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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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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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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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全年業績如下：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 521,674  544,064  566,324 
投資物業 4 1,633,200  1,462,550  1,224,900 
無形資產  122,825  19,589  15,690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已付按金  38,676  -  - 
聯營公司之投資  57,746  53,870  57,478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225,241  190,252  267,965 
界定利益計劃之資產  63,131  62,429  56,4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72  429  - 

  2,662,765  2,333,183  2,188,757 
     

流動資產     
存貨  23,138  26,408  20,813 
應收款項 5 275,162  244,224  195,618 
預付費用、按金及其

他應收款項  17,375  11,746  11,22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  39  61 
短期銀行存款  25,917  76,117  - 
現金及銀行結餘  344,115  324,818  432,663 

  685,707  683,352  660,381 

總資產  3,348,472  3,016,535  2,849,138 



2 

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 156,095  156,095  156,095 
儲備  2,756,152  2,500,111  2,310,743 
擬派股息  70,248  62,438  62,438 
  2,826,400  2,562,549  2,373,181 
       

股東資金  2,982,495  2,718,644  2,529,276 
非控制性權益  42,129  22,785  21,855 

       
總權益  3,024,624  2,741,429  2,551,131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92,977  83,001  83,876 
     
  92,977  83,001  83,876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7 183,659  158,737  163,102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615  2,864  3,171 
預收訂閱費  26,689  24,870  23,041 
現期所得稅負債  8,908  5,634  24,817 
非控制性股東之貸款  9,000  -  - 
       
  230,871  192,105  214,131 
       

總負債  323,848  275,106  298,007 
       
總權益及負債  3,348,472  3,016,535  2,849,138 
       
流動資產淨值  454,836  491,247  446,25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117,601  2,824,430  2,63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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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收益 2  1,019,610  946,083 
      
其他收入   8,390  11,826 
員工成本   (382,585)  (364,319)
生產原料成本   (170,587)  (134,160)
租金及設施   (25,588)  (19,584)
折舊及攤銷   (55,027)  (52,588)
廣告及宣傳   (38,736)  (29,939)
其他經營開支   (157,797)  (147,927)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170,650  237,650 
      
經營盈利   368,330  447,042 
財務收入   4,818  4,471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6,773  1,492 
      
除所得稅前盈利   379,921  453,005 
所得稅開支 8  (33,991)  (30,154)
      
全年盈利    345,930  422,851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虧損）   34,981  (93,750)
外匯匯兌差額   6,732  (2,329)
      
全年其他全面收入╱（虧損）（除稅後）   41,713  (96,079)
      
全年全面收入總額  387,643  32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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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應佔盈利：     
 本公司股東  329,059  409,921 
 非控制性權益  16,871  12,930 
     
  345,930  422,851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股東  370,772  313,842 
 非控制性權益  16,871  12,930 
     
  387,643  326,772 
     
     
每股盈利 10    
基本及攤薄   21.08 港仙  26.26 港仙 

     
     
股息 9  117,076  12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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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非控制性權益 總權益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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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餘，如先前列報 156,095 40,971 865,672 175,200 1,199,086 2,437,024 21,855 2,458,879 
會計政策變動之調整 - - - 4,404 87,848 92,252 - 92,252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結餘，經重列 156,095 40,971 865,672 179,604 1,286,934 2,529,276 21,855 2,551,131 
全面收入         
本年度盈利，經重列 - - - - 409,921 409,921 12,930 422,851 
其他全面虧損 - - - (96,079) - (96,079) - (96,079)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96,079) 409,921 313,842 12,930 326,772 
與股東之交易 
以股權支付之僱員酬金福利 - - - 402 - 402 -  402 
股息 - - (62,438) - (62,438) (124,876) (12,000) (136,876) 
                
與股東之交易總額 - - (62,438) 402 (62,438) (124,474) (12,000) (136,47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經重列 156,095 40,971 803,234 83,927 1,634,417 2,718,644 22,785 2,741,429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如先前列報 156,095 40,971 803,234 79,523 1,507,356 2,587,179 22,785 2,609,964 
會計政策變動之調整 - - - 4,404 127,061 131,465 - 131,465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經重列 156,095 40,971 803,234 83,927 1,634,417 2,718,644 22,785 2,741,429 
全面收入         
本年度盈利 - - - - 329,059 329,059 16,871 345,930 
其他全面收入 - - - 41,713 - 41,713 - 41,713 
                
