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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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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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業績公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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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952,284 828,045
銷售成本 3 (496,938) (455,843)
    

毛利 455,346 372,202

其他收益 56 228
銷售及分銷開支 3 (126,951) (108,487)
一般及行政開支 3 (151,174) (131,363)
    

177,277 132,580

商譽減值虧損 – (25,539)
    

經營溢利 177,277 107,041

融資收入 4,304 2,16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81,581 109,208

所得稅開支 4 (25,342) (22,327)
    

年度溢利 156,239 86,881
    

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貨幣匯兌差額 513 795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513 795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56,752 8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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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154,638 85,462
非控股權益 1,601 1,419

    

156,239 86,881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155,151 86,257
非控股權益 1,601 1,419

    

156,752 87,676
    

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計算之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及攤薄 5 35.83 19.80
    

股息 6 94,952 51,792
    

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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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於四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248 2,246 28,783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2,502 228,612 261,702
投資物業 15,603 1,400 4,715
持至到期投資 28,179 – 3,966
遞延所得稅資產 4,488 16 18
按金 17,462 – –

     

339,482 232,274 299,184
     

流動資產
存貨 21,071 17,261 38,556
貿易應收款項 7 159,742 146,302 95,906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4,878 16,118 21,045
可收回稅項 661 1,953 4,547
持至到期投資 40,254 3,961 –
已抵押定期存款 83,013 5,004 5,512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 194,114 315,490 284,04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74,192 160,384 63,207

     

687,925 666,473 512,81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8 25,788 26,089 25,010
預收費用 83,235 71,485 61,38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12,523 88,110 70,188
即期所得稅負債 6,804 12,555 3,688

     

228,350 198,239 160,267
     

流動資產淨值 459,575 468,234 352,5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99,057 700,508 651,732
     

資金來自：
股本 43,160 43,160 43,160
儲備

擬派末期股息 77,256 38,412 23,738
其他 651,841 591,642 557,177

     

股東資金 772,257 673,214 624,075
非控股權益 5,726 4,817 3,398
     

權益總額 777,983 678,031 627,473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1,074 22,477 24,259

     

權益總額及非流動負債 799,057 700,508 65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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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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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會計政策之變動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修訂刪除先前規定根據租賃持有之土地
須分類為經營租約之特定指引，並作出新指引，規定實體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
載之標準，判斷租賃有否轉讓土地擁有權之重大風險及回報。本集團已重新評估現有土
地租賃安排，而若干「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及相應之「土地租金攤銷」已按追溯方式分
別重列為「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比較資料已經重列，以反映是
項會計政策變動。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對綜合財務報表有以下影響，此乃由於前述之重列所導
致：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租金減少 (109,778) (62,366) (70,715)

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 109,778 62,366 70,715
    

截至下列日期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增加 167 169

土地租金攤銷減少 (167) (169)
   

除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外，下列新或經修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新詮釋與本集團
之營運有關，並須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強制執行：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 「收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無形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披露有關分類資產的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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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修訂準則及新詮釋並無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以下新或經修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新詮釋與本集團之營運有關但並未於截至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效，且未被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 － 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 「最低資金規定之預付款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之改進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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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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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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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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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取廣告收入以及藉提供專業培訓服務收取報名費收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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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包括廣告收入、發行收入、服務收入及報名費收入。

本集團年內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廣告收入 530,584 449,186
發行收入 145,397 140,066
服務收入 261,292 224,018
報名費收入 15,011 14,775

   

952,284 82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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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業務90%以上在香港經營，而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90%以上均在香港。因此，並
無呈報有關年度之地區分部分析。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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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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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營業額 672,180 585,135 220,970 197,864 54,314 43,832 12,729 7,509 – – 960,193 834,340

分部間交易 (3,890) (4,380) (2,068) (1,468) (1,935) (442) (16) (5) – – (7,909) (6,295)             

