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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SCMP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集團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如下：

綜合資產負債表摘要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52,510 566,953

投資物業 773,800 773,800

土地租金 32,099 32,609

無形資產 33,024 34,920

聯營公司之權益 58,005 53,169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207,596 208,516

界定利益計劃之資產 43,709 39,611

1,700,743 1,709,578

流動資產
存貨 26,977 29,252

應收款項 3 258,457 281,771

預付費用、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4,924 17,028

現金及銀行結餘 212,300 255,306

512,658 583,357

總資產 2,213,401 2,29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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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 156,095 156,095

儲備 1,578,638 1,523,737

擬派股息 124,876 202,923

1,703,514 1,726,660

股東資金 1,859,609 1,882,755

少數股東權益 18,948 11,832

權益總額 1,878,557 1,894,58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無抵押長期銀行貸款 17,000 17,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09,422 111,833

126,422 128,833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5 114,031 149,881

預收訂閱費 18,408 23,037

現期所得稅負債 56,806 81,672

無抵押短期銀行貸款 2,060 1,990

有抵押銀行透支 17,117 12,935

208,422 269,515

總負債 334,844 398,348

總權益及負債 2,213,401 2,292,935

流動資產淨值 304,236 313,84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04,979 2,02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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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收益 2 632,860 583,167

其他收入 2,091 2,150

員工成本 (191,001) (180,594)

生產原料成本 (88,271) (86,040)

租金及設施 (21,541) (16,920)

折舊及攤銷 (29,149) (32,434)

廣告及宣傳 (16,821) (16,015)

其他經營開支 (71,674) (73,034)

出售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收益 1,370 －

經營盈利 2 217,864 180,280

淨利息收入 6 3,163 622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943 2,895

除所得稅前盈利 221,970 183,797

所得稅開支 7 (39,710) (33,202)

期內盈利 182,260 150,595

應佔盈利：
股東 175,000 146,530

少數股東權益 7,260 4,065

182,260 150,595

股息
擬派中期股息每股8港仙
（二零零六年：每股6港仙） 8 124,876 93,657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9 11.21港仙 9.3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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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摘要（「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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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之規定
而編製。

此中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零六年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此中期財務報表摘要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表之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該重
新分類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
間生效。本集團已評估此等準則、修訂及詮釋，認為其對此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2. 分部資料

本公司於本期間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出版、印刷及分銷《南華早報》、《星期日南華
早報》及其他印刷及電子刊物、物業投資、錄像及影片後期製作以及音樂出版。

本集團業務大部分均以香港為基地，而本集團根據主要業務劃分之收益及對經營盈利之貢獻之分析如
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對經營盈利之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報章、雜誌及其他刊物 613,270 561,099 210,208 174,320

投資物業 8,921 8,692 6,754 6,346

錄像及影片後期製作 9,393 10,278 128 (1,434)

音樂出版 1,276 3,098 774 1,048

總計 632,860 583,167 217,864 18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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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的平均信用期限為七日至九十日，應收款項按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百分比 結餘 百分比

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零至三十日 212,361 81.3 190,835 66.9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14,631 5.6 49,473 17.3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23,793 9.1 31,811 11.1

多於九十日 10,423 4.0 13,223 4.7

總額 261,208 100.0 285,342 100.0

減：累積減值虧損 (2,751) (3,571)

258,457 281,771

4.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實收股本：
1,560,945,596股（二零零六年：1,560,945,596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 156,095 15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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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百分比 結餘 百分比

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零至三十日 22,272 85.8 29,888 80.2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1,039 4.0 4,436 11.9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376 1.5 333 0.9

多於九十日 2,267 8.7 2,609 7.0

應付款項總額 25,954 100.0 37,266 100.0

應計負債 88,077 112,615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總額 114,031 149,881

6. 淨利息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3,992 2,382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支出 (829) (1,760)

3,163 622

7.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41,857 34,964

海外稅項 264 347

遞延所得稅 (2,411) (2,109)

39,710 33,202

香港利得稅乃以期內估計應課稅盈利按17.5%（二零零六年：17.5%）稅率撥備。海外地區所得盈利之稅
項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盈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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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派發二零零六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3港仙，合共202,923,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五月
派發二零零五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合共156,095,000港元。

