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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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布

明報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735,511 660,868

已售貨品成本 (543,810) (484,722)

毛利 191,701 176,146

其他收益 6,188 3,360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5,972) (90,818)

行政支出 (68,196) (63,862)

其他經營支出淨額 (4,889) (361)

經營溢利 4 18,832 24,465

融資成本 5 (1,979) (1,36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2,114)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853 20,987

所得稅支出 6 (1,759) (4,660)

半年度溢利 15,094 16,327

由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6,265 15,222
少數股東權益 (1,171) 1,105

15,094 16,32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之每股盈利（以港仙呈列）

　－基本 7 4.0仙 3.9仙

　－攤薄 7 4.0仙 3.9仙

股息 8 (28,314) (2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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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施 164,828 163,831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09,201 110,557
　無形資產 68,081 69,133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 15,677 15,104
　遞延所得稅資產 4,323 671

362,110 359,296

流動資產
　存貨 64,912 53,12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698 4,698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1,884 2,08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9 242,861 238,784
　遞延所得稅資產 4,876 3,521
　可收回所得稅 8,219 6,476
　銀行結存及現金 264,907 308,933

592,357 617,62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200,864 183,430
　所得稅負債 4,118 633
　短期銀行貸款 3,564 18,964
　銀行透支（有抵押） 23,156 20,906
　長期負債之流動部分 4,664 5,227
　遞延所得稅負債 1,525 878

237,891 230,038

流動資產淨值 354,466 387,58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16,576 746,879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441 40,522
　儲備 595,229 593,651

635,670 634,173

少數股東權益 51,953 81,387

權益總額 687,623 715,560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16,014 17,926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939 13,393

716,576 74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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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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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規定而編製。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須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

編製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

採用者一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一系列的新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並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

間生效。本集團已對此等新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進行評估，並認為其對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並未構成重大

影響。

3 分部資料

主要報告格式－業務分部

本集團本期之營業額及業績按業務分部之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出版業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35,737 399,255 299,774 261,613 735,511 660,868

分部業績 7,270 15,624 6,570 6,524 13,840 22,148

利息收入 5,888 3,021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896) (704)

經營溢利 18,832 2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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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報告格式－地區分部

本集團之兩項業務在以下三個主要地區經營：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分部業績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34,032 393,478 34,937 36,408

北美洲 272,037 250,019 (7,168) (5,552)

中國大陸 29,442 17,371 (7,388) (4,332)

735,511 660,868 20,381 26,524

利息收入 5,888 3,021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7,437) (5,080)

經營溢利 18,832 24,465

附註：一附屬集團於本期產生之企業開支列作為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據此，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

符合本期之呈列方式。

4 經營溢利

期內之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100,369 90,612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356 1,356

無形資產攤銷 1,052 －

折舊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施 12,235 12,019

　－租賃物業、廠房及設施 734 881

僱員福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 186,750 175,261

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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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5 1,092

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264 272

1,979 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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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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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估計應課稅溢利依本集團經營業務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期 3,868 4,806

　－過往年度撥備餘額撥回 － (52)

海外稅項

　－本期 2,847 144

　－過往年度撥備餘額撥回 (141) (366)

遞延所得稅（計入）／支出 (4,815) 128

1,759 4,660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之本集團未經審核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16,265,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15,222,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404,969,617股（二零零五年：394,220,639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則按405,011,191股（二零零五年：394,513,593股）普通股計算，即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股數，加上假設尚未被行使之購股權皆獲行使而由此發行被視作為無償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41,574股（二零零五年：292,954股）計算。

8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末期股息每普通股4港仙（二零零五年︰4港仙） 16,185 15,761

宣派中期股息每普通股3港仙（二零零五年︰3港仙，已派） 12,129 11,805

28,314 27,566

董事會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每普通股3港仙（二零零五年：3港仙），上述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派發

予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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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包括貿易應收賬款，按其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120,355 106,057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45,641 44,164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23,097 15,895

一百八十日以上 5,718 7,319

194,811 173,435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七日至九十日。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包括貿易應付賬款，按其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77,909 57,114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6,332 6,050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2,038 2,985

一百八十日以上 2,498 428

88,777 66,577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概覽

於回顧期內的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較二零零五年同期為佳，綜合營業額上升11%至

735,511,000港元。香港《明報》於九月改版後，備受讀者及廣告客戶讚譽，而招聘分類版

「JUMP」亦對營業額增長作出貢獻。另一方面，加拿大版透過不同的推廣策略，除提升讀者

人數，亦令廣告收入錄得可觀增長。雖然多倫多近期出現第三份中文報章，同業價格競爭

亦日趨激烈，但《明報》多倫多版仍能保持其市場佔有率，再次肯定我們北美洲版的領導地

位，是一份以優質內容取勝的報章。集團旅遊業務亦表現出色，營業額錄得雙位數字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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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香港經濟蓬勃，但勞工市場短缺和商品需求殷切，導致經營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

13%，當中包括印刷、白報紙及工資成本等開支。同時，本集團亦投放大量資源以開拓及發

展由萬華媒體集團經營的雜誌業務，半年度溢利因而下跌7.6%至15,094,000港元，每股盈利

為4港仙。

報章業務

《明報》

雖然營運環境競爭激烈，香港《明報》繼續獲得讀者的忠心支持。於回顧期內，香港《明報》

的版面設計進行全面革新，並於九月以新面目示人。我們加強了「財富與健康」版的內容並

邀請知名專欄作家投稿，報章內容更加精益求精。改版後的《明報》廣受讀者歡迎，發行量

上升，有關增幅可見於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即將發布的數據。加強內容後的財經版除吸引