全面收入總額 - - - 41,713 329,059 370,772 16,871 387,643 
與股東之交易         
以股權支付之僱員酬金福利 - - - 2,345 - 2,345 - 2,345 
股息 - - - - (109,266) (109,266) (13,500) (122,766) 
業務合併產生之非控制性權益 - - - - - - 15,973 15,973 
                
與股東之交易總額 - - - 2,345 (109,266) (106,921) 2,473 (104,448)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156,095 40,971 803,234 127,985 1,854,210 2,982,495 42,129 3,02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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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和採納新增╱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本財務報表乃根據歷
史成本常規法編製，惟投資物業及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乃按重估值列賬。 

 
(b) 會計政策之變動及披露 
 

(i) 以下與本集團有關之準則修訂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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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號「所得稅」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就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作出修訂，對
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所引致之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之計量原則引入一項例外情
況。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規定實體計量一項資產相關之遞延稅項時，須視乎實體預期
通過使用或出售有關資產而收回其賬面值。該修訂引入一項可推翻之假設，即按公平
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全數通過出售而收回。該修訂有追溯性，適用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
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並可提早採納。 
 
本集團已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追溯採納此項修訂，採納此修
訂之影響如下。 
 
誠如附註 4 所披露，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總額為
1,462,550,000 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為 1,224,900,000 港元）。本集團已根據該
修訂之要求，假設投資物業全數通過出售之方式收回所引致之稅務結果重新計量相關
之遞延稅項，並追溯至以往年份。二零一一年之比較數字已重列以反映會計政策之變
動，並概述如下。 
 
對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影響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遞延稅項負債減少  159,622 131,465 92,252
資產重估儲備增加  4,404 4,404 4,404
保留盈利增加  155,218 127,061 87,848
 
對綜合收益表之影響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所得稅開支減少  28,157 39,213
本公司股東應佔淨盈利增加 28,157 39,213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增加 1.80 港仙 2.51 港仙
 

(ii) 與本集團有關並已頒佈惟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未提早
採納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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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和採納新增╱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b) 會計政策之變動及披露（續） 
 適用於以下日期或以後

開始之會計期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修訂本）「強制性生效日期和過渡性披露」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綜合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其他實體權益披露」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公平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

呈列」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本）「僱員福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二零一一年修訂）「獨立財務

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二零一一年修訂）「聯營公司

及合營企業」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金融工具：呈列」

有關資產及負債抵銷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將於上述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生效時予以採納。本集團已開始
就其對本集團的影響作出評估，惟現階段尚未能斷言其是否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
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2. 收益及分部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已被確定為本集團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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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經調整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利（界定為未計利
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其他收入及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之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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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內之相應金額所用者最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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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會計政策概要所述者相同，惟於一家聯營公司損益之權益乃根據分部
損益已收或應收之股息入賬，而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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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原則基準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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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分別為 1,019,610,000 港元及 946,083,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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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來自報章、雜誌及其他刊物之收益包括與第三方交換貨品或服務所產生之收益 4,989,000 港元（二
零一一年：4,261,000 港元）。 
 
本集團大體上所有業務均以香港為基地，而根據可報告分部劃分之分部資料如下： 
 
(a) 可報告分部損益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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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640  218,846  35,885  -  1,028,371 

 分部間之收益 (981)  (5,770)  (2,010)  -  (8,761)
           
 外界客戶之收益 772,659  213,076  33,875  -  1,019,610 

           
 財務收入 3,306  13  -  1,499  4,818 

 折舊及攤銷 (45,149)  (4,350)  (5,528)  -  (55,027)

 所得稅 (17,118)  (11,259)  (4,059)  -  (32,436)
           
 可報告分部盈利 97,492  54,173  188,966  4,322  344,953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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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分部總收益 779,158  142,151  32,318  - 953,627 

 分部間之收益 (672)  (5,331)  (1,541)  - (7,544)
           
