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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企業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5）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布
明報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同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重列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248,623 1,168,679
已售貨品成本 (911,147) (828,499)

毛利 337,476 340,180
其他收益 70,229 8,82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97,280) (165,952)
行政支出 (123,838) (106,287)
其他經營（支出）／收入淨額 (945) 2,186

經營溢利 4 85,642 78,951
融資成本 5 (3,209) (2,325)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909) (3,677)

除所得稅前溢利 79,524 72,949
所得稅支出 6 (7,529) (21,776)

本年度溢利 71,995 51,173

由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8,514 43,340
少數股東權益 3,481 7,833

71,995 51,173

股息 7 (28,011) (27,619)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每股以港仙呈列）

－基本 8 17 11

－攤薄 8 17 11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重列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3,831 175,939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10,557 113,269
無形資產 69,133 2,02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22,210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 15,104 14,687
遞延所得稅資產 671 621

359,296 328,754
流動資產
存貨 53,124 51,04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698 －
按公平值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2,085 －
買賣證券 － 1,948
貿易應收賬款 10 173,435 161,34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5,349 38,211
遞延所得稅資產 3,521 128
可收回所得稅 6,476 894
銀行結存及現金 308,933 190,158

617,621 443,724



– 2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1 66,577 50,14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16,853 68,064
所得稅負債 633 7,589
短期銀行貸款（有抵押） 18,964 22,081
銀行透支（有抵押） 20,906 12,504
長期負債之流動部分 5,227 5,943
遞延所得稅負債 878 437

230,038 166,758

流動資產淨值 387,583 276,96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46,879 605,720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522 39,442
儲備 593,651 517,345

634,173 556,787

少數股東權益 81,387 12,318

權益總額 715,560 569,105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17,926 22,448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393 14,167

746,879 605,720

1.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此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本集團因採納香港會
計師公會所頒布之新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統稱為「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需改變其若干會計政策。該等新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本集團編製財務報表已採納以下與其業務相關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五年之比較數字已按照有關規定在有需要時予以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 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之變動及誤差
香港會計準則第10號 結算日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所得稅
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 分部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 匯率變動的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連人士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33號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 無形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
香港詮釋第4號 租賃－確定香港土地租賃的租賃年期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12號 綜合－特殊目的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15號 營運租賃－優惠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31號 收益－涉及廣告服務的以物易物交易

採納上述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會計政策之影響如下：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7、8、10、12、14、16、19、21、23、27、28、33、38 號，香港詮釋第4號，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12、15及31號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並
無造成重大變動。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影響少數股東權益及財務報告披露之呈報方式。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已把關連人士之定義擴大至包括本集團之骨幹管理層職員。

採納若干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出現重大變動，其影響載於下文：

(a)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導致有關租賃土地之會計政策有所變動。以往，香港及中國大陸租賃土地及樓宇按成本值或估值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
損列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規定，凡土地及樓宇之租約，應在租約開始時參照租賃中土地租賃權益與樓宇租賃權益之相對公平值，按比例分
為土地租賃與樓宇租賃兩部分。土地租賃應歸類為經營租約，所付任何租金均以成本值列賬，並在租約期內攤銷。租賃樓宇按成本值或估值減累計折
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列賬。預付土地租金及土地使用權列於資產負債表非流動資產項下一個獨立項目。租賃樓宇列於資產負債表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分
類下。比較數字已反映此等變動之影響，並已於附註2概述。

(b)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導致有關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分類之會計政策有所改變。

(c)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導致商譽之會計政策改變。以往，商譽乃按直線法不多於15年之期間攤銷，並於每個結算日評估是
否有跡象出現減值。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條文，本集團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終止攤銷商譽，並於每年及有跡象顯示減值時為商譽進行減值測試。

(d)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 號：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本集團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新近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購股權於授出日期之公平值須在相關歸屬期間自收
益表攤銷，並計入權益項下之僱員股份酬金儲備。

