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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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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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423）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此業
績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
「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進行審閱。

綜合全面收益表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64,395 387,013
銷售成本 (247,473) (228,673)

  

毛利 216,922 158,340

其他收益 50 209
銷售及分銷開支 (62,626) (47,051)
一般及行政開支 (78,107) (64,057)

  

經營溢利 76,239 47,441
融資收入 1,814 1,447

  

除所得稅前溢利 78,053 48,888
所得稅開支 3 (8,132) (8,098)

  

期內溢利 69,921 40,790
  

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貨幣匯兌差額 193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93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0,114 40,790
  

下列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69,087 40,002
 非控股權益 834 788

  

69,921 4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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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69,280 40,002
 非控股權益 834 788

  

70,114 40,790
  

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計算之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及攤薄 4 16.01 9.27

  

股息 5 17,696 13,380
  

綜合全面收益表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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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摘要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747 2,246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2,867 228,612

 投資物業 – 1,400

 持至到期投資 33,212 –

 遞延所得稅資產 4,935 16
  

262,761 232,274
  

流動資產
 存貨 24,945 17,261

 貿易應收款項 6 178,245 146,30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8,729 16,118

 可收回稅項 – 1,953

 持至到期投資 23,570 3,961

 已抵押定期存款 5,007 5,004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 325,976 315,49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12,171 160,384
  

688,643 666,47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7 28,333 26,089

 預收費用 74,964 71,48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92,244 88,110

 即期所得稅負債 24,842 12,555
  

220,383 198,239
  

流動資產淨值 468,260 468,2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31,021 7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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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重列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金來自：

股本 8 43,160 43,160

儲備
 擬派末期股息 – 38,412

 擬派中期股息 17,696 –

 其他 643,226 591,642
  

股東資金 704,082 673,214

非控股權益 5,651 4,817
  

權益總額 709,733 678,031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1,288 22,477

  

權益總額及非流動負債 731,021 700,508
  

綜合資產負債表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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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摘要－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合併
儲備

資本
儲備

匯兌
儲備

保留
盈利 總額

非控股
權益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43,160 122,381 69,944 6,120 – 382,470 624,075 3,398 627,473
期內溢利 – – – – – 40,002 40,002 788 40,790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40,002 40,002 788 40,790

與擁有人進行交易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 – – – – (23,738) (23,738) – (23,738)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43,160 122,381 69,944 6,120 – 398,734 640,339 4,186 644,525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43,160 122,381 69,944 6,120 795 430,814 673,214 4,817 678,031
期內溢利 – – – – – 69,087 69,087 834 69,921
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貨幣匯兌差額 – – – – 193 – 193 – 193         

全面收益總額 – – – – 193 69,087 69,280 834 70,114

與擁有人進行交易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附註 5） – – – – – (38,412) (38,412) – (38,412)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43,160 122,381 69,944 6,120 988 461,489 704,082 5,651 70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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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摘要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摘要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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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規則」）附錄16之規定而編製。

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摘要應與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經審核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此中期財務資料摘要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中期所得稅以適用全年預期總收入的應計稅率計算。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多項新訂╱經修訂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之改進。有關各項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並與本集
團之營運有關，且須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強制執行。此等新訂╱經
修訂會計準則及詮釋之修訂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構成重大影響，惟對呈列具有下列
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修訂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對本集團生效。香港會計準
則第17號之修訂規定，租賃須根據出租人或承租人就資產之擁有權所承擔之風險及回報
為基準而分類。特別是就有關修訂刪除了有關準則之特定指引中，除非有關租賃土地之
業權預期於租賃期屆滿時轉歸承租人，租賃土地一般須分類為經營租約之原先規定。根
據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倘租賃基本上將持有租賃土地業權相關之絕大部分風
險與回報轉讓予承租人，有關土地租賃將分類為融資租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須追溯應用。比較資料已予重列，以反映是項會計政策之變
動。採納是項會計政策變動導致本集團之租賃須重新分類，包括將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金額分別為62,288,000港元、62,366,000港
元及 70,715,000港元之「土地租金」，重新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把截至二零一
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金額分別為78,000港元
及117,000港元之相關「土地租金攤銷」，重新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是項修訂對
本集團之保留盈利及本期間溢利並無構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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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行政總裁被視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彼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
源。管理層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本集團有四個可呈報分部，分別為：

(i) 印刷媒體分部 — 主要從事印刷及出版報章、雜誌及書籍，並藉該等出版物收取廣
告收入及發行收入。

(ii) 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分部 — 主要從事提供電子金融及物業市場資訊及相關軟
件，並藉提供資訊訂購服務、軟件方案及其他相關維修服務收取服務收入。

