,496  59,475 

應收賬款 8 320,579  363,18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9,204  34,306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91,223  85,129 

向一間聯營公司提供的貸款  4,543  4,543 

可收回稅項  21,335  2,43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33,156  527,627 

流動資產總值  949,536  1,076,69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9 53,134  86,66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85,643  201,201 

租賃負債  4,289  - 

應付稅項  17,639  13,299 

流動負債總值  260,705  301,160 

     

流動資產淨值  688,831  775,539 

     

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2,147,959  2,25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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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2,147,959  2,253,83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6,868  117,543 

租賃負債  6,437  - 

非流動負債總值  123,305  117,543 

     

資產淨值  2,024,654  2,136,296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行股本  173,222  173,222 

 儲備  1,851,432  1,963,074 

     

股權總額  2,024,654  2,13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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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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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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說明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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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若干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必須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及詮釋。除下列說明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影響外，於本中

期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對載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報告金額

及／或所作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 4 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5

號經營租賃—優惠及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7 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交
易的內容。該準則載列確認、計量、呈列及披露租賃的原則，並要求承租人在單一資

產負債表模式中計算所有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大致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項下的出租人會計處理方法。出租人將繼續採用與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類似的

原則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因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對本集團

作為出租人的租賃並無任何財務影響。 

  

 本集團使用經修訂追溯應用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初始應用日期為二零

一九年一月一日。根據該方法，該準則已獲追溯應用，並將首次採納之累計影響作為

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期初保留溢利結餘之調整，惟二零一八年比較資料並無重

列，並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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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計政策（續）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續） 

 租賃之新定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倘合約為換取代價而給予在若干時段內控制使用已

識別資產之權利，則該合約為租賃或包含租賃。當客戶有權從使用已識別資產獲得絕

大部分經濟利益以及指示使用已識別資產時，即有控制權。本集團選擇使用過渡性實

際權宜之方法，以令該準則僅適用於先前已於初始應用日期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 號識別為租賃之合約。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 17 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 號尚未識別為租賃之

合約並無重新評估。因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項下之租賃定義已僅應用於在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更改之合約。 

 

 於包含租賃部分之合約開始或獲重新評估時，本集團根據其獨立價格將合約中之代價

分配予各租賃及非租賃部分。本集團已採納之承租人可用實際權宜辦法並無不區分非

租賃部分及就租賃及相關非租賃部分（例如物業租賃之物業管理服務）入賬作為單一

租賃部分。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影響性質 

 本集團擁有各類物業及車輛之租賃合約。作為承租人，本集團先前根據有關租賃是否

將資產所有權之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轉移至本集團之評估，將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或

經營租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本集團採用單一方法確認及計量所有租

賃之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低價值資產租賃（按個別租賃基準選擇）及短期租賃

（按相關資產類別選擇）之兩項選擇性豁免除外。本集團已選擇不就(i)低價值資產租

賃；及(ii)於開始日期之租期為 12 個月或以下之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相

反，本集團於租期內以直線法將與該等租賃相關之租賃付款確認為開支。 

 

 過渡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租賃負債按剩餘租賃付款的現值，經使用二零一九年一月一

日的遞增借款利率貼現後予以確認。本集團選擇在財務狀況表內分開列報租賃負債。

使用權資產按租賃負債金額計量，並就有關緊接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前於財務狀況

表所確認租賃的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款項金額作出調整。所有該等資產於該日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第 36 號就任何減值進行評估並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 會計政策（續）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續）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續） 

 過渡影響（續） 

 

 對於過往包括在投資物業項下且按公允值計量並持有以賺取租金收入及／或資本增

值之租賃土地 及建築，本集團於 2019 年 1 月 1 日繼續將其包括在投資物業項下及仍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號按公 允值計量。 

 

 於 2019 年 1 月 1 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時，本集團已採用以下有選擇性之

可行簡化方案： 

 

– 將短期租賃豁免應用於租賃期限 12 個月內終止之租賃 

 

– 倘合同包含延長／終止租約選擇權，利用事後所知來釐定租賃期限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的影響： 

 

 增加/(減少)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 13,326 

資產總值增加 13,326 

  

負債  

租賃負債增加 13,326 

負債總值增加 13,326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租賃負債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租約承擔

對賬如下：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經營租約承擔 14,425 

 

減： 

豁免短期租賃  (174) 

   14,251 

 

使用本集團的增量借貸利率 3.88%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租賃負債  1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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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計政策（續）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續） 