 外界客戶之收益 778,486  136,820  30,777  - 946,083 

           
 財務收入 2,964  12  -  1,495 4,471 

 折舊及攤銷 (45,882)  (1,216)  (5,490)  - (52,588)

 所得稅 (18,195)  (8,085)  (3,874)  - (30,154)
           
 可報告分部盈利 120,523  43,236  255,553  4,502 423,814 
 

(b) 可報告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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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開支 70,938 2,280 363 - 73,581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資本開支 32,290 1,332 630 - 3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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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c) 可報告分部損益與全年盈利對賬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可報告分部盈利 340,631  419,312 
所有其他分部盈利 4,322  4,502 
    
 344,953  423,814 
    
對賬項目：    

根據權益會計法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6,773  1,492 
收取聯營公司股息 (4,241)  (2,455)
聯營公司未分配盈利之遞延稅項 (1,555)  - 

    
 977  (963)
    

全年盈利 345,930  422,851 

 
3. 物業、機器及設備 
 

 

租賃土地 
及樓宇  

機器 
及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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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307,927  167,228 64,140  4,769  544,064 
添置 -  10,392 11,233  2,766  24,391 
出售 -  (1) (443)  -  (444) 
轉撥 -  3,820 3,195  (7,015)  - 
折舊 (9,753)  (23,322) (15,250)  -  (48,325) 
匯兌差異 -  - 3  -  3 
收購附屬公司 -  - 1,985  -  1,985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 298,174  158,117 64,863  520  521,67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成本 420,375  776,042 147,874  520  1,344,811 
累積折舊及減值虧損 (122,201)  (617,925) (83,011)  -  (823,137)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 298,174  158,117 64,863  520  52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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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物業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初結餘 1,462,550  1,224,900 
公平值收益 170,650  237,650 
    
年終結餘 1,633,200  1,462,5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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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結餘 百分比 結餘 百分比 

  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現期  153,240  55.0  134,640  54.3 
逾期少於三十日  21,144  7.5  21,570  8.7 
逾期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55,135  19.8  52,352  21.1 
逾期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33,940  12.2  29,411  11.9 
逾期多於九十日  15,278  5.5  9,889  4.0 
         
總額  278,737  100.0  247,862  100.0 

         
減：減值撥備  (3,575)    (3,638)   
         
  275,162    244,224   

 

6. 股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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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1,560,945,596 股）， 
 每股面值 0.10 港元 156,095 15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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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包括下列按發票日計之應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結餘 百分比 結餘 百分比 

 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零至三十日 22,375 61.7 26,302 76.2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9,487 26.2 5,489 15.9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3,541 9.8 2,158 6.2 
多於九十日 829 2.3 586 1.7 
     
應付款項總額 36,232 100.0 34,535 100.0 

     
應計負債 147,427  124,202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總額 183,659 158,737  

 

8.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以年內估計應課稅盈利按 16.5%（二零一一年：16.5%）稅率撥備。海外地區所得盈
利之稅項乃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盈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現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37,005  34,604 
－上年度超額之撥備 (3,454)  (3,391)
－海外稅項 424  245 

遞延所得稅    
－其他遞延稅項收益 (3,368)  (1,776)
－上年度不足之撥備 3,384  472 
    
 33,991  3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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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a) 年內應佔股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 3 港仙（二零一一年：4 港仙） 46,828 62,438 
擬派末期股息但尚未確認，每股 4.5 港仙（二零一一年：4 港仙） 70,248 62,438 
   
 117,076 124,876 

 
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擬派末期股息 70,248,000 港元將會從本公司之

保留盈利中支取。 
 

(b) 年內已付股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一二年中期股息，每股 3 港仙 46,828 - 
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每股 4 港仙 62,438 - 
二零一一年中期股息，每股 4 港仙 - 62,438 
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 4 港仙 - 62,438 
   
  109,266 124,876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年度股東應佔盈利 329,059,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409,921,000 港
元）及年內已發行之股份 1,560,945,596 股（二零一一年：1,560,945,596 股）計算。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使其持有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共 9,400,000 份
（二零一一年：13,000,000 份購股權）。該等購股權日後將有機會攤薄每股基本盈利，惟由於在
所呈列之年度具反攤薄作用，故在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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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之經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經營業績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百萬港元，每股金額除外）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百分比 

