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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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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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1,261,779  1,431,704 

銷售成本  (794,656)  (895,401) 

     

毛利  467,123  536,303 

 

其他收入及收益之淨額 4 18,579  18,528 

分銷開支  (213,569)  (235,176) 

行政開支  (275,180)  (280,636) 

其他開支  (11,971)  (5,358) 

融資成本 5 (2,418)  (1)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合營企業  (3,204)  4,238 

    聯營公司  3,873  7,137 

     

經營業務除稅前溢利／（虧損） 6 (16,767)  45,03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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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開支 7 (5,909)  (20,79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22,676)  24,243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  

    溢利／（虧損）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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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  (2.61)  2.80 

     

    攤薄  (2.61)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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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虧損）  (22,676)  2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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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2,725  (7,286) 

就海外業務註銷登記作出之重新分類調整  (1,677)  - 

     

以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進損益的其他全面 

  收益淨額 

  

1,048 

  

(7,286) 

     

以後期間不能重新分類進損益的其他全面 

  收益／（虧損）： 

    

物業重估收益  11,787  71,344 

所得稅影響  (2,057)  (11,239) 

     

以後期間不能重新分類進損益的其他全面 

  收益淨額 

  

9,730 

  

60,105 

     

除稅後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淨額  10,778  52,81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收益／（虧損）

總額 

  

(11,898) 

  

7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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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86,554  1,256,862 

投資物業  119,122  65,526 

其他無形資產  100  100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56,661  57,666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0,572  16,997 

按公平值記入全面收益表之財務資產  47  47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10,651  11,249 

遞延稅項資產  3,179  3,900 

其他已繳按金  75,903  65,953 

非流動資產總值  1,472,789  1,478,300 

     
流動資產     

存貨  35,574  59,475 

應收賬款 10 285,736  363,186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 

    其他資產 

  

35,335 

  

34,306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76,439  85,129 

向一間聯營公司提供的貸款   -  4,543 

可收回稅項  5,050  2,43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79,840  527,627 

流動資產總值  917,974  1,076,69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1 37,579  86,66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83,028  201,201 

租賃負債  29,328  - 

應付稅項  1,577  13,299 

流動負債總值  251,512  301,160 

     

流動資產淨值  666,462  775,539 

     

已減流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2,139,251  2,253,83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0,188  117,543 

租賃負債  15,715  - 

非流動負債總值  135,903  117,543 

     

資產淨值  2,003,348  2,13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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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行股本  175,325  173,222 

儲備  1,828,023  1,963,074 

     

股權總額  2,003,348  2,136,296 

     

     
 



 

 6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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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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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乃以歷史

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土地及樓宇、若干衍生金融工具、股權投資及債務證券、

及按公平值記入的財務資產乃按公平值計算。本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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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告。

附屬公司為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實體（包括結構性實體）。當本集團通過

參與被投資方的相關活動而承擔可變回報的風險或享有可變回報，並且有能力

運用對被投資方的權力（即使本集團目前有能力主導被投資方的相關活動的現

時權利）影響該等回報時，即取得控制權。 

 

 當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少於被投資方大多數的表決或類似權利，在評估其是

否擁有對被投資方的權力時，本集團會考慮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a) 與被投資方其他表決權持有人的合同安排；  

 

(b) 其他合同安排產生的權利；及  

 

(c) 本集團的表決權及潛在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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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控制的三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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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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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續） 
 

 綜合賬目基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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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中任何因此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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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編制本年度財務報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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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號修訂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償付特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計劃調整、削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在聯營公司和合營企業中的長期權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不確定性的會計處理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香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財 

 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及第23號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及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

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與編製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無關外，新訂及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說明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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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經營租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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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為經營租約或融資租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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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使用權資

產相等於租賃負債，並於首次採納調整時調整有關於首次採納前之合財務

狀況表上之租賃的預付及應計租賃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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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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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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約之租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影響性質 

 本集團擁有各類租賃土地、物業、汽車輛及其他設備之租賃合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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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或經營租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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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租期 12 個月或以下之租賃（「短期

