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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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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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六年同年之比較數字如
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1,378,964  �,���,���
已售貨品成本 �  (1,003,970 ) (���,0�� )    

毛利  374,994  ���,�0�
其他收入 �  14,862  ��,���
其他收益淨額 �  7,503  ��,���
銷售及分銷成本 �  (211,250 ) (���,��0 )
行政支出 �  (131,683 ) (���,��� )
其他經營支出 �  (19,378 ) (��,��� )    

經營溢利  35,048  ��,���
融資成本 �  (3,314 ) (�,�0�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0�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1,734  ��,���
所得稅支出 �  (6,469 ) (�,��� )    

年度溢利  25,265  ��,���
    

由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3,705  ��,���
少數股東權益  1,560  �,���    

  25,265  ��,���
    

股息 �  (12,129 ) (��,��0 )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之每股盈利（以港仙呈列）
 －基本 �  6  ��
    

 －攤薄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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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8,835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07,845  ��0,���
 無形資產  67,028  ��,���
 按公平值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7,552  –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  11,028  �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594  �,���    

  362,882  ���,�0�    

流動資產
 存貨  56,862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698  �,���
 按公平值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1,957  �,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  232,544  ���,���
 可收回所得稅  4,697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7,760  �0�,���    

  578,518  ���,�0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0  198,075  ���,��0
 所得稅負債  3,190  ���
 短期銀行貸款  6,711  ��,���
 銀行透支（有抵押）  19,695  �0,�0�
 長期負債之流動部分  6,091  �,���    

  233,762  ���,��0    

流動資產淨值  344,756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07,638  ���,���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443  �0,���
 股份溢價  104,737  �0�,���
 其他儲備  11,256  �,0�0
 保留溢利╱（累計虧損）
 －擬派末期股息  –  ��,���
 －其他  474,987  (��,��� )    

  631,423  ���,��0

少數股東權益  55,382  �0,���    

權益總額  686,805  ���,�0�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6,263  ��,���
 遞延所得稅負債  14,570  ��,���    

  707,6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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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制。此等財務報表已採納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此等綜合財務報表為本集團首次根據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編制之財務報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載列了本集團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作為編制綜合財務報表的
基準時必須遵從的有關程序。本集團需要確立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會計政策，並需要整體上追溯採用該等會計政策，以確定於過渡日期（即二零
零五年四月一日）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之期初資產負債表數字。此項準則提供若干
對該總則之豁免選項，本集團已採納若干之豁免。

管理層於編制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時已採納若干會計、估算及綜合方法以符合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因此，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之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
財務報表已作調整，以反映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差異。由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權益、收益淨額及現金流量帶來重大影響。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常規編制，惟按公平值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及可供出售金
融資產則經重估列值。
　
編制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綜合財務報表須使用若干重要會計估計，同時亦須管理層
在應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過程中作出判斷。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之準則、修訂及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金融工具：披露」（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
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引入了有關金融工具的新披露規定。此項準則對本集團金融工
具的分類和估值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業務分部」（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說明有關公司相關產品及服務業務分部披露，地區經營及主要客戶
資料的地區分部披露要求。本集團已在評估此新準則，但尚未能確定會否對本集團之綜
合財務報表的分類及呈列並無任何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報：資本披露」（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的會計期間生效）。該項修訂引入了新的資本管理披露。此項修訂對本集團綜合財務
報表的分類及呈列構成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範圍」（自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
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規定凡涉及發行權益工
具的交易－當中所收取的可識別代價低於所發行權益工具的公平值－必須確定其是否屬
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範圍內。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
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重新評估內含式衍生工具」（自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規定當實體首次成為合約
的一方，必須評估該合約中的內含式衍生工具是否需要與該主合約分開處理，並確認為
衍生工具。此項準則禁止進行後期重新評估，除非合約條款有變導致合約原有的現金流
量發生重大改變，重估才需要進行。由於本集團並沒有更改有關合同的條款，國際財務
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有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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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0「中期財務報告和減值」（自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0禁止將已於中期期間確
認對按成本值列賬的商譽、權益工具的投資和金融資產投資的減值虧損在之後的資產負
債表日撥回。本集團將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應用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0，但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有任何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自二
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規
定當企業獲取貨物或服務，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方式作支付時，該支付應作為以權益
結算的股份支付交易，而不管如何獲取所需的權益工具。同時，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還提供了指引，當貨物或服務的提供方獲取企業控股公司之權益工具作為代
價時，應該如何以現金或權益結算方式記錄於企業的財務報表中。預期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詮釋��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不會構成重大影響；及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特許服務安排」（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會計期間生效）。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提供了指引，說明公共服務特許
私營的會計處理。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公共服務特許私營之安排，故此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詮釋��與本集團的營運無關。

