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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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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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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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86,558 464,395
銷售成本 (277,426) (247,473)  

毛利 209,132 216,922

其他收益 – 50
銷售及分銷開支 (69,754) (62,626)
一般及行政開支 (80,466) (78,107)  

經營溢利 3 58,912 76,239
融資收入 2,897 1,814  

除所得稅前溢利 61,809 78,053
所得稅開支 4 (10,975) (8,132)  

期內溢利 50,834 69,921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公平值虧損 (2,882) –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貨幣匯兌差額 460 19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2,422) 19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8,412 70,114  

下列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50,154 69,087
非控股權益 680 834  

50,834 6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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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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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32 69,280
非控股權益 680 834  

48,412 7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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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 16.01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息 6 12,948 17,696  

綜合全面收益表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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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摘要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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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 1,2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4,777 237,608
投資物業 30,593 50,497
持至到期投資 – 28,179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3,476 －
遞延所得稅資產 4,123 4,488
已付投資訂金 10,750 －
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訂金 18,809 17,462  

313,276 339,482  

流動資產
存貨 25,050 21,071
貿易應收款項 7 168,356 159,74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3,470 14,878
可收回稅項 254 661
持至到期投資 – 40,254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9,578 －
已抵押定期存款 86,284 83,013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 188,740 194,11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60,330 174,192  

672,062 687,925

持有作出售用途之投資物業 19,728 －  

691,790 687,92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8 49,124 25,788
預收費用 80,902 83,23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7,819 112,523
即期所得稅負債 17,140 6,804  

234,985 228,350  

流動資產淨值 456,805 459,5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70,081 79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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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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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3,160 43,160
儲備
擬派末期股息 － 77,256
擬派中期股息 12,948 －
其他 686,625 651,841  

股東資金 742,733 772,257
非控股權益 6,406 5,726  

權益總額 749,139 777,983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0,942 21,074  

權益總額及非流動負債 770,081 799,057  

綜合財務狀況表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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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匯兌

儲備
投資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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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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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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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 43,160 122,381 69,944 6,120 1,308 － 529,344 772,257 5,726 777,983

期內溢利 － － － － － － 50,154 50,154 680 50,834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公平值虧損 － － － － － (2,882) － (2,882) － (2,882)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貨幣
匯兌差額 － － － － 460 － － 460 － 460          

全面收益總額 － － － － 460 (2,882) 50,154 47,732 680 48,412

與擁有人進行交易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附註6） － － － － － － (77,256) (77,256) － (77,256)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 43,160 122,381 69,944 6,120 1,768 (2,882) 502,242 742,733 6,406 74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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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摘要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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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之經審核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下文所述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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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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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述準則之修訂與本集團有關，並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執
行。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修訂本「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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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加強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之現有披露原則，並加入進一步指引，以說明如
何應用該等原則。此外，亦進一步加強重大事項及交易的披露原則。額外規定包括披露
公平值計量之改變（如屬重大），並需要更新最近期之年報內之相關資料。上述會計政策
變動僅導致須作出額外披露。

比較數字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購之土地（原先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比
較數字已重新分類至投資物業。此導致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投資物業增加而物
業、廠房及設備相應減少34,894,000港元。

上述重新分類事宜並無對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及每股盈利構成任何影響。由於有關土地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收購，故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並無受上述重新分類項
目影響，因而並無呈列有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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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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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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部藉刊載招聘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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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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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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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335,900 327,425 116,801 108,343 29,356 26,433 7,862 5,594 – – 489,919 467,795

分部間交易 (2,186) (2,197) (1,140) (726) (11) (470) (24) (7) – – (3,361) (3,400)            

營業額－來自外界客戶 333,714 325,228 115,661 107,617 29,345 25,963 7,838 5,587 – – 486,558 464,395            

期內溢利╱（虧損） 27,758 48,001 20,631 24,142 5,132 3,602 (2,457) (6,799) (230) 975 50,834 69,921            

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合約客戶關係 498 499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折舊 13,253 13,68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之收益 (45) (43)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8,384 7,374
僱員成本 203,558 206,575  



– 8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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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16.5%）作出撥備。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10,743 14,240

有關暫時差額產生及撥回之遞延所得稅 232 (6,108)  

10,975 8,132  

5. 每股盈利

本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50,15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9,087,000港
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431,600,000股（二零一零年：431,6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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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相同）。

6.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 17.9港仙，股息總額為 77,256,000
港元，並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派付。

董事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3.0港仙（二零一零年：4.1
港仙），合共12,94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7,69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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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95,921 102,393

31至60日 31,954 19,464

61至90日 19,360 14,630

90日以上 24,590 27,055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71,825 163,542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469) (3,800)  

168,356 159,742  



– 9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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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46,599 24,904

31至60日 831 694

61至90日 510 71

90日以上 1,184 119  

49,124 25,788  

9.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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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報告期間結束後發生的事項

a.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二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臨時協議，以總現金代價
22,880,000港元出售一項物業。有關交易已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完成。

b.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正式協議，以總現金
代 價215,000,000港 元 收 購 泰 業（香 港）有 限 公 司 (印 刷 公 司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已 支 付 訂 金10,750,000港 元。有 關 收 購 事 項 已 於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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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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營業額 486,558 464,395 5%
銷售成本 (277,426) (247,473) 12%   