租賃」）（按相關資產類別選擇）之兩項選擇性豁免除外。本集團自二零一九

年一月一日起為使用權資產及未償付租賃負債應計之利息確認折舊（及減值，

如有）（作為融資成本），而不在租期內以直線法確認經營租約項下之租金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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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一日的加權平均增量借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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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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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選擇將使用權資產包括在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物業、廠房及

設備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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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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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續） 
 

(a) （續）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約之租賃 （續）  

 

 過渡影響 （續）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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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對於有關類似相關資產類別租賃組合應用單一貼現率。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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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資產總值增加 74,532 

  

負債  

租賃負債及負債總值增加 74,53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將以往分類為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租賃土地港幣23,100,000，重新分類為使用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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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續） 

 

(a)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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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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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租賃相關承擔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內終止之租賃 (174) 

加： 

未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確認之選擇性延長期間付款 64,554 

   78,805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增量借貸利率 3.88%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租賃負債  74,532 

 

 

 (b)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修訂澄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的範圍例外僅包括應用

權益法的在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中的權益，而不包括實質上構成聯營公司或合資企

業淨投資的一部分的長期權益（其並無應用權益法）。因此，實體對該等長期權益

的會計處理，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下對減

值的要求，而非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然而，僅在確認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虧

損以及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淨投資的減值時，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於淨投

資，包括長期權益。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採納修訂後，已評估其聯營公司

及合營企業長期權益的商業模式，並總結認為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持續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按攤銷成本計量。因此，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財

務狀況或表現產生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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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續） 

 

(c)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3 號處理稅務處理涉及影響香港會計準

則第 12 號的應用的不確定性（通常稱為「不確定納稅狀況」）時的所得稅（當期

及遞延）會計。詮釋不適用於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範圍以外的稅項或徵稅，有關

具有不確定性的稅務處理的利息及罰款的相關要求這方面亦並無包括在內。詮釋具

體處理：(i)實體是否分開考慮具有不確定性的稅務處理；(ii)實體就稅務機關檢查

稅務處理所作出的假設；(iii)實體如何釐定應課稅利潤或稅務虧損、計稅基礎、未

利用稅務虧損、未利用稅款抵免和稅率；及(iv)實體如何考慮事實和情況的改變。

採用該詮釋後，本集團已考慮其是否因集團內公司間銷售的轉讓定價而產生任何不

確定納稅狀況。根據本集團的稅務合規及轉讓定價研究，本集團認定其轉讓定價政

策很可能會獲稅務機關接納。因此，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產生

任何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主要向香港、美加、歐洲、和澳洲和新西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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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作為單獨的經營分部營運。單獨經營分部乃按與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的內部

報告一致的方式呈報。主要經營決策者已確定為作出策略決策的執行董事，負責分配

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 

 

 年內並無來自任何單獨外部客戶的收入超過本集團收入的 10%（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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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1,255,152  1,426,107 

來自其他來源之收入      

  來自經營租約租金收入   6,627  5,597 

     

  1,261,779  1,431,704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i)收入分拆資料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或服務類別     

  廣告收入   964,714  1,127,443 

  發行收入   178,456  182,570 

  內容銷售及新聞收入   27,639  27,439 

  電台廣播廣告收入   26,114  24,726 

  項目管理服務收入   34,844  32,317 

  服務收入   10,745  13,985 

  其他   12,640  17,627 

     

來自客戶合約之總收入   1,255,152  1,426,107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區域市場     

  香港及中國內地(居住國)   971,806  1,098,882 

  北美   255,840  287,571 

  澳洲、新西蘭及歐洲   27,506  39,714 

     

來自客戶合約之總收入   1,255,152  1,426,107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點及來自客戶合約之總收入  1,255,152  1,42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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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續）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續） 

 

 (i) 收入分類資料 （續） 

 

  下表為於報告期初計入合約負債之當前報告期間已確 認之收 益金額：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發行收入  20,573  22,158 

     

 (ii) 履約責任 

 

  有關本集團履約責任之資料概述如下： 

 

  報章、雜誌及電台廣播廣告 

 履約責任於本集團在刊物上刊登廣告及廣播廣告時獲履行，付款一般於一個月內

到期，就主要客戶而言可延長至三個月。 

 

 發行報章、雜誌及其他刊物 

 履約責任於交付該等刊物時獲履行，付款一般於一個月內到期，就主要客戶而言

可延長至三個月。 

 