2.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包括出版中文報章、期刊與書籍及提供旅遊及與旅遊有關之服務之收入。本年度
確認之營業額及其他收入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680,159  ��0,�0�
 報章、期刊及書籍之銷售額，經扣除貿易折扣及退貨 200,275  ���,���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之業務收入 494,755  ���,���
 旅遊代理佣金收入 3,775  �,���   

 1,378,964  �,���,���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0,922  �,��0
 租金及樓宇管理收入 793  ���
 股息收入 80  ��
 特許權費及版權收入 1,214  �,���
 白報紙廢料銷售 1,853  �,���   

 14,862  ��,���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總額 1,393,8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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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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及與旅遊
 出版業  有關之服務  對銷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880,434  498,530  –  1,378,964
       

分部業績 25,975  (294 ) –  25,681
     

利息收入       10,922
未能作出分部的費用淨額       (1,555 )       

經營溢利       35,048
融資成本       (3,314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1,734
所得稅支出       (6,469 )       

年度溢利       25,265
       

分部資產 812,546  60,813  (24,903 ) 848,456
未能作出分部的資產       92,944       

總資產       941,400
       

分部負債 (192,846 ) (57,354 ) 24,903  (225,297 )
未能作出分部的負債       (29,298 )       

總負債       (254,595 )
       

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資本開支 19,113  842  –  19,955
折舊 25,699  755  –  26,454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之攤銷 2,712  –  –  2,712
無形資產攤銷 2,105  –  –  2,105
其他非現金開支淨額 1,096  (149 ) –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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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及與旅遊
 出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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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分部業績 ��,���  �,���  –  ��,���
     

利息收入       �,��0
其他收益       �0,���
未能作出分部的費用淨額       (�,��� )       

經營溢利       ��,���
融資成本       (�,�0�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0� )       

除所得稅前溢利       ��,���
所得稅支出       (�,��� )       

年度溢利       ��,���
       

分部資產 ���,0��  ��,���  (��,�0� ) ���,���
未能作出分部的資產       ���,���       

總資產       ���,�0�
       

分部負債 (���,��0 ) (��,��� ) ��,�0�  (���,��� )
未能作出分部的負債       (��,��0 )       

總負債       (���,��� )
       

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資本開支 ��,0��  ��0  –  ��,���
於無形資產之資本開支 ��,���  –  –  ��,���
折舊 ��,���  ���  –  ��,��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之攤銷 �,���  –  –  �,���
無形資產攤銷 ���  –  –  ���
其他非現金開支淨額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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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報告格式－地區分部

 香港  北美洲  中國大陸  對銷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851,024  471,265  56,675  –  1,378,964
         

分部業績 74,757  (21,953 ) (16,171 ) –  36,633
       

利息收入         10,922
未能作出分部的費用淨額         (12,507 )         

經營溢利         35,048
         

分部資產 886,045  138,086  212,543  (388,218 ) 848,456
未能作出分部的資產         92,944         

總資產         941,400
         

分部負債 (139,380 ) (349,094 ) (125,041 ) 388,218  (225,297 )
未能作出分部的負債         (29,298 )         

總負債         (254,595 )
         

於物業、廠房及設施
 之資本開支 14,647  3,669  1,639  –  19,955



– � –

 香港  北美洲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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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0�  ���,���  ��,��0  –  �,���,���
         

分部業績 ��,0��  (��,��� ) (��,��� ) –  ��,���
       

利息收入         �,��0
其他收益         �0,���
未能作出分部的費用淨額         (�,��� )         

經營溢利         ��,���
         

分部資產 ���,00�  ���,0��  ���,00�  (���,��� ) ���,���
未能作出分部的資產         ���,���         

總資產         ���,�0�
         

分部負債 (���,��� ) (���,��� ) (���,�0� ) ���,���  (���,��� )
未能作出分部的負債         (��,��0 )         

總負債         (���,��� )
         

於物業、廠房及設施
 之資本開支 �,���  �,���  �,�0�  –  ��,���
於無形資產
 之資本開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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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性質分類的開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4,268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撥備餘額撥回） 94  (�� )
使用的原材料及消耗品 245,649  ��0,���
折舊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施 25,272  ��,���
 租賃物業、廠房及設施 1,182  �,�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2,712  �,���
無形資產攤銷 2,105  ���
僱員褔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 370,959  ���,���
經營租賃開支  
 土地及樓宇 13,151  ��,���
 機器 182  ���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348  �,���
呆壞存貨撥備 59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施之虧損淨額 12  ��
其他開支 699,748  ���,���   