另外，根據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萬華媒體」）之上市前購股權計劃（「上市前計劃」），購股權有條件地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向本集團若干僱員授出，並且已於萬華媒體上市日期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上市日期」）獲得批准。與向獲授人授出之每份購股權有關之歸屬比例須
於上市日期開始。有關購股權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之影響為794,000港元。

會計政策之所有變動已根據相關準則（如適用）之過渡性條文作出。本集團採納之所有準則均須追溯應用，惟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後提前應用之香港會計準則
第32，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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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摡要：

(a) 於綜合收益表之影響

採納下列準則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
第17號 準則第2號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

折舊費用減少 6,486 － 6,486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增加 (2,712) － (2,712)
遞延稅務開支增加 (624) － (624)
員工成本增加 － (794) (794)

年度溢利增加／（減少） 3,150 (794) 2,356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減少）（港仙） 0.8 (0.2) 0.6

每股攤薄盈利增加／（減少）（港仙） 0.8 (0.2) 0.6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

折舊費用減少 6,486 － 6,486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增加 (2,712) － (2,712)
遞延稅務開支增加 (624) － (624)

年度溢利增加 3,150 － 3,150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港仙） 0.8 － 0.8

每股攤薄盈利增加（港仙） 0.8 － 0.8

(b) 於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影響
採納下列準則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
第17號 第32及39號 報告準則第2號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及負債之增加／（減少）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7,206) － － (177,206)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10,557 － － 110,55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4,698 － 4,698
買賣證券 － (2,085) － (2,085)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 2,085 － 2,085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 (4,698) － (4,698)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023) － － (13,023)

權益之增加／（減少）
重估儲備 (85,715) － － (85,715)
僱員股份酬金儲備 － － 794 794
累計虧損 32,089 － (794) 31,295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及負債之增加／（減少）
物業、廠房及設施 (183,692) － － (183,692)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13,269 － － 113,269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647) － － (13,647)

權益之增加／（減少）
重估儲備 (85,715) － － (85,715)
累計虧損 28,939 － － 28,939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出版中文報章、期刊與書籍及提供旅遊及與旅遊有關之服務。本集團本年度之營業額和業績按業務分部及地區分部分析如下：

主要報告格式－業務分部
出版業 旅遊及與

（附註 (a)） 旅遊有關之服務 對銷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828,776 419,847 － 1,248,623

分部業績 15,418 1,994 － 17,412

利息收入 8,640
其他收益 60,956
未能作出分配的費用淨額 (1,366)

經營溢利 85,642
融資成本 (3,20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909)

除所得稅前溢利 79,524
所得稅支出 (7,529)

本年度溢利 71,995

分部資產 849,663 34,862 (33,102) 851,423
未能作出分配的資產 125,494

總資產 976,917

分部負債 (218,470) (42,339) 33,102 (227,707)
未能作出分配的負債 (33,650)

總負債 (261,357)

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 11,053 760 － 11,813
於無形資產之資本開支 67,631 － － 67,631
折舊 24,961 789 － 25,75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2,712 － － 2,712
無形資產攤銷 526 － － 526
其他非現金開支淨額 5,767 (109) －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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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重列
出版業 旅遊及與 經重列

（附註 (a)及 (b)） 旅遊有關之服務 對銷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78,586 390,093 － 1,168,679

分部業績 75,848 1,359 － 77,207

利息收入 2,949
未能作出分配的費用淨額 (1,205)

經營溢利 78,951
融資成本 (2,325)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677)

除所得稅前溢利 72,949
所得稅支出 (21,776)

本年度溢利 51,173

分部資產 647,440 42,168 (28,768) 660,840
於聯營公司權益 22,210 － － 22,210
未能作出分配的資產 89,428

總資產 772,478

分部負債 (142,715) (43,334) 28,768 (157,281)
未能作出分配的負債 (46,092)

總負債 (203,373)

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 15,411 592 － 16,003
折舊 25,352 794 － 26,146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2,712 － － 2,712
商譽攤銷 137 － － 137
其他非現金開支淨額 1,573 123 － 1,696