 新會計政策概要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的租賃會計政策，自二

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後，將替換為以下新會計政策： 

 

 使用權資產 

 於租賃開始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

計量，並就任何重新計量租賃負債作出調整。使用權資產成本包括已確認租賃負債款

額、初步已產生直接成本及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租賃付款減任何已收取租賃獎

勵。除非本集團合理確定於租期結束時取得租賃資產所有權，否則已確認使用權資產

於其估計可使用年期及租期（以較短者為準）按直線法折舊。當使用權資產符合投資

物業的定義時，則計入投資物業中。相應的使用權資產初始按成本計量，其後根據本

集團的「投資物業」政策按公平值計量。 

 

 租賃負債 

 於租賃開始日期按租賃期內將作出的租賃付款現值確認租賃負債。租賃付款包括定額

付款（含實質定額款項）減任何租賃獎勵應收款項、取決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款

項以及預期根據剩餘價值擔保支付的金額。租賃付款亦包括本集團合理確定行使的購

買選擇權的行使價及在租期反映本集團行使終止租賃選擇權時，有關終止租賃的罰

款。不取決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款在出現觸發付款的事件或條件的期間內確認

為開支。 

 

 於計算租賃付款的現值時，倘租賃內含利率無法確定，則本集團應用租賃開始日期的

增量借款利率計算。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金額的增加反映了利息的增長，其減少

則關乎所作出的租賃付款。此外，倘存在租期的修改、由指數或利率變動引起的未來

租賃付款變動、租期變動、實質定額租賃付款變動或購買相關資產的評估變動，則重

新計量租賃負債的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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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計政策（續）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續） 

 釐定有重續選擇權合約的租期時所用重大判斷 

 

 本集團將租期釐定為不可撤銷租賃期限，而如果能合理確定將行使延長租賃的選擇

權，租期還應包括該選擇權所涵蓋的任何期間，或在合理確定將不會行使終止租賃的

選擇權時，還應包括該選擇權所涵蓋的任何期間。本集團根據其部分租賃可選擇續租

設備三年。本集團於評估行使重續選擇權有否合理確定性時運用判斷。其將所有會對

行使重續構成經濟激勵的相關因素進行考量。於租賃開始日期後，如在本集團控制範

圍內有影響其行使重續選擇權的重大事件或情況變動，本集團會重新評估租期。本集

團將重續期間計作機械租賃的一部分租期，此乃由於該等資產對本集團的經營而言具

有重要性。該等租賃擁有短期不可撤銷期間，且如無可用替代者，會對生產構成重大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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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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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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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無）。 

  

3. 收入 

 

 分類收入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廣告收入 486,716 549,755 

發行收入 90,007 94,182 

內容銷隻及新聞服務收入 14,233 14,113 

電台廣播廣告收入 12,191 11,965 

項目管理服務收入 14,977 12,052 

服務收入 5,035 7,355 

其他 5,146 3,245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入   

租金收入總額 3,099 4,606 

   

 631,404 69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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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3,403  44,060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2,796  - 

投資收入  (2,093)  (1,994) 

股息收入  -  (1,372) 

公平值虧損／（收益）之淨額：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1,354)  6,937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冲資格之交易  88  (6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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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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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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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7  3,876 

    其他地區  433  - 

  以往期間超額撥備  -  (2,584) 

遞延  -  (142) 

     

期內稅務開支總額  4,060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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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虧損） 

 

 每股基本溢利／（虧損）金額乃按期內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及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購股權對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具反攤薄影

響，故並未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

額作出調整。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攤薄溢利／（虧損）金額乃按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溢利

／（虧損）之期內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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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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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乃按下列基準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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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7,687)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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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866,106,337 

  

866,106,337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購股權  -  123 

     

  866,106,337  866,106,460 

 

7. 股息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宣佈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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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將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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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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332,947  383,896 

減值  (12,368)  (20,710) 

     

  320,579  36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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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211,015  216,941 

31至60天  26,175  47,456 

61至90天  23,952  29,299 

91至120天  13,660  21,123 

超過120天  45,777  48,367 

     

  320,579  36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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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及票據根據款項發票日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32,363  38,056 

31至60天  10,780  20,635 

61至90天  4,242  9,524 

91至120天  2,874  2,501 

超過120天  2,875  15,944 

     

  53,134  8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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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及其他媒體相關業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內」），本集團錄得綜合收入為約 631,400,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則為約 697,300,000 港元，