  銷售內容及新聞服務 

 履約責任於傳送或交付內容時獲履行，付款一般於一個月內到期，就主要客戶而

言可延長至三個月。 

 

 項目管理服務 

 履約責任於該項目或活動發生時獲履行，且付款一般於一個月內到期，就主要客

戶而言可延長至三個月。 

 

  其他服務 

 履約責任於傳送或交付最終產品時獲履行，付款一般於一個月內到期，就主要客

戶而言可延長至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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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續）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之分析如下：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5,372  4,046 

投資收入  3,955  3,781 

來自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190  1,752 

其他   5,826  7,351 

  15,343  16,930 

     

收益／（虧損），淨額      

公平值收收益／（虧損）之淨額：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832)  (3,376)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沖資格之交易   (397)  302 

  投資物業   (2,959)  7,21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  

  收益／（虧損）  

  

2,029 

  

(1,752)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   -  4,786 

註銷子公司註冊之收益   1,677  - 

撥回向一間聯營公司提供的貸款減值   1,057  - 

撥回長期未付應付款   6,006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345)  (5,573) 

  3,236  1,598 

     

合計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8,579  1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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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之分析如下：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負債利息   2,418  -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  1 

     

  2,418  1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出售存貨成本  222,508  282,12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5,466  86,690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32,075  - 

應收賬款減值  8,198  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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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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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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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年內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  4,315  11,800 

        其他地區  106  50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回）  232  (2,524) 

遞延  1,256  11,013 

 

年內稅務開支總額 

  

5,909 

  

20,792 

 

8. 股息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3.5港仙 

  （二零一八年： 2港仙） 

  

30,314 

  

17,322 

擬派：     

  末期股息—無  

  （二零一八年： 2港仙）  

  

- 

  

17,322 

  特別股息—無  

  （二零一八年： 10港仙）  

  

- 

  

86,611 

     

  30,314  121,255 

 

9.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二零一八年：溢利）金額乃按年內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

虧損港幣22,676,000（二零一八年：溢利港幣24,243,000）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數計算867,353,412（二零一八年：866,106,137）。 

 

 由於購股權對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每股基本

盈利金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未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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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298,403  383,896 

減值  (12,667)  (20,710) 

     

  285,736  36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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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172,900  216,941 

31至60天  41,703  47,456 

61至90天  30,100  29,299 

91至120天  15,053  21,123 

超過120天  25,980  48,367 

     

  285,736  363,186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的變動如下： 

 

   二零 一九年  二零 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20,710  15,016 

已確認減值虧損  8,198  6,827 

不能收回而撇銷的金額  (16,238)  (1,104) 

匯兌調整  (3)  (29)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2,667  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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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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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21,814  38,056 

31至60天  8,666  20,635 

61至90天  5,368  9,524 

91至120天  419  2,501 

超過120天  1,312  15,944 

     

  37,579  86,660 

 

 應付款項並不計息且一般須於 60 日償還。 

 

12. 報告期後事項 

 

在報告期後，董事會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五日宣佈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擁有並於澳洲註

冊成立之附屬公司 Sing Tao Newspapers Pty. Limited 已於同日進入債權人自動清盤程

序，並已委任共同及個別清盤人。具體詳見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六日所作出

的公告。於本公告日，有關清盤程序及管理層評估對本集團的相關財務影響仍在進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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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九年，香港經濟步入衰退，錄得1.2%收縮，是二零零九年以來首次出現年度負

增長。上半年環球經濟環境疲弱，增長放緩，其後第三、四季度由於本地社會事件嚴重

打擊經濟氣氛及消費相關活動，形勢急劇轉差。香港廣告市場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相對

平穩，錄得按年增長1%，但於下半年逆轉反錄得下跌17%。根據admanGo的統計，二零

一九年全年，香港廣告總開支減少8%，所有媒體類別皆出現跌幅，當中包括網上媒體，

惟社交媒體及流動廣告除外。鑒於行業環境欠佳，本集團的綜合收入由二零一八年約十

四億三千一百七十萬港元下跌至二零一九年約十二億六千一百八十萬港元，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綜合虧損於二零一九年為約二千二百七十萬港元，而二零一八年則錄得綜合溢利