   （經重列）   
      
收益 1,019.6  946.1  8 
      
員工成本 (382.6)  (364.3)  5 
生產成本 (170.6)  (134.2)  27 
租金及設施 (25.6)  (19.6)  31 
廣告及宣傳 (38.7)  (29.9)  29 
其他經營開支 (157.8)  (147.9)  7 
      
未計折舊及攤銷之經營成本 (775.3)  (695.9)  11 
折舊及攤銷 (55.0)  (52.6)  5 
      
經調整經營盈利^ 189.3  197.6  (4)
      
其他收入 8.3  11.7  (29)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170.7  237.7  (28)
      
經營盈利 368.3  447.0  (18)
      
淨利息收入 4.8  4.5  7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6.8  1.5  * 
稅項 (34.0)  (30.2)  13 
      
全年盈利 345.9  422.8  (18)
非控制性權益 (16.8)  (12.9)  30 
      
股東應佔盈利 329.1  409.9  (20)

      
每股盈利（港仙） 21.1  26.3  (20)

 
* 表示超過 100%之增幅 
^  經調整經營盈利界定為未計其他收入及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之經營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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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淨盈利為 329.1 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為 409.9 百萬港元。撇除二零一二年及二零
一一年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分別 170.7 百萬港元及 237.7 百萬港元，日常經營之淨盈利
由 172.2 百萬港元下降 8%至 158.4 百萬港元。 
 
收益為 1,019.6 百萬港元，較去年增加 73.5 百萬港元或 8%。收益增長主要來自新收益
來源（包括新收購之《ELLE》雜誌及合約印刷業務），以及雜誌出版業務之較高收益
貢獻。儘管本集團較去年錄得較高收益，但因持續投資於新數碼業務及合約印刷業務
之利潤較低，令二零一二年之盈利及日常經營之盈利均下降。管理層相信新投資業務
將為本集團帶來長期之穩定盈利貢獻。 
 
經營成本及開支總額增加 11%或 81.8 百萬港元。 
 
因員工人數、退休福利及招聘成本增加，員工成本上升 5%或 18.3 百萬港元。平均員
工人數由 825 人增加 8%至 889 人。生產成本增加 27%或 36.4 百萬港元，部分因合約
印刷業務而增加新聞紙消耗量（增加 11.5 百萬港元），由合約印刷業務之較高收益所
抵銷。雜誌出版業務之生產成本增加，主要乃因加入《ELLE》之業務所致（增加
19.0 百萬港元）。 
 
除於本年度下半年計入《ELLE》之經營開支外，本集團亦就年內推出 scmp.com 及
smartjob.com 而增加宣傳活動之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其他經營開支上升 7%或 9.9 百
萬港元，當中包括編輯工作流程顧問及收購新業務所產生之法律及專業服務費用。銷
售佣金及銷售折扣亦上升，以帶動報章商業廣告及雜誌出版業務之收益增長。 
 
業務分部之財務回顧 
 
報章出版 
 
報章出版業務之收益下跌 5.6 百萬港元或 1%至 773.6 百萬港元。淨盈利較二零一一年
下跌 19%至 97.5 百萬港元。 
 
廣告及市場推廣服務之收益下降 2%。此乃由於年內首次公開招股活動數量大幅下
跌，導致通告收益下跌。招聘市場受歐元危機及中國經濟放緩之負面影響，令招聘服
務收益下降 16%。首次公開招股活動及招聘服務之收益下跌，大部分由合約印刷服務
產生之新收益來源，以及《Post Magazine》及特刊之較高廣告收益所抵銷。網上收益
錄得健康增長，而 iPad 應用程式在本集團之網上產品中增長最為強勁。 
 
儘管報章招聘廣告及首次公開招股活動收益下滑，部分由新合約印刷業務之收益所抵
銷，其利潤較傳統印刷報章廣告為低。此外，因持續投資新數碼業務，令報章之盈利
及日常經營之盈利下跌。 
 
《南華早報》及《星期日南華早報》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之未經審核發行量分別為
107,426 份及 89,669 份，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 4%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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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出版 
 