從屬報告格式－地區分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香港 754,909 737,114
北美 459,484 397,820
中國大陸 34,230 33,745

1,248,623 1,168,679

附註： (a) 出版業之營業額包括銷售報章、期刊及書籍、廣告及來自本集團各入門網站之收入。

(b)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列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

4.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項目：
經重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匯兌收益淨額 1,818 953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財務資產收益 137 －
買賣證券未變現收益 － 14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施之收益 － 29
呆壞存貨準備餘額撥回 － 164
被視為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33,102 2,054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27,854 －

扣除
折舊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23,945 24,581
租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805 1,565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2,712 2,712
商譽攤銷 － 137
無形資產攤銷 526 －
應收賬款減值準備 4,872 1,860
呆壞存貨準備 78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76 －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2,728 1,695
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481 630

3,209 2,325

6.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計算。海外溢利之稅項，則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依本集團經營業務國家之現行
稅率計算。於經審核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支出如下：

經重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8,975 16,879
過往年度（準備餘額撥回）／準備不足 (337) 9

海外稅項
本年度 3,001 4,527
過往年度準備餘額撥回 (334) (445)

遞延所得稅 (3,776) 806

7,529 2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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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中期股息每普通股3港仙（二零零五年：3港仙） 11,805 11,858
擬派末期股息每普通股4港仙（二零零五年：4港仙，已派）（附註 (a)） 16,206 15,761

28,011 27,619

附註：

(a) 董事會宣布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普通股4港仙（二零零五年：4港仙）。末期股息將待股東批准後，於二零零六年九月
二十日派發予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8. 每股盈利

(i)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68,51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43,340,000港元，經重列）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393,864,156
股（二零零五年：395,924,441股）而計算。

(ii)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股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68,51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43,340,000港元，經重列）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393,991,242股（二零零五
年：396,065,963股），已就所有具潛在攤薄性普通股之影響作出調整而計算。

9. Yazhou Zhoukan Holdings Limited之收購事項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日，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以代價16,200,000港元從Energetic Assets Limited收購Yazhou Zhoukan Holdings Limited （「YZH」）50%已發行股
本。Energetic Assets Limited為TOM Group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YZH之全資附屬公司亞洲週刊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經營《亞洲週刊》之業務，發行網絡遍及全
球。

收購以會計購買法入賬為數25,656,000港元，相當於收購成本超出收購可識別資產及已承擔負債公平值之款項，並已記錄為商譽。YZH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
司，而其業績已從收購日期起合併計入本集團之財務報表。

10. 貿易應收賬款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106,057 96,999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44,164 44,124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15,895 16,093
一百八十日以上 7,319 4,126

173,435 161,342

本集團一般給予香港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七日至九十日，而給予中國大陸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一百八十日。

11. 貿易應付賬款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57,114 46,465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6,050 2,648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2,985 852
一百八十日以上 428 175

66,577 50,140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過去一年，本集團在激烈競爭而極具挑戰性的環境下經營業務。一方面，二零零五年全球經濟持續增長，尤以美國及中國大陸發展為
然。本集團從此等利好的經濟條件受惠，在本年度錄得營業額增長。另一方面，本集團要面對控制成本的挑戰，尤以白報紙價格及工
資升幅最為凌厲。本年度，本地及海外市場均有數份日報（包括免費報紙）推出，部份報紙採取減價策略，令媒體業務經營環境日趨嚴
峻。過去一年，本集團的經營業績明顯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此外，我們去年投放大量資源發展本集團透過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萬
華媒體」）在中國大陸經營的消閒雜誌業務。

就本集團一間出版消閒雜誌的附屬公司萬華媒體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成功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本集團綜合收益表已確認及計
入33,000,000港元之收益。董事會相信，萬華媒體成功分拆及上市，將有助本集團進軍中國大陸迅速增長的中文消閒雜誌市場。