董事會宣佈派發本期之中期股息每股8港仙（二零零六年：每股6港仙），合共124,876,000港元（二零零六
年：93,657,000港元）。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期內股東應佔盈利175,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46,530,000港元）及於期
內已發行之股份1,560,945,596股（二零零六年：1,560,945,596股）計算。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其持有人可認購本公司6,463,000股股份（二零零六年：
7,033,000股）。此等購股權可能會攤薄未來每股基本盈利，但因其於呈列期間具有反攤薄作用，故並無
列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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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之經營業績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之純利為175.0百萬港元，較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增加19%或28.5百萬港
元，主要因廣告銷售強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百萬港元，每股金額除外）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變動百分比

收益 632.9 583.2 9

員工成本 (191.0) (180.6) 6

生產成本 (88.3) (86.0) 3

租金及設施 (21.5) (16.9) 27

廣告及宣傳 (16.8) (16.0) 5

其他經營開支 (71.7) (73.1) (2)

未計折舊及攤銷之經營成本 (389.3) (372.6) 4

折舊及攤銷 (29.2) (32.4) (10)

主要業務之經營盈利 214.4 178.2 20

其他收入 2.1 2.1 －
出售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收益 1.4 － *

經營盈利 217.9 180.3 21

淨利息收入 3.2 0.6 *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0.9 2.9 (69)

所得稅開支 (39.7) (33.2) 20

少數股東權益 (7.3) (4.1) 78

股東應佔盈利 175.0 146.5 19

每股盈利（港仙） 11.2 9.4 19

* 表示變動超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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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本及開支

未計折舊及攤銷之經營成本增加4%或16.7百萬港元。員工成本因較高之花紅撥備及支付遣
散費而增加6%或10.4百萬港元。新聞紙平均成本由每公噸604美元上升5%至每公噸635美元。
每平方米48.8克之新聞紙現時之市價為每公噸570美元。租金及設施開支上升27%或4.6百萬
港元，主要因續租辦公室物業之租金較高。

業務分部之財務回顧

出版

報章出版業務收益增長10%，佔本集團營業額86%。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邊際盈
利率及經營邊際盈利率均有所改善，此乃由於邊際盈利較高之通告收益表現強勁及商業廣
告收益持續增長所致。

《南華早報》及《星期日南華早報》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之未經審核發行量保持平穩。

商業廣告收益增加7%，較香港報章廣告開支上升1.5%為高（資料來源：Admango）。廣告收
益率上升5%及廣告量升幅為2%。

通告收益在本上半年錄得破紀錄之升幅，帶動分類廣告上升14%。通告總收益增加31%，其
中首次公開招股活動收益增加83%，佔通告總收益46%。印刷招聘廣告收益增加2.5%，主要
由廣告量推動，乃因主要出版刊物之招聘廣告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增長1.6%。而網上招聘
收益則繼續呈雙位數字增長。

Classifiedpost.com進行了一次全面革新，為求職者及廣告客戶提供更便利之互動平台及更先
進的功能。隨著新網站於二零零七年四月推出，瀏覽頁次按年上升10%。

Scmp.com網站亦已進行全面檢修，透過加入更多多媒體、個人化設計、流動WAP存取及互
動功能強化其內容，令報章及網站有更佳整合。該網站已於二零零七年五月重新推出，並
在截至六月底約有18,300名訂閱客戶。

雜誌出版業務之純利錄得68%之增長，主要乃因《Cosmopolitan》及《Harper's Bazaar》之強勁
表現所帶動。Hearst之雜誌刊物在廣告收益方面取得驕人之增長，反映消費者之消費動力非
常強勁。

香港雜誌市場之主要挑戰乃提高或維持發行量。降低零售價及派發免費贈品已證實成效，
而競爭對手將繼續採用這種昂貴方法提高讀者人數。較高成本以維持發行量及廣告收益增
長放緩將對盈利能力構成壓力。

集團在中國的雜誌業務重點為爭取廣告頁數。雖然市場競爭非常激烈，二零零七年上半年
之廣告收益，因客戶對雜誌及編輯質素的認受性提高而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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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物業

租金收入穩定，乃因出租大型廣告牌於本年帶來較高之收益並抵銷電視城租約於二零零六
年年初屆滿後損失之租金收入。

錄像及影片後期製作

該業務錄得2.6百萬港元虧損，乃由於本集團在購回少數股東之權益時確認了所分擔之2.3百
萬港元虧損。這次重組讓錄像及影片後期製作業務成為SCMP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香港對製作企業宣傳片之需求仍然強勁。然而，錄像帶轉錄業務仍然受制於疲弱的本地電
影市場，而電視廣告市場則仍然由主要經營者控制。鑑於競爭激烈及業務前景惡劣，在廣
州之業務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結束。

