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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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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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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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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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綜合收益表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515,686 486,558
銷售成本 5 (351,088) (277,426)    
毛利 164,598 209,132
其他收入 4 191 –
銷售及分銷開支 5 (80,458) (69,754)
一般及行政開支 5 (81,571) (80,466)    
經營溢利 2,760 58,912    
融資收入 6 1,026 2,897
融資成本 6 (1,003) –    
融資收入－淨額 6 23 2,897    
除所得稅前溢利 2,783 61,809
所得稅開支 7 (864) (10,975)    
期內溢利 1,919 50,834    
下列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1,150 50,154
非控股權益 769 680    

1,919 50,834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及攤薄 8 0.27 11.62    

載於第7頁至第15頁之附註為本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之一部分。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息 9 4,316 1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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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1,919 50,834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價值變動 1,613 (2,882)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貨幣匯兌差額 (9) 46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604 (2,42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523 48,412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2,754 47,732
非控股權益 769 680   

3,523 48,412   

載於第7頁至第15頁之附註為本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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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摘要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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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568,001 526,746
投資物業 8,540 8,57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5,811 14,221
遞延所得稅資產 9,740 3,665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已付訂金 17,103 11,696    

619,195 565,148    

流動資產
存貨 45,919 50,177
貿易應收款項 11 204,765 183,748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1,647 24,276
可收回稅項 4,825 4,518
已抵押存款 38,359 64,810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 – 15,44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48,716 167,922    

564,231 510,89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58,401 57,785
預收費用 87,259 89,300
應計費用、其他應付款項及撥備 94,728 117,593
即期所得稅負債 12,956 5,148
銀行借款 14 47,205 –    

300,549 269,826    

流動資產淨值 263,682 241,06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82,877 80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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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13 43,160 43,160
儲備
擬派末期股息 – 25,033
中期股息 4,316 –
其他 687,425 688,987    

734,901 757,180
非控股權益 7,167 6,398    

權益總額 742,068 763,578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4 102,795 –
遞延所得稅負債 38,014 42,635    

140,809 42,635    

權益總額及非流動負債 882,877 806,213    

載於第7頁至第15頁之附註為本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之一部分。

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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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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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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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股東進行交易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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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43,160 122,381 69,944 6,120 1,925 (1,560) 515,210 757,180 6,398 763,578
期內溢利 – – – – – – 1,150 1,150 769 1,919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公平值變動 – – – – – 1,613 – 1,613 – 1,613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貨幣匯兌差額 – – – – (9) – – (9) – (9)           

全面收益總額 – – – – (9) 1,613 1,150 2,754 769 3,523

與股東進行交易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附註9） – – – – – – (25,033) (25,033) – (25,033)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43,160 122,381 69,944 6,120 1,916 53 491,327 734,901 7,167 742,068           

載於第7頁至第15頁之附註為本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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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現金流量表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21,497) 47,555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22,668) 15,659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24,967 (77,25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80,802 (14,042)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8) 180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67,922 174,192   

期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附註） 248,716 160,330   

附註：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及已抵
押存款合共為287,07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435,354,000港元）。

載於第7頁至第15頁之附註為本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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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中期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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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未經審核中期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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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之經審核二零一二年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此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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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項與本集團之營運有關，且須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開始之
財政年度首度強制執行之修訂準則。此等修訂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之呈報
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摘要呈報方式之變動
於過往期間，本集團會在單一全面收益表中，呈報於某一期間確認的所有收支項目。

期內，董事曾就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之內容及呈報方式進行檢討，並認為採納以兩份報表作
出呈報之方式更為合適。有關呈報方式包括呈報一份獨立的中期綜合收益表摘要，當中顯示盈
虧之組成部份，以及一份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摘要，當中首先呈報錄得盈利或虧損，其後顯示
其他全面收益之組成部份，此呈報方式讓使用者更易於理解本集團之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

因此，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摘要之呈報方式已作修訂，
且比較數字亦已作出修訂，以符合本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所採用之呈報方式。中期綜合全面
收益表摘要在呈報方面之變動，並無對本集團期內溢利或本集團每股盈利之計算方式構成任何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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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風險管理
2.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之業務活動承受多種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現金流量及公平值利率
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並不包括全部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需披露之資
料，其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自年結日以來，風險管理部門或風險管理政策概無任何變動。

2.2 流動資金風險
與年結日相比，除了須於5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款150,000,000港元外，財務負債之合約
未貼現現金流出並無重大變動。

2.3 公平值估計
下表以估值法分析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工具。各級之定義如下：

• 就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第一級）。

• 就資產或負債可直接（即按價格）或間接（即從價格所得）觀察所得並納入第一級內之
輸入數據（惟報價除外）（第二級）。

• 資產或負債並非依據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輸入數據（即非可觀察輸入數據）（第三級）。

下表呈列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按公平值計量之本集團資
產。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5,811 – – 15,811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4,221 – – 14,221     