(iii) 招聘廣告及培訓分部 — 主要從事提供招聘廣告及培訓服務。本分部藉刊載招聘廣
告收取廣告收入及提供專業培訓服務收取報名費收入。

(iv) 優質生活網站分部 — 主要從事經營與飲食、旅遊、健康及其他優質生活相關網站。
本分部藉經營網絡網站收取廣告收入及服務收入。

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各分部之業績衡量經營分部之表現。

分部間之銷售交易乃按公平交易基準進行。

本集團之業務90%以上在香港經營，而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超過90%均在香港。因此，並
無呈報有關期間╱年度按地區劃分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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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分部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印刷媒體
財經通訊社、
資訊及軟件 招聘廣告及培訓 優質生活網站 公司 總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27,425 270,814 108,343 96,430 26,433 20,351 5,594 2,533 – – 467,795 390,128

分部間交易 (2,197) (2,256) (726) (744) (470) (111) (7) (4) – – (3,400) (3,115)            

營業額－來自外界客戶 325,228 268,558 107,617 95,686 25,963 20,240 5,587 2,529 – – 464,395 387,013
            

經營溢利╱（虧損） 57,642 25,905 22,512 26,065 4,303 1,279 (7,598) (5,784) (620) (24) 76,239 47,441
          

融資收入 1,814 1,447  

除所得稅前溢利 78,053 48,888

所得稅開支 (8,132) (8,098)  

期內溢利 69,921 40,790
  

3.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稅率（二零零九年：16.5%）作出撥備。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14,240 8,639

有關暫時差額產生及暫時差額撥回之遞延所得稅 (6,108) (541)
  

8,132 8,098
  

4. 每股盈利

本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69,08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40,002,000港
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數目431,600,000股（二零零九年：431,6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
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二零零九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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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8.9港仙，股息總額為38,412,000港
元，並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派付。

董事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二零零九年：3.1

港仙），合共17,69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3,380,000港元）。

6.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零至90日之賒賬期。按逾期日計算，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
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113,350 94,988

31至60日 26,524 21,269

61至90日 18,968 15,512

90日以上 23,341 18,259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82,183 150,028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938) (3,726)
  

178,245 146,302
  

7.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26,259 24,591

31至60日 653 814

61至90日 699 176

90日以上 722 508
  

28,333 2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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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431,6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43,160 43,160

  

9. 結算日後事項

本集團現正進行有關購買香港辦公室單位之交易，有關單位將會自用，估計成本約為
50,000,000港元，預期有關交易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底前完成。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損益表概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變動%
（千港元）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營業額 464,395 387,013 20%

銷售成本 (247,473) (228,673) 8%   

毛利 216,922 158,340 37%

其他收益 50 209 -76%

銷售及分銷開支 (62,626) (47,051) 33%

一般及行政開支 (78,107) (64,057) 22%   

經營溢利 76,239 47,441 61%

融資收入 1,814 1,447 25%   

除所得稅前溢利 78,053 48,888 60%

所得稅開支 (8,132) (8,098) 0%   

期內溢利 69,921 40,790 71%

非控股權益 (834) (788) 6%   

股東應佔溢利 69,087 40,00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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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

本集團之溢利較去年同期激增73%。旗下全線業務之營業額均告上升，較去年
同期增加20%，成績令人鼓舞。自二零零九年中以來，營商環境持續向好，客戶
因而逐步增加在廣告及宣傳方面之開支，這股動力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依然持
續，未見減退。受惠於此利好因素，印刷媒體分部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錄得理想增幅，較去年同期上升21%，分部經營溢利為去
年同期兩倍。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分部繼續作出投資以提升產品質素，營
業額錄得雙位數字的增長，證明尊貴客戶對此相當受落。相關投資成本 (主要
為僱員成本 )雖然對分部的淨收益構成壓力，但就本集團的長遠利益而言，有
關投資是非常值得的。隨著市場信心回復，僱主樂意聘用更多員工，致使招聘
廣告及培訓分部之銷售額及淨收益均大幅上升。此外，為了長遠推動集團的持
續增長，本集團繼續投資於優質生活網站業務。

營業額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營業額 464,400,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77,400,000港元或20%。

廣告收入由去年同期之200,400,000港元上升31%，至262,100,000港元。鑑於二零一
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股市及樓市齊聲反彈，加上首次公開招股活動增加，
廣告收入因而激增。