本期內錄得綜合虧損為約 7,700,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錄得綜合溢利為約 500,000 港元。 

 

媒體業務回顧 
 

於本期內，本集團的媒體業務面對的營商環境欠佳。香港經濟於第二季轉弱，內地與美國

的貿易爭議以及全球經濟放緩削弱了出口、零售及投資市場的信心，因此拖慢本地經濟增

長。從六月開始出現的政治示威活動一再影響商業及消費情緒，令經濟表現添壓。根據

admanGo 的統計，香港整體廣告市場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增長少於

1%，除了流動及社交媒體錄得肯定的增幅，其他包括報章、雜誌以至網上媒體市場皆見廣

告收入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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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佔香港第一免費報章的地位，在發行量、讀者人數及廣告方面均廣受認可

為行業之冠。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的調查結果，《頭條日報》的平均每

日讀者人數達 1,075,000 人，為香港最多人閱讀的報章，佔中文免費日報讀者市場的 75%。

《頭條日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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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且仍為香

港唯一擁有讀者人數超過一百萬的報章。以其龐大的發行量及讀者群，《頭條日報》持續

為廣告客戶提供最能有效接觸廣大受眾的印刷宣傳推廣媒介。儘管整體免費報章廣告市場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錄得 5%的跌幅，根據 admanGo 的統計，《頭條日報》繼續保持其市場

佔有率，並穩踞市場的最大份額。能夠取得成績，皆因《頭條日報》堅定不懈的努力，為

廣告商提供高增值的服務並為讀者提供優質的採編內容。此外，《頭條財經報》繼續為香

港讀者人數最多的財經報章，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的調查結果，其讀

者人數錄得 4%的增長。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香港收費報章繼續處於艱難的廣告市場環境，對《星島日報》的業

績有所影響。然而，作為一份致力為讀者提供權威、客觀及有趣內容的優質報章，《星島

日報》持續獲得讀者擁戴，其讀者人數錄得 4%的增長，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九年

第一季的調查結果，當中以高收入及購買決策者的讀者群體之增長最為明顯。《星島日報》

一直以來推動報網合一的內容發展，包括一系列在市場上廣受歡迎的副刊及教育內容，全

面照顧報章及網上讀者需要。其他收費報章於今年相繼加價，惟《星島日報》維持零售價

八港元，為讀者帶來最高價值。根據 admanGo 的統計，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香港收費報

章廣告市場整體下跌 9%，《星島日報》未能倖免於市場疲軟的影響，尤其是在銀行及零售

類別，但在地產廣告類別保持領先地位，並在非牟利團體、電器及汽車等類別的廣告收入



17 

亦取得增長。 

 

《英文虎報》憑著努力於拓闊收入來源、加強經營效益及控制開支，於本期內成功改善財

務表現。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的調查結果，《英文虎報》的讀者人數取

得 9%的增長，為在此項調查的報章當中升幅最高之一。於廣告方面，《英文虎報》亦超

越其英文報章競爭對手，根據 admanGo 的統計，其廣告收入錄得 6%的升幅，並在地產、

政府、旅遊及酒店等廣告類別取得增長。加上具有效率的成本結構，《英文虎報》於本期

內的盈利能力得以提高。 

 

於本期內，《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繼續面臨全球經濟放緩及媒體行業電子化的壓力，因

此對廣告及發行收入造成不利影響。為了減輕對財務業績的負面影響，海外業務不斷努力

革新其成本結構，同時善用星島品牌已確立的市場地位及聲譽開拓新收入來源。 

 

雜誌 
 

根據 admanGo 的統計，香港的雜誌廣告市場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繼續疲弱，儘管如此，本

集團的雜誌業務由於貫徹管理成本及開拓新收入來源的措施奏效，得以保持穩定的收入並

改善盈虧狀況。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的調查結果，《東周刊》的讀者人

數錄得 9%的增長，為在此項調查的周刊當中升幅最高之一，而《Caz Buyer 車買家》的讀

者人數亦增加 11%。月刊《JET》及《游絲腕錶雜誌》的收入有所回升，並實施有效的支

出控制以改善財務業績。 

 

招聘媒體 
 

於本期内，本集團繼續高踞本港平面招聘媒體市場的首席。在讀者市場方面，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的調查結果，《JobMarket 求職廣場》繼續名列招聘刊物之冠，