二零一二年雜誌出版業務之淨盈利增長 23%至 37.3 百萬港元。《Cosmopolitan》、
《Harper’s Bazaar》及《CosmoGIRL!》雜誌之廣告收益總額較去年增加 13%。所有市
場分部之廣告收益均有可觀增長。 
 
物業 
 
二零一二年淨盈利包括重估收益 170.7 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237.7 百萬港元）。二
零一二年之租金收入增加 11%至 35.9 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出租廣告牌及其他物業續租
之較高收入所致。管理層擬繼續持有電視城物業作長線投資，亦探討不同方案以提升
物業價值，並就此與相關人士磋商。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概覽 
 
本集團持有存款期逾三個月之人民幣短期銀行存款。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現金等值主
要以港元為主。除人民幣存款外，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折算波動風險。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為 9.0 百萬港元，來自一名非控制
性股東之無抵押短期貸款。該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零（經
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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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經營活動現金流量主要來源繼續為報章出版業務。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為 217.2 百萬港元，去年同期則為 145.9 百萬
港元，乃由於本集團業務之現金流量較高而稅項付款則較低。 
 
投資活動 
 
年內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為 109.4 百萬港元，包括收購《ELLE》之成本 75.1 百萬
港元，資本開支 71.7 百萬港元由短期銀行存款減少 50.2 百萬港元所抵銷，該等存款於
年內到期。年內資本開支包括就購置新印刷機組而支付之 36.6 百萬港元按金，該印刷
機組將用作支持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之合約印刷業務。餘額主要投放於生產設備、重
新設計 scmp.com 網站及投資於電腦硬件及軟件以支持本集團之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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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活動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 113.8 百萬港元。年內，本集團向本公司股東派付 109.3 百萬
港元股息及向附屬公司之一名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派付 13.5 百萬港元。本集團自一名非
控制性股東取得 9.0 百萬港元短期貸款，以支持《ELLE》之業務經營。 
 
展望 
 
本集團預期過往數年香港及全球市場金融前景不明朗之狀況將持續至二零一三年，但
對經濟及本集團應對不明朗前景之能力保持謹慎樂觀。 
 
報章及雜誌出版行業易受科技、出版平台、裝置及讀者行為之變化所影響，而媒體之
經營環境正值調整。儘管如此，本集團將繼續加強產品組合及品牌，以及開拓更多元
化之收益來源，確保維持穩健表現。本集團核心報章及雜誌刊物之讀者人數及發行量
保持強勁，而本集團亦能運用其品牌實力，於活動籌辦、自訂出版、新出版平台及其
他相關產品中開拓新收益來源。 
 
收購《ELLE》為本集團之收益、市場佔有率及其他協同效應帶來極佳效益。將繼續物
色其他與本集團核心競爭力相符並能增強本集團業務及收益潛力之收購商機。 
 
基於合約印刷業務之持續佳績，本集團將尋求更多機遇以擴大印刷產能，並帶來更高
之印刷業務收入。與 AM730 所簽訂之合約將繼續為本集團之重要及穩定收益來源。 
 
本集團二零一三年之目標乃進一步加強數碼及印刷產品組合，尋求更多有效方法提升
其收益，並進一步開拓活動籌辦及市場推廣服務業務。去年，本集團於數碼業務發展
取得重大進展，並將繼續推出更多 scmp.com 之數碼訂閱平台，包括平板電腦及流動電
話應用程式及更豐富之網上內容，以帶動增長。本集團繼續透過增設具創意之新廣告
方案及透過優化網頁瀏覽頁次及版面設計，以加強數碼產品之收益。本集團計劃透過
更多環球市場推廣活動及個人化之訂閱組合，吸納本地讀者以外之海外讀者。本集團
亦計劃將 scmp.com 拓展至香港及海外之企業及酒店客戶。 
 
本集團將會繼續加強旗艦刊物《南華早報》之數碼及印刷內容，並預期香港優質英文
報章之廣告及訂閱需求將會持續。就廣告及市場推廣服務，本集團相信部分於二零一
二年表現較疲弱之行業，如零售、物業及首次公開招股活動，將會有所增長，惟仍審
慎面對業務前景。縱然如此，本集團將準備就緒，於需求回穩時憑藉一系列客戶自訂
產品增進收益。 
 