發行收入由去年同期之70,900,000港元輕微下降3%，至69,000,000港元。儘管市場
競爭相當激烈，本集團之出版物仍是優質讀者之心水選擇。

服務收入由去年同期之108,900,000港元上升15%，至125,300,000港元。股市活躍，
加上市場對財富管理方案之需求，帶動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分部之服務收
入上升。

經營成本

在業務運作方面，管理層一直採取行之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毛利率由去年同
期的40.9%上升至46.7%。

僱員成本為本集團最大經營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6%。出現上述增幅乃由
於整體薪酬上升，加上增聘人手以應付業務增長所致。僱員成本佔本集團經營
成本總額約 53%，而二零零九年同期則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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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之白報紙成本佔本集團經營成本總額約8%，較去年同期下降27%。白報紙
成本減少主要由於其價格較去年同期大幅下跌所致。

股東應佔溢利

期內之股東應佔溢利為69,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40,000,000港元增加29,100,000

港元或73%。增長主要由於印刷媒體業務大幅回升所致。此外，財經通訊社、資
訊及軟件業務之業績亦令人鼓舞。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純利率由去年同期之 10.3%上升至
14.9%。

流動現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百萬港元）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流動資產淨值 468.3 468.2

定期存款以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38.1 475.9

股東資金 704.1 673.2

流動比率 3.12倍 3.36倍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 468,300,000港元，與二零
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情況相若。

定期存款以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475,900,000

港元減少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438,1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購入將
於兩年內到期之定息證券 52,800,000港元所致。本集團擬持有此等證券直至到
期日為止。此外，本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派發二零零九╱一零財政年度末
期股息38,4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盈餘現金均按短期存款形式
存放於香港銀行。

為了應付本集團對額外辦公室樓面的需求，本集團現正進行有關購買香港辦
公室單位之交易，估計成本約為50,000,000港元，預期有關交易將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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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正考慮多項有關提升印刷業務生產力之建議。按目前情況顯示，如有
關建議得以落實進行，有關資本開支預期不會超過200,000,000港元。

展望

於回顧期內，各員工的竭誠努力取得成果。雖然前路充滿挑戰，但我們精益求
精的決心不會動搖，我們經已為面對未來種種挑戰作好準備。

消費信心及市場信心已見回復。然而，貧富懸殊、通漲壓力及超高樓價等社會
及政治問題為本地經濟發展加添不明朗因素。此外，貿易保護主義及人民幣匯
率等問題亦令全球經濟蒙上陰霾。

近月白報紙價格跌至低位，預期將會止跌回升。廣告市場自二零零九年大幅反
彈，惟升勢未必能持續。

儘管面對各種挑戰及動盪的營商環境，本集團將全力發揮競爭優勢，致力為股
東爭取最佳回報。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 1,293名僱員（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1,219名僱員）。董事相信，僱員乃本集團最寶貴之資產，因此提供具競爭力之薪
酬福利組合以留聘優秀人才。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酌情花紅、公積金計劃
及其他員工福利。

中期股息

董事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二零零九年：3.1港仙），合共17,696,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13,380,000港元），給予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營業時間結束
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有關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八日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首尾兩日包括在
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於此期間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獲
發中期股息，股東必須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
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及登記分處卓佳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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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期內及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馮紹波先生（主席） 朱裕倫先生
麥炳良先生（又名：麥華章先生）
陳早標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石鏡泉先生 陳茂波先生
史秀美女士 周安橋先生
陳華邦先生 羅富昌先生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除下文所提述者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之所有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
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之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
列載。然而，本公司委任馮紹波先生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
委任同一人士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使本公司得以更有效益及更有效
率地發展長遠業務策略及執行業務計劃。鑑於董事會乃由經驗豐富及具有卓
越才幹之人士組成，且董事會頗多成員均為非執行董事，故董事會相信，透過
董事會之運作，足以確保權力及授權分布均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確認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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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制定其成文權責範圍。審核委員
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茂波先生（委員會主席）、周安橋先生及羅富
昌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中期業績。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已制定其成文權責範圍。薪酬委員
會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朱裕倫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富昌先生（委員會
主席）及周安橋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成立提名委員會，並已制定其成文權責範圍。提名委員
會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朱裕倫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安橋先生（委員會
主席）及陳茂波先生。

承董事會命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陳華邦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五日

本公告亦將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網站www.hketgroup.com及www.etnet.com.hk/etg。本集團二零一零╱二零一一
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交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當中載列上市規則規
定之所有資料。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a)執行董事：馮紹波先生、麥炳良先生（又名：
麥華章先生）、陳早標先生、石鏡泉先生、史秀美女士及陳華邦先生；(b)非執行
董事：朱裕倫先生；及 (c)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茂波先生、周安橋先生及羅富昌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