讀者閱覽外，新闢以財富及理財計劃為題的專輯，更開拓了以項目贊助為模式與金融企業

合作的新商機。

香港報章的整體廣告量及讀者人數均有所增加，惟部分增長被新推出的免費報章所吸納。

於回顧期內，《明報》的廣告銷售持續穩定，顯示免費報章的影響已漸漸緩和。

由於白報紙成本和工資上漲，加上為應付日益加劇的行業競爭而增加的推廣開支，經營成

本於回顧期內上升，盈利亦因而下降。

《明報》海外版

《明報》海外版於回顧期內表現令人滿意，全賴各海外版不斷改進版面及內容，以及積極加

強市場推廣、拓展廣告業務和增加讀者人數所致。

多倫多及溫哥華兩份海外版於上半年表現理想，營業額取得14%增長，編採和廣告版面比例

平均達50:50。由於成本控制措施得宜，即使工資和白報紙成本上升，整體開支仍有下降。

面對業內競爭加劇，多倫多版仍能保持其市場佔有率，可見讀者對《明報》的忠誠，亦顯示

《明報》的品牌強大及內容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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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四月改組美洲版營運架構，期內並實施多項控制成本措施，於回顧期

後段已漸見成效，預期業績在下半年會進一步改善。

「明報網站」

「明報網站」廣受用戶歡迎，自二零零六年四月加入四個《明報》海外版網頁後，更擴闊其用

戶層面，尤其吸納不少海外華人用戶；由喜愛網上瀏覽的學生以至逐漸掌握電腦技巧的長

者，整體閱覽人數不斷上升。憑著《明報》的編採實力，我們亦重新推出財經網頁，內容包

括更多個人理財及中小企資訊，以爭取目標市場。為配合市場特定需要，我們亦革新教育

網頁，豐富有關通識及英語方面的內容，並建立網絡社群以進一步開拓商機。「明報網站」

的整體收入增加了4%，登記用戶亦穩步上升。本集團將繼續結合《明報》報章內容以加強網

上資訊，同時營造交叉廣告銷售機會，以擴闊「明報網站」的業務及增加廣告收入。

雜誌及出版業務

《亞洲週刊》

本集團現時擁有《亞洲週刊》100%權益，並將集中加強雜誌內容及開拓之前未涉足的市場。

《亞洲週刊》於回顧期內業務表現平穩，廣告銷售額錄得14%增長，經營業績有所改善，與

管理層預期相若。

萬華媒體集團

本集團旗下的上市公司萬華媒體集團（「萬華媒體」）錄得綜合營業額103,281,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上升20%。這主要是由於萬華媒體的新雜誌業務漸見成果，廣告收入及發行量均見上

升所致。由於萬華媒體仍在建立其出版組合的投資階段，於期內錄得3,401,000港元的半年

度虧損。萬華媒體為獲取市場佔有率及紮穩根基，期內投入額外資源於基建和人力資源方

面，致使業績稍遜。然而，新雜誌在國內市場已站穩陣腳，並帶來令人滿意的收益，日後

於發行量及廣告方面必有更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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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周刊》同時出版小報尺寸排印的「原裝版」及「精裝版」，這策略已見成效，兩者收入皆

有上升。另一方面，《MING明日風尚》於國內推出僅九個月已成為流行的消閒生活雜誌品

牌。國際知名雜誌《Rolling Stone音樂時空》在中國的發展已進入令人振奮的階段，因為萬

華媒體已和其新出版夥伴建立穩固的合作關係，預期這份雜誌會成為萬華媒體主要增長動

力之一。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本集團的旅遊代理業務收益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仍錄得15%的穩健增長。雖然經營成本上

升，但這業務分部於回顧期間仍能維持穩定業績。展望將來，由於海外華人前往中國內地

旅遊的人數不斷增加，翠明假期將會專注發展中國旅遊路線以吸引更多旅客，預計來自這

方面的收入將會上升。

展望

預期香港的良好經濟形勢，將持續至本財政年度下半年及二零零七年。經濟環境向好，加

上我們的管理層靈活有度，集團未來將取得更佳業績。另一方面，本集團在保持高質素內

容的同時，亦將繼續尋求創新市場推廣策略和模式，令讀者和廣告客戶一同受惠。

本集團的加拿大版因當地經濟強勁料將繼續有滿意增長，而預期美洲版經重整營運架構及

嚴控成本後，業績將會改善。

憑著資深的團隊及穩固的基礎，包括《亞洲週刊》及萬華媒體在內的雜誌及出版業務之收入

預期亦會有增長。

資本性開支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施之資本性開支合計

11,95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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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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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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354,46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

一日：387,583,000港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為635,67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634,173,000港元）。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承擔合共41,944,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57,569,000港元），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貸款總額佔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

益之比率）為0.066（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0.091）。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庫存現金為264,907,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308,933,000港元），扣除銀行貸款總額後，現金淨值為222,96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251,364,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於期內，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其上市股份合共81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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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購回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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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四月 40,000 1.40 1.39 55,850

二零零六年五月 30,000 1.38 1.33 41,320

二零零六年七月 268,000 1.38 1.32 360,598

二零零六年八月 297,000 1.43 1.35 413,009

二零零六年九月 177,000 1.40 1.35 243,870

812,000 1,114,647

所有購回之股份已於期內被註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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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

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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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二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七年一月八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在

內）暫停辦理股東之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享有收取中期股息每普通股3港仙之資格，

所有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之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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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1,550名僱員（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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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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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採納為

本公司有關企業管治常規之守則。

在回顧期間，本公司已遵守該守則所列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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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期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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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之審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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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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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明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