本集團以總代價16,200,000港元，從TOM集團有限公司收購文化及時事中文週刊《亞洲週刊》的50%股權，收購於二零零六年一月生效。
這項收購令《亞洲週刊》成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隨著控制權易手後，本集團對《亞洲週刊》的業務計劃進行策略性重估，其中特別
針對發行渠道、目標廣告商及市場推廣策略。董事會相信，透過《亞洲週刊》與本集團旗下多份刊物的業務交流及結合，將可產生協同
效益。

二零零四年三月，本集團與Redgate Media Inc.（「Redgate」）訂立協議（「Redgate協議」），將本集團一間經營本集團消閒雜誌業務的附屬
公司Winmax Resources Limited（「Winmax」）的40%股權轉讓予Redgate，換取Redgate以現金代價8,900,000港元轉讓其於Media2U集團的100%
股權予本集團。交易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的公布內披露。Redgate協議的其中一項條件規定，如Media2U集團未
能在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兩個財政年度達到協議內規定的協定除稅前盈利（「除稅前盈利」）目標，Redgate
將會酌情向本集團支付一筆預定現金款項，或削減其於Winmax的持股量。由於Media2U集團未能達到除稅前盈利，為反映根據Redgate
協議出售Winmax部份權益所得代價值可能作出之調整，本集團本年度之綜合收益表內記錄得一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所得之收益28,000,000
港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營業額為1,249,0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80,000,000港元(7%)。營業額增加主要為本集團的廣
告收入增加54,000,000港元 (9%)，以及與旅遊有關的收入亦增加30,000,000港元（8%）所致。增長乃全球整體經濟好轉所帶動，令公司增
加廣告開支，以及消閒或商務旅遊人次較多。

儘管營業額改善，但由於白報紙、工資及經營成本上漲，令本集團毛利與去年處於相同水平。

其他收益包括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從分拆萬華媒體產生的收益33,000,000港元，以及出售Winmax部份權益所得的收益28,000,000港元。

經營開支增加53,000,000港元 (19%)，主要因為市場競爭加劇及工資上漲，導致市場推廣及經營開支上升。本集團在中國大陸發展消閒
雜誌業務，亦令本年度整體經營開支增加。

本年度每股盈利為17港仙，而二零零五年則為1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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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業績回顧－出版業務

出版業務營業額增加6%至829,000,000港元，主要因為本集團廣告收入增加，較去年上升9%。全球經濟轉好《明報》香港及北美版以及本
集團的消閒雜誌均錄得廣告收入增長。儘管營業額有所改善，惟白報紙價格、工資及本集團在中國大陸的消閒雜誌業務發展成本上漲，
令出版業務的分部業績錄得顯著跌幅。

《明報》

本集團旗艦刊物《明報》在本年度面對重大挑戰。一方面，《明報》受惠於香港經濟好轉，加上失業率下降，廣告收入增加，其中以招聘
分類廣告、教育、消費產品及與旅遊有關業務的廣告界別增長最為理想。另一方面，隨著免費報紙冒起、減價戰及生產成本上升，令
經營環境日趨困難。過去一年，白報紙平均價格調高21%，預料升勢仍會持續。為了應付挑戰，《明報》將繼續提升各方面的效率，改
進版面設計的質素，同時加強內容，從而迎合讀者不斷轉變的口味和需要。

《明報》憑藉高水準的新聞報導，一直在報業保持領導地位，同時建立鞏固的讀者群。本年度，《明報》榮獲香港報業公會、亞洲出版業
協會及 Ifra Asia頒發多個備受推崇的新聞報導獎項。

《明報海外版》

受惠於加拿大經濟增長凌厲及樓市暢旺，本集團的多倫多及溫哥華版本年度錄得穩定增長。然而，一份新日報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在多
倫多推出，令當地中文報紙市場競爭更趨激烈。為了吸納讀者及廣告客戶，海外版採取多項進取的市場推廣及宣傳策略，包括出版免
費專題特刊、推出超值廣告套餐及吸引客戶訂閱的措施。全賴雄厚基礎與高成效管理隊伍，本集團的多倫多與溫哥華版均能領先同業，
錄得理想的合併營業額增長，表現持續令人滿意。