於交投活躍市場買賣之財務工具之公平值根據報告期末之市場報價計算。交投活躍市場乃
指可輕易地及定期從交易所、經銷商、經紀人、行業集團、報價服務或規管機構取得報價
之市場，而有關報價是在真實、公平交易之基礎上呈現。集團所持財務資產所用之市場報
價為當時買盤價。該等工具會被列為第一級。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具有屬於此類別之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其主要包括分類為可供出售之債
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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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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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收入及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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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期間按地區劃分之分析。

與上一份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相比較，分部之劃分基準或分部盈虧之計量基準均無差異。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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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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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144 335,900 117,654 116,801 24,299 29,356 9,609 7,862 – – 519,706 489,919
分部間交易 (2,102) (2,186) (1,679) (1,140) (196) (11) (43) (24) – – (4,020) (3,361)
             

收益－來自外界客戶 366,042 333,714 115,975 115,661 24,103 29,345 9,566 7,838 – – 515,686 486,558
             

期內（虧損）╱溢利 (20,182) 27,758 23,965 20,631 1,545 5,132 (3,848) (2,457) 439 (230) 1,919 5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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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租金收入 19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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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合約客戶關係 250 498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折舊 23,824 13,25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368 (45)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0,053 8,384

陳舊存貨撥備 260 305

撥回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24) (330)
僱員成本 216,411 20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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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收入及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575 1,546
－持至到期投資及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利息收入 451 1,351   

1,026 2,897   

融資成本
－銀行借款利息開支 (1,003) –   

融資收入－淨額 23 2,89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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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16.5%）作出撥備。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11,560 10,743
有關暫時差額產生及撥回之遞延所得稅 (10,696) 232   

864 10,975   

8. 每股盈利
本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1,15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50,154,000港元）及期
內已發行股份431,600,000股（二零一一年：431,6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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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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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5.8港仙，股息總額為25,033,000港元，並
已於二零一二年九月派付。

董事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一一年：3.0港仙），
合共4,31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2,948,000港元）。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未經審核 

租賃土地
及樓宇

租賃物業
裝修 廠房及機器

傢俬、
固定裝置
及設備 汽車

網絡及
電腦設備

安裝中
機器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131,904 4,512 77,299 14,824 1,141 7,928 – 237,608
添置 – 749 3,013 5,775 760 1,190 – 11,487
折舊 (834) (879) (5,542) (4,082) (182) (1,558) – (13,077)
出售 – – (1,167) – (73) (1) – (1,241)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131,070 4,382 73,603 16,517 1,646 7,559 – 234,777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成本值 166,430 29,849 170,268 109,676 2,242 49,897 – 528,362
累計折舊 (35,360) (25,467) (96,665) (93,159) (596) (42,338) – (293,585)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131,070 4,382 73,603 16,517 1,646 7,559 – 234,777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223,879 9,314 196,334 21,651 1,573 9,993 64,002 526,746
添置 – 3,649 2,700 8,989 177 1,222 48,739 65,476
折舊 (2,465) (1,337) (12,840) (4,869) (219) (2,064) – (23,794)
出售 – – (396) (18) – (13) – (427)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221,414 11,626 185,798 25,753 1,531 9,138 112,741 568,001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成本值 261,430 39,451 307,753 127,351 2,397 47,523 112,741 898,646
累計折舊 (40,016) (27,825) (121,955) (101,598) (866) (38,385) – (330,645)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221,414 11,626 185,798 25,753 1,531 9,138 112,741 56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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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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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131,772 116,231
31至60日 30,605 26,607
61至90日 20,140 15,684
90日以上 25,471 28,773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207,988 187,295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223) (3,547)   

204,765 183,74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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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51,433 54,412
31至60日 4,612 2,461
61至90日 1,024 317
90日以上 1,332 595   

58,401 5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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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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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銀行借款
銀行借款之變動分析如下：

千港元  

流動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之期初金額 –
銀行借款所得款項 174,105
償還銀行借款 (126,900)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期終金額 47,205  

非流動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之期初金額 –
銀行借款所得款項 102,795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期終金額 102,795  

總計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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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聯方交易
期內，本集團曾與關聯方訂立下列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關聯方之服務收入 78 284   

向關聯方購買硬件 1,245 483
已付關聯方之租金開支 402 356   

1,647 839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薪金及其他短期福利 8,528 8,925
離職後福利 412 392   

8,940 9,317   

16.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未產生之資本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
－已訂約但未撥備 23,761 53,769
－已授權但未訂約 1,067 3,923   

24,828 57,692   

17. 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之批准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批准本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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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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收益 515,686 486,558 6%
銷售成本 (351,088) (277,426) 27%     

毛利 164,598 209,132 -21%
毛利率 31.9% 43.0%

其他收入 191 – 100%
銷售及分銷開支 (80,458) (69,754) 15%
一般及行政開支 (81,571) (80,466) 1%     

經營溢利 2,760 58,912 -95%
融資收入 1,026 2,897 -65%
融資成本 (1,003) – 100%     

除所得稅前溢利 2,783 61,809 -95%
所得稅開支 (864) (10,975) -92%     

期內溢利 1,919 50,834 -96%
非控股權益 (769) (680) 13%     

股東應佔溢利 1,150 50,154 -98%     

純利率 0.4% 10.4%     

總覽
香港的傳媒業發生急劇演變，特別是印刷媒體。二零一一年兩份中文免費報章面世，包括
本集團的晴報，連同市面的四份免費報章（其中包括一份英文免費報章），導致印刷媒體市
場出現轉變。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推出晴報，以拓闊集團的讀者群、廣告客
戶及收入基礎，支持集團的可持續發展。