營業額 － 來自外界客戶 668,290 580,755 218,902 196,396 52,379 43,390 12,713 7,504 – – 952,284 828,045             

業績
撇除商譽減值虧損之年度 

溢利╱（虧損） 106,232 78,743 46,919 40,911 9,281 2,586 (11,225) (11,878) 5,032 2,058 156,239 112,420

商譽減值虧損 – (1,616) – – – (23,923) – – – – – (25,539)             

年度溢利╱（虧損） 106,232 77,127 46,919 40,911 9,281 (21,337) (11,225) (11,878) 5,032 2,058 156,239 86,881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約94,15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2,261,000港
元）乃來自單一外界客戶。收益歸屬於印刷媒體分部。

本集團以香港為本籍。香港及其他國家應佔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分別為945,644,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821,756,000港元 )及6,64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289,000港元）。

位於香港及其他國家之非流動資產總額（不包括持至到期投資及遞延所得稅資產）分別為
306,58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31,933,000港元）及22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2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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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開支包括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一般及行政開支，其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計入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之收益 – 1,897

扣除
已售或營運中耗用存貨之成本 84,688 82,836
攤銷合約客戶關係 998 998
核數師酬金 2,200 2,100
壞賬撇銷 109 306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折舊 27,087 28,471
存貨撇銷 7 2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95 –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3,098 20,388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83 136
陳舊存貨撥備 490 703
僱員成本 393,856 349,158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就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零年：16.5%）稅率作出撥備。由於本集
團年內並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產生估計應課稅收入，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
作出撥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年度溢利之即期所得稅 31,184 24,10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33 5

   

即期所得稅總額 31,217 24,107

遞延所得稅 (5,875) (1,780)
   

所得稅開支 25,342 22,327
   

5. 每股盈利

本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154,63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85,462,000
港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數目431,600,000股（二零一零年：431,6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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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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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股息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1港仙（二零一零年：3.1港仙） 17,696 13,380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7.9港仙（二零一零年：8.9港仙） 77,256 38,412
   

94,952 51,792
   

年內已派付股息 56,108 37,118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17.9港仙，股息總額為77,256,000港元。是項擬派股
息並未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列作應付股息，惟會列作保留盈利分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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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102,393 94,988
31至60日 19,464 21,269
61至90日 14,630 15,512
90日以上 27,055 18,259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63,542 150,028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800) (3,726)
   

159,742 146,302
   

8.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24,904 24,591
31至60日 694 814
61至90日 71 176
90日以上 119 508

   

25,788 2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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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損益表概要

截至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952,284 828,045 15%
銷售成本 (496,938) (455,843) 9%
    

毛利 455,346 372,202 22%
毛利率 47.8% 44.9%

其他收益 56 228 -75%
銷售及分銷開支 (126,951) (108,487) 17%
一般及行政開支 (151,174) (131,363) 15%
    

經營溢利（除商譽減值虧損前） 177,277 132,580 34%
融資收入 4,304 2,167 99%
    

除所得稅前溢利（除商譽減值虧損前） 181,581 134,747 35%
所得稅開支 (25,342) (22,327) 14%
    

除所得稅後溢利（除商譽減值虧損前） 156,239 112,420 39%
商譽減值虧損 – (25,539) -100%
    

年度溢利 156,239 86,881 80%
非控股權益 (1,601) (1,419) 13%
    

股東應佔溢利 154,638 85,462 81%
    

純利率（除商譽減值虧損前） 16.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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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

對本集團而言，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是成果豐碩的一年，營
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均創新高。本集團的營業額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增加124,200,000港元或15%，至952,30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應佔溢利增加69,200,000港元或81%，至154,600,000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大幅增加，部份原因是由於商譽減值虧損25,500,000港元已於截
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支銷所致。若撇除是項因素，股東應佔溢利
增幅為39%。

