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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南華早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集團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此業績

已由本公司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 號「由實

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作出審閱，並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

閱。此核數師審閱報告將收錄於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之中期報告內。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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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54,039  566,324
投資物業  1,378,350  1,224,900
無形資產  15,184  15,690
聯營公司之權益  51,191  54,368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260,421  267,965
界定利益計劃之資產  59,381  56,400

  2,318,566  2,185,647
    

流動資產    
存貨  24,756  20,813
應收款項 4 179,130  195,618
預付費用、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1,227  11,226
現金及現金等值  444,748  432,663

  659,861  660,320

總資產  2,978,427  2,84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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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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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56,095  156,095
儲備  2,354,497  2,218,491
擬派股息  62,438  62,438

  2,416,935  2,280,929

股東資金  2,573,030  2,437,024
非控制性權益  27,218  21,855

總權益  2,600,248  2,458,879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00,084  176,128

  200,084  176,128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6 119,266  163,102
預收訂閱費  15,578  23,041
現期所得稅負債  43,251  24,817

  178,095  210,960

總負債  378,179  387,088
   
總權益及負債  2,978,427  2,845,967
   
流動資產淨值  481,766  449,36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800,332  2,63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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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443,494  411,698 
     
其他收入  4,714  3,089 
員工成本  (159,277)  (182,109)
生產原料成本  (58,898)  (54,483)
租金及設施  (9,165)  (9,671)
折舊及攤銷  (26,181)  (28,865)
廣告及宣傳  (13,197)  (12,319)
其他經營開支  (63,961)  (57,747)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153,450  - 
     
經營盈利  270,979  69,593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516  705 
財務收入  2,004  909 

除所得稅前盈利  273,499  71,207 
所得稅開支 7 (44,419)  (13,431)

期內盈利  229,080  57,776 
     
其他全面（虧損）╱  收入     
將租賃物業重新分類為投資物業所產生之
公平值收益  -  13,17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23,575)  (3,784)
外匯折算差異  (1,698)  1,934 
有關其他全面收入之所得稅  -  (2,174)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收入（除稅後）  (25,273)  9,15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03,807  6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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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盈利：    

本公司股東  223,717  52,319
非控制性權益  5,363  5,457

  229,080  57,776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股東  198,444  61,473
非控制性權益  5,363  5,457

  223,807  66,930
    

每股盈利 8    14.33 港仙      3.35 港仙

    

股息 9 62,438  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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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

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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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

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此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中期所得稅乃按預期年度總盈利所適用之稅率累計。 
 
投資物業已由獨立專業估值師評估，以確定該等物業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本集

團已採納有關估值並因而確認 153,450,000 港元之公平值收益。 
 
以下與本集團有關之準則修訂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性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訂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生效。該修訂強調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之現有披露原則，並增加其他指引以說明如何應用該

等原則。該修訂更加強調重大事件及交易之披露原則。額外規定涵蓋公平值計量變動（如重

大）之披露及更新自最近期年報以來之相關資料之需要。本集團中期財務資料並無因該修訂而

產生額外披露。 
 

2. 收益及分部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確定為本集團董事總經理及行政總裁。彼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

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營運分部。 
 
本集團之三個可報告分部為：報章、雜誌及物業。報章分部從事出版《南華早報》、《星期日
南華早報》及其他相關印刷及電子刊物。其收益主要來自廣告及報章銷售。雜誌分部從事出版

多本中文雜誌及其他相關印刷及電子刊物。其收益來自廣告及雜誌銷售。物業分部在香港擁有

多項商業及工業物業，其亦擁有戶外廣告牌。物業分部透過出租其物業及廣告牌獲得收益。 
 
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多項標準包括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利(EBITDA)及除稅後損

益衡量營運分部之表現。本集團認為，除稅後損益之計量原則與計量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之相應

金額最為一致。因此，除稅後損益用作報告分部之損益。 
 
營運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財務報表中重大會計政策概要所

述者相同，惟於聯營公司損益之權益根據分部損益所收或應收之股息入賬，而該等權益於本集

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以權益法入賬。 
 
本集團之可報告分部乃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要求不同之市場推

廣策略，各可報告分部乃個別管理。可報告分部之間之交易按與第三者交易之基準列賬。 
 
營業額包括來自本集團所有可報告分部（包括報章、雜誌及物業）之收益以及對本集團之收益

及損益之貢獻低於個別披露之門檻金額之所有其他分部收益。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分別為 443,494,000 港元及 411,698,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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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資料如下： 
 

  
(a) 可報告分部損益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報章 雜誌 物業 所有其他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總收益 369,614 61,498 15,652 - 446,764 
分部間之收益 (15) (2,484) (771) - (3,270)
      
外界客戶之收益 369,599 59,014 14,881 - 443,494 

      
可報告分部盈利 73,747 18,321 136,571 2,380 231,019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總收益 340,038 62,281 13,949 - 416,268 
分部間之收益 (220) (3,579) (771) - (4,570)
      