紐約及三藩市版本年度亦錄得收入增長。然而，由於白報紙及製作成本上漲，業務尚未達到收支平衡。來年，本集團將採取多項措施，
例如增聘資深行政人員加入管理隊伍，同時精簡業務，務求改善兩份海外版的經營業績。鑒於美國華裔人口眾多，本集團對這兩版的
前景將會一片美好充滿信心。

「明報網站」

隨著網上資訊服務使用率持續上升，本集團互聯網網站「明報網站」的已登記活躍用戶人數已增至超過700,000人，而收入亦錄得穩定增
長。本年度，「明報網站」推出兩個以學生的和年青網絡用戶為對象的網站－「通識網」及「生活消閒網」，新網站推出後反應熱烈。本集
團採納結合《明報》和「明報網站」的跨媒體廣告銷售策略，亦對互聯網收入及經營溢利的凌厲增長作出貢獻。

隨著新一代讀者日漸依賴數碼資訊，以及互聯網貿易日趨普遍，本集團將繼續投資製作更多優質的網上資訊服務，致力鞏固本集團在
互聯網業界的地位。

萬華媒體旗下刊物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萬華媒體及其附屬公司的營業額較上個財政年度增加6%至188,000,000港元，除所得稅後溢利則
減少69%至7,000,000港元。溢利下跌主要因為本集團本年度投放額外資源，在中國內地推廣及宣傳兩本新出版的消閒雜誌《MING青春之
星》及《Rolling Stone音像世界》。隨著加入這兩份新雜誌於現有雜誌組合，將有助萬華媒體在中國大陸的業務提升至新的層面，同時亦
可充份利用為配合未來增長而建立的策略性架構的基礎設施。

目前，萬華媒體正積極在中國大陸及香港物色收購機會，並與其他國際出版商合作，藉此擴充雜誌的組合。

《明報月刊》

今年是《明報月刊》創刊四十週年紀念，為隆重其視，本集團舉辦了多項慶祝活動，包括舉行盛大酒會，以及與浸會大學合辦主題為「價
值中立的文化空間」的論壇。多位顯赫嘉賓與著名作者均有出席盛會。

來年，《明報月刊》將繼續開拓新的分銷渠道，藉此擴充讀者群，並會以香港及中國大陸的學校及大學為主要對象。

《亞洲週刊》

《亞洲週刊》是權威中文時事週刊，以社論精闢見稱。這是一本的國際中文週刊，全面報導經濟及國際時事，訂戶遍及東南亞地區各大
城市。在回顧年度內，《亞洲週刊》舉辦及聯合贊助多個經濟及貿易論壇，備受歡迎。本集團從TOM集團有限公司收購其50%股權後，
《亞洲週刊》已於二零零六年一月成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明報出版社／明窗出版社／明文出版社

為慶祝成立二十週年紀念，本集團出版社重新出版一套愛書者系列，包括《衛斯理故事珍藏版》、二零零五年暢銷書籍《哲道行者》及《心
通識六講》。連同明文出版社（專為有志投身寫作行列的作者出版作品）出版的書籍，年內共有超過一百八十本書籍面世，為本年度收
入帶來雙位數字的增長。