約二千四百二十萬港元。 

 

報章 

 

根據admanGo的統計，於二零一九年，整體報章廣告市場下跌14%，下半年明顯惡化，持

續不斷的社會事件重挫香港經濟活動，廣告開支因而大幅被削。  

 

《頭條日報》仍然穩踞香港第一免費報章之位，在發行量、讀者人數和廣告方面均領先

業界。根據Ipsos Media Atlas二零一九年第三季的調查結果，《頭條日報》的平均每日讀

者人數達1,066,000人，為香港各份報章之冠，亦是涵蓋在報告內之中文免費日報當中唯

一沒有錄得讀者人數下跌的一份。《頭條日報》讀者人數佔中文免費報章讀者總人數的

78%，較其他三份中文免費報章的讀者人數淨總和超出28%，並保持為香港唯一擁有讀者

人數超過一百萬的報章。根據admanGo的統計，儘管二零一九年整體免費報章市場的廣告

收入下跌13%，《頭條日報》仍能盡量減低其廣告收入跌幅，為各份中文免費日報之中最

輕微。《頭條日報》繼續佔據最大的市場份額，在不同廣告類別領先其他香港報章，而

在當中包括地產、餐廳和媒體等類別更錄得增長。《頭條日報》作為最受廣告客戶和讀

者認同的免費報章，在牛津大學路透社新聞研究所發表的「數碼新聞報告2019」報章類

別再次名列全港之冠。此外，《頭條財經報》繼續為全港讀者人數最多的財經報章，根

據Ipsos Media Atlas二零一九年第三季的調查結果，其讀者人數錄得4%增長。 

 

於二零一九年，香港收費報章的廣告收入下跌14%，與免費報章相若，下半年受到自六月

開始的社會事件造成的負面影響因而尤其遜色。根據admanGo的統計，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收費報章的廣告收入按年減少9%，下半年更惡化至按年下跌19%。各份主要收費報章的

廣告收入均見下跌，《星島日報》亦不能倖免。另一方面，隨著《星島日報》為迎合讀

者需求而持續提供更強及更多元化的內容，例如於其體育及馬經版，《星島日報》於二

零一九年的發行銷售量和收入同告上升。作為一份致力為讀者提供可靠客觀內容的優質

報章，《星島日報》持續獲得讀者擁戴和支持，尤其不少希望透過值得信賴的媒體緊貼

社會事件。根據Ipsos Media Atlas二零一九年第三季的調查結果，《星島日報》的讀者人

數上升8%，增幅為全港報章之冠。所有其他收費報章於二零一九年相繼加價，《星島日

報》維持零售價八港元，為讀者帶來最高價值。另外，《親子王》於二零一九年再度獲

《Marketing Magazine》選為香港第一的育兒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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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虎報》於二零一九年的財務表現理想。根據Ipsos Media Atlas二零一九年第三季的

調查結果，《英文虎報》的讀者人數增加7%，為在此項調查中錄得最高升幅的報章之

一。根據admanGo的統計，《英文虎報》亦是二零一九年少數錄得廣告收入增長的日報之

一。海外地產廣告錄得可觀增長，為《英文虎報》其中主要廣告類別，而政府廣告亦有

顯著增加。《英文虎報》憑著努力拓闊收入來源及控制開支，於二零一九年的盈利能力

得以提高。 

 

於二零一九年，《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繼續面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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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海外業務繼續

進行重組，包括精簡工作流程和控制成本等嚴格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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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於二零二零年二月起結束其澳洲業務，行動

是因應整體海外經營環境而作出商業調整的一部分，以專注於具前景之分部發展。 

 

雜誌 

 

根據admanGo的統計，香港的雜誌廣告市場於二零一九年繼續疲弱，錄得23%跌幅，情況

在下半年尤為明顯。儘管如此，本集團的旗艦雜誌《東周刊》由於貫徹管理成本及開拓

新收入來源的措施奏效，財務業績保持相對穩定。根據 Ipsos Media Atlas二零一九年第三

季的調查結果，《東周刊》的讀者人數於二零一九年錄得4%增長，為在此項調查中同類

型雜誌少數錄得讀者人數增幅的周刊之一。為整體重組本集團旗下雜誌，專注發展綜合

性周刊，本集團由二零二零年起將月刊《JET》及《游絲腕錶雜誌》的營運以許可形式外

判。 

 