在回顧期內的六個月，整體經濟持續放緩，金融市場更是表現疲弱，加上集團投資出版晴
報及互聯網業務，令經營及開發成本上升，致集團的股東應佔溢利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50,200,000港元，下降至1,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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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變動%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廣告收入 277,894 272,025 2%
發行收入 60,824 69,068 -12%
服務收入 170,361 135,530 26%
報名費收入 6,607 9,935 -33%    

總計 515,686 486,558 6%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由去年同期的486,600,000港元上升至
515,700,000港元。

由於整體經濟持續低迷，金融市場尤其首次公開招股市場呆滯，加上招聘廣告市場趨向審
慎亦構成一定的影響，令集團的廣告收益受到影響。然而，晴報從非金融類產品廣告所得
的額外收入，抵銷了集團的整體收益跌幅，這更肯定了集團拓展多元化收入的政策，可為
業務帶來中長期的可持續增長。

受累於股票市場呆滯、首次公開招股活動疲弱，以及互聯網提供免費新聞，本集團出版物
的發行收入由去年同期的69,100,000港元，下降至回顧期內的60,800,000港元。

服務收入上升26%，增加至170,400,000港元。服務收入主要來自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
業務分部。於回顧期內，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業務分部之收益保持平穩。服務收入之
增幅，主要來自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收購所得的雜誌書籍印刷公司。

經營成本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之毛利率較去年下跌11.1百分點，下跌至
31.9%。毛利下跌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七月推出免費中文日報晴報以致銷售成本
增加，加上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收購雜誌書籍印刷公司所致。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集團僱員人數為1,550人，較去年增加188人。上述增幅主要來
自收購印刷公司，加上集團投資於晴報及互聯網業務而增聘人手所致。截至二零一二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僱員成本佔本集團經營成本總額約42%，較去年同期上升6%。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白報紙成本佔本集團的經營成本總額約13%，較去
年同期上升32%。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出版晴報，令白報紙使用量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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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股東應佔溢利為1,2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減少49,000,000港元。

免費日報及互聯網的出現，為香港的媒體市場揭開新紀元。本集團抓緊機遇，投資晴報及
互聯網業務，以進一步拓闊及多元化收入基礎。集團深信，有關投資可帶來中長期的發展
增長。由於有關投資仍處於初始階段，故此印刷媒體分部的溢利難免會受到影響。

至於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分部，旗下產品及業務繼續穩守市場領導地位。此分部貢獻
高比重兼穩定的純利，為集團提供穩固的基礎，以發展其他業務領域。

流動現金及資本資源

（百萬港元）

於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流動資產淨值 263.7 241.1
定期存款、已抵押存款以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87.1 248.2
股東資金 734.9 757.2

資產負債比率 13% –
流動比率 1.88倍 1.89倍

為確保本集團具備穩健的財政狀況，及足以面對未來的任何挑戰和機遇，本集團於回顧期
內提取了銀行借款合共150,000,000港元。銀行借款以本集團的部份物業、廠房及設備作
抵押。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13%（按總借款除以總資產計
算）。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定期存款及已抵押存款
合共為287,100,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淨額為125,000,000港元，其涉及已提取之銀行
借款150,000,000港元，並已由本集團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分派之末
期股息25,000,000港元抵銷。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為23,000,000港元。上述現金流出淨
額主要關於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並已由期內解除之已抵押存款及定期存款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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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正面對印刷媒體業務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

為應付免費報章的衝擊，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七月推出晴報。集團為此建立強大的編採及廣
告銷售團隊、擴大印刷產能、建立優質的發行網絡以及預留充裕的財政資源。集團矢志發
展晴報業務，並深信可取得成功。晴報在創刊後的短時間內，已被市場確認為中產讀者的
優質報章，廣受歡迎。

本集團亦留意到互聯網對印刷媒體行業的衝擊，並已投資發展互聯網業務，為有關領域未
來可提供的機遇作好準備。

投資晴報及互聯網業務會對集團的溢利帶來短期壓力。然而，有關投資可為集團帶來可持
續發展的增長，並符合股東及其他持份者的最佳利益。

本集團將不時檢討旗下業務之營運情況，務求以更有效益之方式重組及重新調配集團資
產。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550名僱員（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1,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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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港仙（二零一一年：3.0港仙），合共4,316,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12,948,000港元），給予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有關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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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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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及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馮紹波先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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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華邦先生

非執行董事
朱裕倫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茂波先生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辭任）
周安橋先生
羅富昌先生
歐陽偉立先生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獲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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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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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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所提述及闡明者外，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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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
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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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偉立先生（委員會主席）、周安橋先生及羅富昌先生。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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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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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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歐陽偉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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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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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二零一二╱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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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安橋先生、羅富昌先生及歐陽偉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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