印刷媒體分部專責內容的隊伍一直努力不懈，致力滿足讀者不斷轉變的需求。
此外，集團旗下極具創造力的廣告銷售人員亦能善用香港經濟日報、Take me 
Home、e-zone、U Magazine及iMoney等暢銷刊物的市場優勢，成功抓緊廣告市場
轉好所帶來的良機，令此分部的廣告收入錄得令人鼓舞的增長。另外，管理層
一直致力有效控制成本，亦令印刷媒體分部的邊際利潤得以改善。本年度印刷
媒體分部的溢利較上一個財政年度上升38%。

機構及個人投資者的需求不斷上升，帶動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分部業務增
長。作為市場領導者，此分部受惠於活躍的股票市場及投資情緒，本年度的營
業額及溢利均錄得雙位數字增幅。鑑於本集團以提升產品質素及超越客戶期
望為目標，此分部不斷作出投資以提升產品質素及經營規模。儘管作出上述投
資，此分部的邊際利潤仍告上升。錄得佳績全賴專心致志的管理層及來自不同
部門的員工竭誠努力。

受制於全球經濟情況，招聘廣告及培訓分部於二零零九╱一零財政年度經歷了
艱辛的一年。隨著商業氣氛逐步恢復，加上管理層及員工堅持不懈的努力，此
分部的業績反彈回升。營業額錄得21%的增幅，本年度淨收益轉虧為盈。儘管
初步取得成績，此分部將繼續回應招聘廣告市場的結構性變化，並將繼續擴大
集團在網上招聘市場的市場佔有率。

為了應付新媒體帶來的挑戰，本集團對優質生活網站分部轄下主打飲食、旅
遊、健康及美容資訊的網站作出投資。優質生活網站亦正按計劃發展。

董事會及本集團的管理隊伍致力維持本集團在各個業務範疇的領導地位，並
把集團的收入基礎多元化發展至一個更均衡的組合，旨在推動集團的可持續
增長，專心照顧客戶、讀者及股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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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額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上升15%。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廣告收入為530,600,000港元，較截至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18%。隨著消費信心恢復，加上物業市場活
躍，及香港新上市的公司數目增加以及就業市場復甦，帶動集團廣告收入上
升。

發行收入上升4%，由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40,100,000港元，
增至本財政年度的145,400,000港元。鑑於集團致力保持內容質量，加上股票市
場活躍，有助推高集團出版物的發行量。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服務收入為261,300,000港元，較上一個
財政年度增加17%。由於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分部全力提供貼近客戶需要
的優質服務，使之繼續獲得客戶的支持。於回顧期內，印刷及市場推廣相關服
務之收入亦錄得可觀增長。

受惠於經濟反彈以及公眾人士對自我增值及發展的需求上升，截至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報名費收入達15,000,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上
升2%。

經營成本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上升2.9百分點，由截至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4.9%，上升至47.8%。管理層將繼續精簡集團業務
運作以及提升效率。

僱員成本佔本集團經營成本總額約51%，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上升13%。出現上述增幅是由於整體薪酬上升，加上增聘人手以支援集團業
務拓展及增長所致。鑑於集團的成功有賴旗下員工克盡己職及忠誠服務，故本
集團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福利組合以留聘優秀人才。

白報紙成本佔本集團的經營成本總額約9%，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微跌2%。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白報紙價格上升。然
而，透過有效採購及耗損控制，本集團成功控制白報紙的成本。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實際稅率約為14.0%，較截至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實際稅率16.6%（撇除商譽減值虧損影響後（並
無稅務影響）），低出約2.6百分點。實際稅率下降主要歸因於在截至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分部確認未確認稅項虧損為
遞延稅項資產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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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溢利

純利率由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13.6%（不包括商譽減值虧損
影響）上升至本財政年度之16.4%。

純利率上升是由於本集團成功提升市場佔有率及實施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所
致。

股東應佔溢利的增長來源來自所有業務分部，當中以印刷媒體分部的貢獻最
大。

本集團一直在新媒體發展方面作出投資，包括投資於招聘廣告業務及優質生
活網站。我們相信，我們所作的投資有助集團收益來源多元化，並可擴大客戶
基礎，為本集團的盈利能力帶來長遠裨益。