外界客戶之收益 339,818 58,702 13,178 - 411,698 

      
可報告分部盈利 41,007 7,148 7,171 1,745 57,071 

  
(b) 可報告分部損益對賬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報告分部盈利         228,639 55,326 
所有其他分部盈利             2,380 1,745 

         231,019 57,071 
對賬項目：   
根據權益會計法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516 705 
收取聯營公司股息 (2,455) - 

 (1,939) 705 

期內盈利         229,080 5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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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業、機器及設備 
   

                                                   集團 
                                          （未經審核） 

  租賃物業 
其他 

固定資產 在建資產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317,679 246,259 2,386 566,324 
     
 添置 - 4,621 6,281 10,902 
 折舊 (4,876) (18,321) - (23,197) 
 匯兌差異 - 11 - 11 
 出售 - (1) - (1) 
 轉撥 - 3,106 (3,106)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312,803 235,675 5,561 554,039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420,375 892,680 5,561 1,318,616 
 累積折舊 (107,572) (657,005) - (764,57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312,803 235,675 5,561 554,039 

 
4. 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用期限為七日至九十日。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百分比 結餘        百分比 
    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現期 116,984 63.4 125,289 62.5 
逾期少於三十日 47,547 25.8 15,039 7.5 
逾期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3,241 1.8 38,272 19.1 
逾期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9,576 5.2 14,850 7.4 
逾期多於九十日 7,053 3.8 6,925 3.5 

總額 184,401 100.0 200,375 100.0 

    
減：減值撥備 (5,271)  (4,757)  

 179,130  19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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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本 
       

 集團及公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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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1,560,945,596 股），

每股面值 0.10 港元 156,095 156,095 

 
6.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已包括於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之金額如下： 
 
 集團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百分比 結餘 百分比 
    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零至三十日 19,201 84.6 22,981 85.4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1,787 7.9 2,494 9.3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766 3.4 811 3.0 
多於九十日 932 4.1 622 2.3 

應付款項總額 22,686 100.0 26,908 100.0 

     
應計負債 96,580  136,194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總額 119,266  16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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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以期內估計應課稅盈利按 16.5%（二零一零年：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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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開支之確認基準為管理層就預期整個財務年度之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率所作之估計。期

內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 16.2%（二零一零年：18.9%）。估計平均年度稅率減少主要由於去年

終止錄得經營虧損之業務。 
    

 集團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20,218  15,549 
- 海外稅項 245  - 

遞延所得稅    
-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之遞延稅項 25,319  - 
- 其他遞延稅項收益 (1,363)  (2,118) 

 44,419  13,431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期內股東應佔盈利 223,717,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52,319,000 港

元）及期內已發行之股份 1,560,945,596 股（二零一零年：1,560,945,596 股）計算。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使其持有人可認購本公司股

份。 
 

9. 股息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派付之二零一零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4 港仙，合共 62,438,000 港元，從本公司

繳入盈餘賬項中支取。並無就二零零九年財務年度宣派末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本期之中期股息為每股 4 港仙，合共 62,438,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每股 2 港

仙，合共 31,219,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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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之經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經營業績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百萬港元，每股金額除外）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百分比 
      
收益 443.5  411.7  8 

員工成本 (159.3)  (182.1)  (13)
生產成本 (58.9)  (54.5)  8 
租金及設施 (9.2)  (9.7)  (5)
廣告及宣傳 (13.2)  (12.3)  7 
其他經營開支 (63.9)  (57.7)  11 

未計折舊及攤銷之經營成本 (304.5)  (316.3)  (4)
折舊及攤銷 (26.2)  (28.9)  (9)

主要業務之經營盈利 112.8  66.5  70 
其他收入 4.7  3.1  52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153.5  -  * 

經營盈利 271.0  69.6  * 
淨利息收入 2.0  0.9  *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0.5  0.7  (29)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遞延稅項 (25.3)  -  * 
稅項 (19.1)  (13.4)  43 

期內盈利 229.1  57.8  * 
非控制性權益 (5.4)  (5.5)  (2)

股東應佔盈利 223.7  52.3  * 

每股盈利（港仙） 14.3  3.4  * 
 
*表示增加超過 100%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錄得淨盈利 223.7 百萬港元，為去年同期之 4 倍。本年

度業績包括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扣除遞延稅項）128.2 百萬港元，原因是本年度

首六個月之物業價格急劇上升。 
 
收益為 443.5 百萬港元，上升 8%，主要因為所有業務均錄得較高收益，部分增長

因《型時代》雜誌於去年終止經營後，中國雜誌業務再沒有收益貢獻所抵銷。二零

一一年上半年之員工成本較去年同期低，乃由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就員工花紅作出撥

備，惟本年度同期並沒有就花紅作出撥備。撇除去年業績中之中國雜誌虧損及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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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備，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主要業務之經營盈利增加 9%至 112.8 百萬港元，與