於二零一三年，本集團計劃多方面優化招聘產品 smartjob.com 及《Classified Post》，
包括推出新資料庫系統以改善資料庫分析功能及工作配對效率。本集團之教育業務亦
將拓展至籌辦活動、舉辦會議及出版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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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本集團踏入一百一十週年，於二零一二年期間籌備之適時及標誌性項目將達收成
階段。SCMPChinese.com 計劃於本年度下半年推出，將為本集團首個進軍中文新聞網
站之項目。對本集團報章內容引頸以待之廣大華人讀者，SCMPChinese.com 能滿足其
需求，而本集團現時 scmp.com 中文分頁「大中華聞摘」備受歡迎，正充份見證這方面
之需求。該新聞網站受到熱切期待，目標讀者為中國商界精英，並將載有重點新聞及
專欄之中文翻譯，以及大量全新之原創中文內容，範圍由時事剖析及評論以至深入之
獨家專訪及特寫。 
 
踏入二零一三年，本集團已建立了一隊準備就緒且精通數碼技術之人才團隊，而去年
進行之招聘及營運重組將帶來正面影響，以迎向發展更強勁數碼產品組合之挑戰。除
於各層面之技術培訓外，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開始實施一系列「領袖才能發
展計劃」，透過外聘專業發展顧問之專家意見，協助建立本集團未來領袖團隊。 
 
本集團將憑藉加強人才團隊實力之措施以及多元化之產品及服務，以發揮優勢滿足本
地及海外讀者及廣告客戶之需求，且對本集團品牌於年內持續建立增長動力充滿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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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之薪酬保持於具競
爭力之水平，同時根據僱員個別之工作表現及經營業績授予花紅。其他僱員福利包括
公積金、醫療保險及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 939 名
員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僱用 838 名員工。 
 
股息 
 
董事會建議從保留盈利中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4.5 港仙（二零一一年：4 港仙）。該末
期股息連同中期股息每股 3 港仙，將使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派發
之股息總額為每股 7.5 港仙。擬派末期股息倘獲批准，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星期五）派發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三）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為確定股東出席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
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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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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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定收取擬派末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亦將由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星期三）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六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
符合資格收取擬派末期股息（倘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批准），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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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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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為首要任務及成功要訣之一。 
 
年內，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常規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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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之《企業管治守則》下之有
關修訂及修改（統稱「聯交所守則」）規管。年內，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常規已符合聯
交所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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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二零一二年年報中將載有詳盡之企業管治報告，當中載述本集團之管治架
構，及闡釋如何應用聯交所守則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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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主席）、夏佳理先生及黃啟民先生。審核委
員會於年內曾舉行兩次會議。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末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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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薪酬委員會成員包
括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啟民先生（委員會主席）及夏佳理先生，以及非執行董事郭
孔演先生。郭孔演先生辭任非執行董事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起生效。薪酬委員會於年內曾舉行一次會議。 
 
郭惠光女士，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
五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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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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主席）及黃啟民先生，以及非執行主席彭定
中博士。提名委員會於年內曾舉行一次會議。 
 
策略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成立策略委員會，訂有書面職權範圍。策略委員會現時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郭惠光女士（委員會主席）、非執行主席彭定中博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胡祖六博士。策略委員會於年內曾舉行兩次會議。 
 
公眾持股量 
 
Kerry Media Limited（「KML」）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根據期權協議行使其權利向
承授人（定義見 KML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刊發之公佈）發出通知，要求承授
人全數行使有關總數 225,000,000 股本公司股份之期權，並於最終退款日（定義見上述
KML 之公佈）或之後向 KML 交付 225,000,000 股本公司股份。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表示，假設本公司股權結構概無其他變動，於最終退款日，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
百分比被視為已下跌至約 10.5871%，而本公司須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暫停股份
買賣直至恢復最低公眾持股量。本公司自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起暫停股份買賣，
直至恢復最低公眾持股量。有關公眾持股量狀況之詳情已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一月
十七日、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六日刊發
之公告中披露。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彭定中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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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邱繼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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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