音樂出版

華星唱片出版錄得純利0.8百萬港元。收益主要由二零零七年上半年落實的多項版權交易所
產生。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概覽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為36.2百萬港元。當中包括17.0百萬港元浮息
貸款，為港元貸款，須於三年內償還。餘額包括銀行透支17.1百萬港元及短期循環銀行貸款
2.1百萬港元，則為人民幣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港
元為主，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折算波動風險。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經扣除銀行結餘及存款後，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零。流動
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為2.5倍，而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2倍。

本集團預期期初現金結餘、經營產生之現金及外部資源所得之資金，足以應付營運資金需
要、償還銀行貸款、計劃之資本開支及派付股息。

經營活動

本集團之經營活動流動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持續錄得理想業績之報章出版業務。截至二零零
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提供之現金流為160.0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141.4

百萬港元。

投資活動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為3.4百萬港元，與
去年同期水平相若。現金主要用於支付資本開支，合共12.3百萬港元用於系統升級、辦公室
翻新、生產及電腦設備以及替換項目。該等現金支出部份由利息收入、出售投資股份之收
益及股息收入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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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活動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203.8百萬港元，主要用於派付二零零六年度末期股息。

展望

受惠於經濟強勁及投資市場活躍，上半年業務表現令人鼓舞。二零零七年第二季之失業率
處於過去九年以來最低水平。管理層有信心此等利好之經濟狀況會於下半年持續。

儘管招聘廣告趨向網上發展，預期印刷招聘收益仍能保持平穩，但通告收益將會受下半年
之香港上市規則變動所影響。

僱員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1,032名員工，而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僱用
1,016名員工。僱員之薪酬保持於具競爭力之水平，同時根據僱員個別之工作表現及本集團
經營業績授予花紅。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公積金、醫療保險及購股權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8港仙，合共124,876,000港元，給予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星
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該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一日（星期四）派發。

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星期三）至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
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
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本公司香港股票過戶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
登記手續。

董事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及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郭孔演先生 主席
郭惠光女士

非執行董事
Roberto V. Ongpin先生 副主席
邱繼炳博士
黃志祥先生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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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夏佳理先生
利定昌先生
李國寶爵士
黃啟民先生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獲委任）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董事會及管理層一直致力積極履行本集團對股東之責任，本集團視提升及維護股東權益為
首要任務之一，同時為本集團之成功關鍵。

經過多年發展，本集團已建立了完善之企業管治常規，確保集團緊守道德操守，並嚴格遵
守最高之業內標準。企業管治常規是否具成效，關鍵是要驗證這套管治常規能否將管理層
與股東之利益連成一線，充分保障及提升股東權益。本集團定期檢討此等指引及政策，推
陳出新，確保有關指引及政策能切合當今瞬息萬變之營商環境及市場要求。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採納之企業管治準則，與本公司二零零
六年年報所載之企業管治聲明一致。除下文所述者外，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常規符合香港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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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聯交
所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本集團亦在相關及可行之情況下遵守聯交所守則內之建議最佳
常規。

本集團有一位執行主席。並無任何人士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執行主席在本集團高級管理層
協助下監督董事會之管理及本集團之業務。執行主席負責監察本集團之整體管理。其他一
般由行政總裁處理之職務則由本集團高級管理層負責。

聯交所守則之相關守則條文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需要清楚劃分，且不可由同一人擔
任，而本集團之管理架構與此有所偏離。董事會已仔細考慮有關事宜，並決定不採納有關
條文。董事會相信現行管理架構在過往一直有效地推動本集團及其業務之營運及發展，並
已建立符合完善企業管治常規所需之審查及制衡機制。董事會各成員才能出眾，於公眾公
司累積多年經驗，並竭力為本集團之營運作出貢獻。因此，董事會並不認為本集團應改變
現有管理架構。然而，董事會將不時檢討管理架構以確保其持續達致有關目標。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成立審核委員會，訂有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位獨立
非執行董事利定昌先生、夏佳理先生及李國寶爵士。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曾
舉行一次會議。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啟民先生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三日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新增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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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成立薪酬委員會，訂有書面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現時成員包括兩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利定昌先生及夏佳理先生，以及本公司執行主席郭孔演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成立提名委員會，訂有書面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現時成員包括兩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利定昌先生及夏佳理先生，以及本公司執行主席郭孔演先生。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郭孔演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三日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二零零七年中期業績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在香港交
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刊登，並將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底前寄發予股東。

本中期業績公佈可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http://www.hkex.com.hk)「最新上市公
司公告」一欄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scmpgroup.com) 「公告及通函」一欄覽閱。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