收益增長一致。 
 
員工成本減少 13%或 22.8 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就員工花紅作出

撥備。撇除員工花紅之影響，員工成本錄得輕微增加，原因是員工人數增加，以及

本年度一月個別員工獲加薪所致。 
 
生產成本增加 8%或 4.4 百萬港元，乃由於新聞紙及其他生產成本之增加超過因终

止中國雜誌業務所節省之成本。於上半年，每平方米 45 克之新聞紙的平均成本較

一年前上升 25%。 
 
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增加 7%，主要因為於五月推出報章之新版面設計而進行一系

列品牌推廣活動。其他經營開支增加 11%或 6.2 百萬港元，主要因較高的投稿人酬

金、新聞服務開支及較高的銷售折扣以推動收益增長。 
 
業務分部之財務回顧 
 
報章出版 
 
報章收益及經營盈利改善，主要由於商業廣告及招聘廣告之銷售增長。 
 
廣告及市場推廣服務之收益增加 11%，主要由於報章、休閒雜誌及《Post 
Magazine》之商業廣告數量上升。 首次公開招股活動之相關收益增加 13%，乃由

於上半年取得首次公開招股活動之數量增加。 市場上共有 45 宗首次公開招股活

動，本集團取得其中 43 宗，而去年同期則於共有 38 宗首次公開招股活動中取得

37 宗。 
 
招聘廣告收益增加 8%，主要由於網上招聘廣告強勁增長。 
 
《南華早報》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未經審核發行量估計為 101,800 份，與去年相

若。而《星期日南華早報》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未經審核發行量則估計為 81,300
份，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增加 3%。 
 
雜誌出版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雜誌分部之主要業務錄得 21.8 百萬港元之經營盈利，超逾

去年經營盈利之兩倍。經營業績顯著改善，主要由於終止經營虧損之中國雜誌刊

物。本集團於香港的三份女性雜誌刊物持續表現良好，收益較去年同期改善 5%。 
 
物業 
 
受惠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香港良好的物業投資氛圍，本集團確認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扣除遞延稅項）128.2 百萬港元。租金收入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增加 12%，主要

因愉景樓廣告牌之較高租金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租出高輝工業大廈 1 樓物業。 
 
管理層擬繼續持有所有物業作長線投資，亦探討不同方案以提升物業價值，並就此

與相關人士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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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現金等值以港元為主，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折算波動風險。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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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倍。 
 
本集團致力維持穩健之現金狀況，並預期現金及現金等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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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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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來源繼續為報章出版業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為 98.1 百萬港元，保持平穩之水平，而

去年同期則為 101.0 百萬港元。 
 
投資活動 
 
期內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為 23.5 百萬港元，包括投資於上市公司股份 16.0 百

萬港元、資本開支 13.4 百萬港元，部分被 5.9 百萬港元之股息和利息收入所抵銷。

資本開支主要為資訊科技及生產設備之開銷。於二零一零年同期，投資活動之現金

流出淨額為 4.6 百萬港元，主要投放於資訊科技相關之資本開支。 
 
融資活動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 62.4 百萬港元，全數為於二零一一年五月派付予股東之

二零一零年度末期股息。去年同期概無派付任何股息。 
 
展望 
 
本集團積極開發具收益增長潛力之新消費產品。本集團貫徹實行提高效率之措施，

確保在專注於推進其經營需求的同時，毋須不必要地消耗資源。這些措施已見成

效，加上經濟增長強勁及廣告市場開支增加，帶動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業績表現理

想。展望本年度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改善其印刷及電子產品，並向廣告客戶提供

更吸引之銷售機會及更有效之市場推廣途徑。就成本方面，本集團將繼續實行可提

高效率之措施，以控制因高通脹環境而推高成本之影響。倘未來數月經濟持續穩

定，本集團深信能夠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保持其業務發展勢頭。 
 
僱員 
 
本公司訂定薪酬政策，以招攬、激勵及挽留表現出色之人才。本公司全面檢討包括

醫療、牙科保健及有薪年假等員工福利，而僱員之薪酬亦保持於具競爭力之水平。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 831 名員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

僱用 784 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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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4 港仙（二零一零年﹕2 港仙），合共 62,438,000 港

元，給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該股

息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

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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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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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股份過戶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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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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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集團緊守最高之道德操

守及業內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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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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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年報所載之企業管治聲明一致。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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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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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現時成員包

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國寶爵士、夏佳理先生及黃啟民先生。審核委員會於二零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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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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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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啟民先生及夏佳理先生，以及非執行董事郭孔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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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佳理先生及黃啟民先生，以及非執行主席彭定中博士。 
 
策略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成立策略委員會，訂有書面職權範圍。策略委員會現時成

員包括董事總經理及行政總裁郭惠光女士，非執行主席彭定中博士，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胡祖六博士。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彭定中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非執行董事 
彭定中博士（主席）、Roberto V. Ongpin 先生（副主席）、邱繼炳博士及 
郭孔演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夏佳理先生、胡祖六博士、李國寶爵士及黃啟民先生 
 
執行董事 
郭惠光女士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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