流動現金及資本資源

於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流動資產淨值 459.6 468.2
定期存款以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68.3 475.9
股東資金 772.3 673.2
資產負債比率 – –
流動比率 3.01倍 3.36倍

   

本 集 團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流 動 資 產 淨 值 由468,200,000港 元 減 至
459,600,000港元，減少8,60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減少歸因於集團於截至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就資本開支及持至到期證券作出投資。

來自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為119,000,000港元，乃因購買持至到期證券合共
68,100,000港元及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合共85,500,000港元。於回
顧期內，本集團購入數項物業擬作自用用途。

本集團已向本公司股東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
股息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合共56,8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負債。由於本集團就資
本開支及持至到期證券作出投資，故流動比率由3.36倍下降至3.01倍。於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結餘為368,300,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的現金結餘則為475,900,000港元。大部份的現金乃存置於香港多家
銀行作短期存款，並以港元持有，故本集團並無重大匯兌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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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現有資金水平計算，本集團有能力應付營運資金需要、支持未來任何業務計
劃所需投資資金及實現派息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合約，購買報章印刷及生產設
備，總代價為73,000,000瑞典克朗。預期有關生產設備將於二零一一年底投入運
作。

展望

踏入二零一一╱一二財政年度，我們預料新媒體將激化業內的競爭。流動通訊
器材的發展，將加速閱讀習慣的轉變，成為出版商的文化衝擊，印刷媒體必需
因時制宜。我們必須加倍努力，以爭取讀者的認同，並且拋棄成規，學習新猷。
聆聽客戶所需，一直是我們的核心價值。集團亦會密切注視市場變化，並積極
作出相應改善。

未來一個財政年度，我們或處身成本增幅，高過收入增長的境況。油價上揚，
導致紙價急升，加上工資水平上漲，其他經營成本亦隨通脹增加，都對集團的
毛利率造成壓力。為股東利益着想，我們將會盡力檢視所有成本開支，精簡業
務運作，以賺取合理毛利率及保持盈利能力。

此外，經濟方面亦充斥著不明朗因素。歐羅區債務問題又再一次掀起恐慌，美
國經濟可能放緩帶來市場憂慮，中國大陸收緊貨幣政策以壓抑通漲亦引起關
注。我們將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並採取相應行動。

儘管面對上述威脅及不明朗因素，我們決意克服各種挑戰，中期而言，我們對
集團的前景感到樂觀。我們將一如既往，投資於具有領導優勢的業務，同時重
組一些表現未如理想的業務。我們的多元化產品及服務組合，有助我們順利
度過經濟周期的起落。我們深信，多元化業務策略，可減輕集團溢利的部份壓
力。我們將繼續在金融、地產、人力資源、教育及優質生活等主要業務範疇內，
物色產品及服務的發展良機，長線而言，達致一個更均衡、更多元化，可持續
增長的產品及服務組合。多年來的經驗證明，由見多識廣、具才幹、富經驗的
成員組成的董事會指引，再由充滿熱誠的員工出色地落實業務計劃，集團將可
戰勝未來種種挑戰。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311名僱員（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1,252名僱員）。董事相信，僱員為本集團最寶貴資產，故提供具競爭力的薪
酬福利條件以留聘優秀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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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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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建議向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
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7.9港仙，合共77,256,000
港元，末期股息將由本公司可供分派儲備撥付。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八月
十九日派付，惟須待本公司股東在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舉行
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分別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首
尾兩日）及二零一一年八月二日至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
理股東登記手續，於此等期間亦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
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
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方
為有效。另外，為符合資格獲發末期股息，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
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方為有
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亦無購買或
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

符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

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符合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守
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下列所載及闡明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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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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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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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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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各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
守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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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成立薪酬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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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九日成立提名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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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董事會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馮紹波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本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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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年
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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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布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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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