讀者人數增長 3%，其亦為香港擁有最多讀者人數的周刊。在廣告市場方面，根據 admanGo

的統計，《JobMarket 求職廣場》於本期内繼續領先其他招聘刊物。然而，香港的招聘廣告

市場整體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出現下跌，對本集團的招聘媒體業務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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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業務發展 
 

於本期內，本集團新媒體業務繼續發展，加強對本集團收入及盈利的貢獻。 

 

經革新後的「頭條 Jetso」應用程式進一步鞏固其市場地位，並於四月推出「勁獎圍威喂」

活動，與多個本地知名品牌合作，吸引大批用戶參與。此外，該應用程式加入「分類 Jetso」，

為中小企業提供一個自助廣告平台，面向數量可觀的用戶群推廣其產品及服務。「頭條

Jetso」應用程式憑著其創意而大受歡迎，並一再榮獲業界重要獎項，包括「Mob-Ex Awards 

2019」的「Best App - News」銀獎以及「The Spark Awards 2019」兩項金獎。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底為止，該應用程式已累計錄得逾 450,000 個下載，於本期內舉辦超過一百個活動

並吸引逾 2,200,000 參加人次。 

 

一站式升學及親子媒體平台「Oh! 爸媽」於本期內繼續拓展業務，主力擴大其收入及盈利

並取得顯著成果。於二零一八年年底先後推出「安全檢測中心」及「靚媽頻道」，令網站

流量維持穩定上升趨勢，其社交媒體粉絲亦穩步增長。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Oh! 爸媽」

及「廿四孝父母」Facebook 粉絲的總數錄得超過 509,000 人。「Oh! 爸媽」亦於二零一八年

年底推出手機應用程式，提供各區親子活動位置即時檢閱及個人化活動時間表等功能；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該應用程式已累計錄得逾 24,000 個下載。作為香港首屈一指的電子親

子媒體，「Oh! 爸媽」屢獲市場好評並於「The Spark Awards 2019」勇奪「最佳社交媒體宣

傳策劃」、「最高增長媒體」及「最具影響力媒體」等多項獎項。 

 

於本期內，「頭條 POPNews」視頻網站的流量大幅增加，《頭條日報》網站（hd.stheadline.com）

及《星島日報》網站（std.stheadline.com）的流量亦有顯著增長。除了因為期內發生許多吸

引讀者注意的突出事件，團隊積極努力增添豐富內容以及提升網站的用戶體驗、興趣及參

與度更是功不可沒。電子市場推廣公司–放閃網絡推廣有限公司–通過有效協調本集團旗

下跨媒體平台的銷售及市場推廣業務持續實現收入增長，為廣告商提供廣大接觸面包括每

月瀏覽量逾 109,000,000 次及 Facebook 粉絲逾 1,800,000 人。其亦開始擴大業務網絡，為第

三方電子平台提供廣告銷售服務。放閃網絡推廣有限公司結合網下網上業務的成就備受行

業認可，於二零一九年三月獲得香港 O2O 電子商務總會頒發的「O2O 領先典範大獎」。 

 

展望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香港的經濟狀況是自二零零九年衰退以來最弱，今年下半年仍有欠明

朗。內地與美國的貿易緊張局勢加劇及英國脫歐的持續談判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估計至少持

續至年底。於撰寫本報告之時，香港的民眾示威活動仍在繼續，我們十分關注該等事件對

本地經濟的影響，並將繼續留意事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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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需要面對不明朗的政經局勢，我們長久的經營策略及價值觀始終如一。於當前的困難

時刻，本集團一如既往，專注於其核心媒體產品，並於新媒體領域尋求發展機遇。本集團

秉持其主要理念和策略，為讀者提供優質內容及為廣告商提供具成本效益的廣告服務。同

時，我們致力重整資源運用及提升營運效益亦是對業務的可持續發展至為重要。 

 

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1,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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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本集團之現金儲備穩健，而於可見將來未有重大資本投資項目，管理層建議增加中期

股息，讓股東把握市場上的其他投資機遇。因此，董事會議決宣佈就本期內派發中期股息

每股3.5港仙（去年同期：每股2港仙）（「中期股息」），並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派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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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之資格，所

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送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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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樓，以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購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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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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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就守則條文A.6.7及E.1.2有所偏離。董事會

主席及除何超瓊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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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海

外事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20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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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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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的公佈 

 

本業績公佈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

司網站  www.singtaonewscorp.com。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亦將登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singtaonewscorp.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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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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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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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