招聘媒體 

 

於二零一九年，本集團繼續高踞本港平面招聘媒體市場的首席。根據Ipsos Media Atlas二

零一九年第三季的調查結果，在讀者市場方面，《JobMarket 求職廣場》繼續名列招聘刊

物之冠，讀者人數超出第二的競爭對手逾一倍。根據admanGo的統計，於二零一九年，本

集團旗下招聘刊物包括《JobMarket 求職廣場》及「頭條日報筍工金榜」所佔的廣告開支

份額在招聘刊物當中繼續為最大。然而，香港的招聘廣告市場整體於二零一九年出現下

跌，對本集團的招聘媒體業務的財務表現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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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業務發展 

 

於年內，本集團的新媒體業務繼續發展，加強對本集團收入的貢獻，與傳統媒體業務相

輔相成，共同拓展媒體行業內的市場地位。 

 

於二零一九年，本集團的報章網站流量取得顯著增長，團隊積極努力增添豐富內容以及

提升網站的用戶體驗、興趣及參與度實在功不可沒。於年內，本港發生許多吸引讀者注

意的突出事件，亦有助推高流量。二零一九年，《頭條日報》網站（hd.stheadline.com）

的 每 月 訪 客 量 和 每 月 瀏 覽 量 皆 按 年 上升 70% 或 以 上 ， 而 《 星 島 日 報 》網 站

（ std.stheadline.com）的每月訪客量和每月瀏覽量則分別上升 71%和67%。「頭條

POPNews」視頻網站的影片收看量亦上升67%。 

 

一站式升學及親子媒體平台「Oh! 爸媽」於二零一九年繼續加強業務表現。於二零一九年

年初及年中在網站推出「試用中心」、「安全檢測中心」及「靚媽頻道」等新專欄，獲

得使用者和客戶的正面回響。除開拓客戶群以涵蓋各行各業外，「Oh! 爸媽」亦持續吸引

更多目標受眾。就每月訪客量和每月瀏覽量而言，下半年的網站流量較上半年有所上

升。其社交媒體粉絲亦穩步增長，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Oh! 爸媽」及「廿四孝父

母」Facebook粉絲的總數達546,000人。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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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該應用程式的下載量不斷增

長，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已累計錄得38,000個下載。作為香港首屈一指的電子親子媒

體，「Oh! 爸媽」於二零一九年在《Marketing Magazine》公佈的「媒體報告2019」中獲

選為「年度最佳親子數碼媒體」，為連續兩年獲得該項殊榮。「Oh! 爸媽」亦在「The 

Spark Awards 2019」勇奪三個獎項，分別為「最具影響力媒體」、「最高增長媒體」及

「最佳社交媒體宣傳策略」。該些獎項反映「Oh! 爸媽」作為領先的教育及親子媒體平

台，深受讀者及廣告客戶的認可和歡迎。 

 

於二零一九年，「頭條Jetso」應用程式進一步拓展其市場地位，截至二零一九年年底，

已累計錄得逾490,000個下載，會員人數超過90,000人。於年內，該應用程式聯同逾80個

品牌和合作夥伴舉辦超過150個活動，吸引多達4,000,000參加人次。該應用程式自於二零

一九年三、四月推出大型宣傳活動「勁獎圍威喂」後，晉升Google Play熱門排行榜頭五

位。「頭條Jetso App eShop」於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面世，為品牌及客戶提供全新的網上

銷售渠道。「頭條Jetso」應用程式憑著其創意而大受歡迎，一再榮獲業界重要獎項，分

別在「The Spark Awards 2019」奪得「Best Use of App」和「Best Media Campaign – 

Mobile」兩項金獎，以及在「Mob-Ex Awards 2019」中榮獲「Best App – News」銀獎。 

 

於二零一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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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收入增長，為廣告客戶提供廣大接觸面包括每月

瀏覽量逾139,000,000次及Facebook粉絲逾1,900,000人（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其亦與