毛利 209,132 216,922 -4%
毛利率 43.0% 46.7%

其他收益 – 50 -100%
銷售及分銷開支 (69,754) (62,626) 11%
一般及行政開支 (80,466) (78,107) 3%   

經營溢利 58,912 76,239 -23%
融資收入 2,897 1,814 60%   

除所得稅前溢利 61,809 78,053 -21%
所得稅開支 (10,975) (8,132) 35%   

期內溢利 50,834 69,921 -27%
非控股權益 (680) (834) -18%   

股東應佔溢利 50,154 69,087 -27%   

純利率 10.4% 15.1%  

總覽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486,600,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5%。股東應佔溢利則下降27%，至 50,2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本集團推出全新刊物晴報，晴報 為免費派發的中
文日報，其經審核發行量超逾500,000份（經由出版銷數公證會審計）。晴報 走大
眾化路線，有助集團在已有的暢銷刊物外，擴大廣大客戶基礎。新產品短期內
將對本集團的成本及溢利構成壓力，但中期至長期而言，將對集團整體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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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廣告收入 272,025 262,055 4%
發行收入 69,068 69,053 0%
服務收入 135,530 125,283 8%
報名費收入 9,935 8,004 24%   

總計 486,558 464,395 5%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一二財政年度上半年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5%，由
464,400,000港元，增加至486,600,000港元。

於財政年度初期，本集團各個業務的營業額均錄得令人鼓舞的增長。然而，隨
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形勢惡化，美國增長呆滯不前，加上憂慮中國經濟增長放
緩，令本港物業及金融市場蒙受壓力。上述情況影響本集團於報告期間後期的
收益增長。特別是，於二零一一╱一二財政年度第二季度，受累於首次公開招
股活動數目減少及物業市場交易量下跌，來自首次公開招股活動及物業市場
之廣告收入齊聲下跌。

經營成本

本集團的毛利率由二零一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的46.7%，減少至本期間的
43.0%，下跌3.7百分點。

毛利率下跌主要由於白報紙成本上升，白報紙價格及使用量均較去年同期有
所上升，白報紙佔集團的經營成本總額約12%。

於報告期間後期，由於全球經濟情況不斷惡化，本集團的營業額增長放緩。然
而，集團的經營成本卻由於整體通脹壓力及集團的產品開發計劃而快速增加，
導致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減少 23%。

股東應佔溢利

於回顧期內，股東應佔溢利為50,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69,100,000港元減少
18,900,000港元或27%。

純利減幅主要來自印刷媒體分部。儘管營業額上升約 3%，但由於經營成本（特
別是印刷及生產成本）大幅上升，以致純利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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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純利率為 10.4%，較去年同期之
純利率15.1%下跌約4.7百分點。

本集團不斷投資於產品開發及多元化收益基礎等方面，難免對集團的淨收益
造成壓力。於此業務拓展期間，管理層定當採取審慎的成本管理方法。

流動現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百萬港元）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流動資產淨值 456.8 459.6
定期存款、已抵押定期存款以及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35.4 451.3

股東資金 742.7 772.3

流動比率 2.94倍 3.01倍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 456,800,000港元，與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情況相若。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之經營業績利好，加上把一項投資物業及數項持至到期投資由非流動資
產分別重新分類至流動資產類別項下之持有作出售用途物業及可供出售財務
資產，致使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有所增加。上述增幅大致上已被二零一零╱一一
財政年度派付之末期股息及就資本開支及投資所付訂金所抵銷。

定 期 存 款、已 抵 押 定 期 存 款 以 及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減 少 15,900,000港 元，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451,3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之435,400,000港 元。出 現 上 述 減 幅 主 要 由 於 本 集 團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支 付
二零一零╱一一財政年度末期股息77,300,000港元所致，其分別抵銷本集團經營
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淨額及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淨額47,600,000港元及15,600,000
港元。誠如本集團公告所載，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在本集團簽訂初步買賣協議
以代價215,000,000港元收購一間印刷公司時，本集團支付了訂金10,800,000港元。
在中期報告內，上述已付訂金已計入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於報告期間結束
後，訂約雙方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簽訂正式買賣協議，有關收購事項已於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完成。代價餘款 204,200,000港元亦已妥為支付。

此外，於報告期間結束後，本集團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出售一個位於柯達大廈二
期的辦公室單位，代價為 22,9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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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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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對本集團而言，二零一一╱一二財政年度將會是充滿挑戰及刺激的一個年度。

本集團成功推出全新刊物晴報，顯示本集團不斷努力發展多元化業務。新刊物
為本集團帶來過往未能取得的新廣告來源。鑑於仍處於投資初始階段，難免會
對本集團的溢利構成壓力。然而，晴報 推出不久已得到讀者及廣告客戶的廣泛
支持，肯定了本集團對優質內容及價值定位的堅持。

為了配合集團採用新聞紙印刷刊物的發展，以及確保優質印刷質量及效率，本
集團於年初時投資設立一條新的印刷生產線。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本集團收購了一間書籍雜誌印刷公司，該公司於過去十年
為本集團書籍雜誌之主要印刷商之一。是項收購能確保本集團之書籍雜誌之
生產暢順及具成本效益。此外，是項收購亦有助本集團核心業務之未來增長。

鑑於外圍經濟充斥著不明朗因素及有可能放緩，未來將會挑戰重重。這將對本
集團的成本及溢利構成壓力。董事相信，憑藉本集團產品及服務的有利定位及
員工的竭誠努力及工作能力，本集團將可克服未來種種挑戰。長期而言，董事
對本集團的未來充滿信心。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 1,362名僱員（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1,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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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港仙（二零一零年：4.1港仙），合共12,948,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17,696,000港元），給予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營業時間結束時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有關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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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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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必須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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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期內及截至本報告刊發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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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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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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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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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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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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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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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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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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二零一一╱二零一二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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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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