展望未來，本集團出版社將以年青讀者為對象，繼續以多元化的實用及一般趣味性題材，出版優質書本和教育性刊物。

業務分部業績回顧－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翠明假期及Delta Group

本集團的旅遊業務分部營業額及業績較去年分別上升8%及47%，主要由於全球經濟持續增長，帶動商業及消費信心上升，以及消閒及
商務旅遊增加所致。優質服務及多項新增的旅行團行程，亦有助改善這個業務分部的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之旅遊業務在美國的業務增長尤其凌厲，在美國強勁經濟帶動下，本年度營業額增加29%。本集團旗下經營旅行團業務之翠明
假期，設計了多項嶄新的旅行團行程及新觀光景點，同樣有助帶來理想業績。翠明假期除了擅長提供長線旅行團外，亦致力發展多元
化業務，提供多項深受顧客歡迎的遊學團及商務團體旅遊。然而，鑑於工資上升、本地旅行社減價戰加劇以及航空公司提供折扣機票
的競爭，旅遊業務的邊際利潤仍然較為微薄。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集中制訂其他方案，為旅遊人士提供最超值及最優質的服務。除此以外，翠明假期將會投放資源，在增長龐大而
迅速的中國市場發展旅遊業務。公司計劃在華南開設辦事處，並與當地旅行社合作，全力擴充當地市場的佔有率。

展望

全球經濟及廣告市場持續好轉，預料將於未來一年帶動本集團增長。本集團將專注於為廣告商和客戶提供更優質的產品和服務，藉此
擴大我們的市場佔有率和讀者群。另外，鑑於互聯網使用率增長勢不可擋，本集團將繼續發展其刊物的電子版本，並提高其網上業務
收入。我們亦計劃繼續透過萬華媒體投資於中國大陸的業務，以把握當地中文消閒雜誌市場迅速增長的商機。

與此同時，出版行業競爭激烈及成本上漲，也是本集團要克服的挑戰。管理層將繼續評估本集團業務，同時發掘機會，旨在盡量提高
效率和生產力，讓本集團在全球市場保持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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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1,600名僱員（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470名），大部分在香港受聘。本集團付予僱員之
酬金根據業內慣例及個別僱員之表現釐定。本集團並為其高層職員設立購股權計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六年九月四日（星期一）至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東之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
確保享有收取末期股息每普通股4港仙之資格，所有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之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辦理手續。

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及成本主要以港元、加拿大元、美元及人民幣結算，由於港元與人民幣分別與美元及一籃子貨幣掛漖，本集團預期將會
承受之美元及人民幣匯兌風險並不重大。

本集團於加拿大的公司，所有重大交易及成本均以該等公司營運所在地之功能貨幣即加拿大元計算，故並無任何重大的匯兌風險。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於年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其上市股份合共1,201,000股，目的在於提升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購回
之詳情摘要如下：

已購回之 每股回購價
年／月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總回購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五年七月 413,000 1.75 1.60 699,433
二零零五年八月 153,000 1.62 1.58 243,750
二零零五年九月 40,000 1.59 1.57 62,912
二零零五年十月 330,000 1.50 1.40 478,480
二零零六年一月 177,000 1.40 1.33 240,521
二零零六年二月 30,000 1.40 1.38 41,480
二零零六年三月 58,000 1.40 1.35 81,050

1,201,000 1,847,626

所有購回之股份已於年內被註銷，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亦已按購回股份之面值減少。該等購回股份之溢價總額已從股份溢價賬中扣
除，而相等於被註銷股份之面值則由本公司之保留溢利轉撥往股本購回儲備。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日，本公司就有關從TOM集團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Energetic Assets Limited收購Yazhou Zhoukan Holdings
Limited已發行股本50%訂立買賣協議，代價為16,200,000港元。代價以發行及配發本公司12,000,000股普通股償付，每股發行價為1.35港
元。

除上文所披露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公司管治

公司營運是否暢順、有效而具透明度，以及能否吸引投資者、保障股東及權益關涉者的權利以及提高股東價值，箇中關鍵在於卓越的
公司管治。一直以來，本公司對公司管治都極為重視，務求確保本公司可持續發展。

本公司已將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採納為本公司有關企業管治常規之守則。

年內，本公司已遵守該守則所列之守則條文（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者），惟守則條文A.2.1除外，即主席與
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公司董事會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批准及採納有關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備忘及委任張裘昌先生為本公司之行政總
裁。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
確認，彼等年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財務報表之審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聯同管理層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
準則，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承董事會命
張裘昌
董事

香港，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丹斯里拿督張曉卿、張鉅卿先生、張翼卿醫生及張裘昌先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鄧應渝
先生、俞漢度先生及楊岳明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明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