第三方電子平台結盟合作擴大業務網絡，並提升一站式電子市場推廣方案，涵蓋內容開

發和製作、社交媒體賬戶管理及媒體廣告等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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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領先

典範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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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零一九年全球經濟增長是自二零零九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弱。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蔓延

是目前對二零二零年前景的重大威脅，同時美國與內地的貿易爭議、英國脫歐及中東地

緣政治局勢緊張等因素更增添隱憂，展望二零二零年將充斥壓力。香港經濟本已受到多

月來的社會動盪打擊，而二零二零年的前景將取決於疫情會否受控及社會事件的發展。

以上各項因素及其對廣告市場的影響，都會左右本集團二零二零年的前景。 

 

當前營商環境艱難，預計短期內亦難有改善。本集團將繼續致力削減開支，精簡營運，

務求達致有效率且可持續的成本結構。白報紙價格回軟，預計亦有助減省生產成本。我

們將一如既往，專注發揮核心優勢，提供優質內容及具成本效益的廣告平台，滿足讀者

及廣告客戶的需要。 

 

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約1,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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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料及報告期後事項 

 

更改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地址  

 

誠如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之公告，自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一日起，本公司的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的地址已更改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

樓。 

 

更改於百慕達之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地址  

 

誠如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九日發出之公告，自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九日起，本公司於百慕達

之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MUFG Fund Services (Bermuda) Limited的地址已更改為4th Floor 

North, Cedar House, 41 Cedar Avenue, Hamilton HM 12, Bermuda。 

 

潛在股份出售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五日、二零二零年一月三日、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四日的公告

（「早前公告」）。誠如早前公告中披露，本公司之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兼本公司控

股股東何柱國先生（「何先生」）正與一位獨立潛在買家（「潛在買家」）就（包括）

可能出售本公司之權益（「潛在交易」）進行初步階段磋商。何先生與潛在買家就潛在

交易之磋商仍在進行，以及何先生並未就潛在交易訂立任何正式或具法律約束力之協

議。更多潛在交易之詳情可參閱早前公告。 

 

 

javascript:comScoreBtnClick('announcement_notice',%20'announcement_notice',%20'');window.open('http://www.singtaonewscorp.com/notice/announcement/1_2019062512045409482.pdf','1',%20'about:blank');void(0);
javascript:comScoreBtnClick('announcement_notice',%20'announcement_notice',%20'');window.open('http://www.singtaonewscorp.com/notice/announcement/1_2019071912065138102.pdf','1',%20'about:blank');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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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附屬公司之清盤 
 

有關一間間接全資擁有並於澳洲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Sing Tao Newspapers Pty. Limited之

清盤的詳情，載於本業績公告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2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

六日之公告內。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每股普通股2港仙）及特別股息（二

零一八年：每股普通股10港仙）。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向股東派發中期

股息每股普通股3.5港仙（二零一八年：2港仙）。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釐定股東符合出席本公司即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七日（星期四）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四日

（星期一）至二零二零年五月七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

續，於該期間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

上投票，必須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填妥的

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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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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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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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

文，惟下文列明及闡釋當中有所偏離《企業管治守則》之部份守則條文。 

 

因效益的考慮，董事會於年內舉行了兩次定期會議而非守則條文A.1.1所規定的四次。由

於社會動盪及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有關集團年度預算之董事會會議已延期至二零二零

年一月。董事會舉行的定期會議考慮及批准（其中包括）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董事會認為已

舉行足夠會議，因業務營運乃由執行董事負責管理及監督。所有重大決策均已向董事會

諮詢，亦已向全體董事傳閱書面決議以取得董事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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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條文A.6.7及E.1.2，董事會主席及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

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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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預計

之商業或海外業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於年內與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舉行了一次會議而非守則條文C.3.3所規

定的兩次，歸因董事會會議延期至二零二零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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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年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列明之規定標準。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有關本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

收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相關附註之數字已得到本集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安永」）的同意，該等數字與本集團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安永就此

履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

港核證聘用準則作出的核證聘用，故此安永概不就本公告發表任何保證。 

 

審閱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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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內部監控系統及財務報告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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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業績及年報的公布 

 

本業績公告登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singtaonewscorp.com。

二 零 一 九 年 年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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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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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