 1,366,281  �,���,���
   

4. 其他收益淨額

其他收益淨額包括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8 ) �,���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虧損）╱收益 (365 ) ���
被視為出售附屬公司部分權益之收益（附註a） –  ��,�0�
出售附屬公司部分權益之收益（附註b） –  ��,���
其他 7,886  �,���   
  
 7,503  ��,���

   

附註：

(a) 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本集團附屬公司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萬華媒體」）
以發行新普通股之方式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買賣。本集團因此確
認一筆被視為出售附屬公司部分權益之收益為數��,�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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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零零四年三月，本集團與Redgate Media Inc. （「Redgate」）訂立協議（「Redgate協
議」），將一間經營本集團消閒生活雜誌業務的附屬公司Winmax Resources Limited
（「Winmax」）的�0%股權轉讓予Redgate，換取Redgate以現金代價�,���,000港元
及轉讓其於Media�U集團的�00%股權予本集團。交易詳情已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九
日的本公司公布內披露。Redgate協議的其中一項條件規定，如Media�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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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達到協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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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減低其於Winmax的持股量。由於Media�U集團未能達到除稅
前盈利，為反映根據Redgate協議出售Winmax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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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出售附屬公司部分權益所得之收益
��,���,000港元。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2,901  �,���
毋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  ���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413  ���   
  
 3,3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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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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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支出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6,806  �,���
 過往年度準備餘額撥回 (43 ) (��� )
  
海外稅項  
 本年度 5,944  �,00�
 過往年度準備餘額撥回 (135 ) (��� )
  
遞延所得稅 (6,103 ) (�,��� )   
  
 6,4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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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中期股息每普通股�港仙（二零零六年：�港仙） 12,129  ��,�0�
擬派末期股息－不派發股息（二零零六年：
 每普通股�港仙，已派）（附註） –  ��,���   
  
 12,129  ��,��0

   

附註：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六年：每普
通股�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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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
��,���,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0�,���,���股（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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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港元（二零零六
年：��,���,000港元）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0�,���,0��股（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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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賬款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淨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115,061  �0�,0��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48,084  ��,���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14,332  ��,���
一百八十日以上 8,340  �,���   

 185,817  ���,���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七日至一百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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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付賬款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65,317  ��,���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4,892  �,0�0
一百二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1,136  �,���
一百八十日以上 2,063  ���   

 73,408  ��,���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概要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營業額 1,378,964  �,���,���  +�0
毛利 374,994  ���,�0�  +��
經營溢利 35,048  ��,���  –��
經營溢利（一次性收益除外） 35,048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3,705  ��,���  –��
每股基本盈利 6港仙  ��港仙  –��港仙

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較去年增長��0,���,000港元或�0%，增長乃主要由於廣告收入及
本集團旅遊業務收入上升。毛利亦按接近比率上升，增加��%至���,���,000港元。本
年度經營溢利為��,0��,000港元，較去年之��,���,000港元下降��%，本公司權益持有
人應佔本集團的本年度溢利為��,�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000港元），而每
股盈利則為�港仙（二零零六年︰ ��港仙）。

上年度的經營溢利包括出售本集團於萬華媒體部分股權而獲得的一次性收益
�0,���,000港元。倘不計該收益的影響，本集團來自一般業務的經營溢利將由
��,���,000港元增加��%至��,0��,000港元，而本年度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將
由�,���,000港元增加�0�%至��,�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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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兩間具領導地位的華語報業出版集團星洲媒體
集團有限公司（「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控股有限公司（「南洋報業」）就一項建議合併
（「建議合併」）訂立合併協議。待建議合併完成後，合併後的集團將為首間同時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公司。建議合併的詳情載
於寄發予本公司股東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六月九日之通函內。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七
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建議合併已獲本公司股東正式通過。

分部回顧

出版業務

香港

年內，香港出版業務（包括《明報》、《明報周刊》和其他刊物）的營業額增長�%至
���,���,000港元。倘不包括去年出售萬華媒體部分權益的一次性收入，本分部於回顧
期間內的經營溢利將增加�%至��,���,000港元。

年內，本集團繼續提升其香港旗艦報章《明報》的內容，並改革分類廣告版，以配合蓬
勃的求職及房地產市場。鑑於股票市場交投暢旺，本集團亦加強財經新聞的內容，並
成立「明報理財會」，該會自成立後短短數月內已有逾�00,000名會員登記。本集團亦
舉辦更多專題活動，以切合客戶要求讀者反應的市場推廣策略。儘管香港報業市場的
競爭仍然激烈，《明報》的發行量保持穩定，再一次肯定《明報》於香港的領導地位。

明報網站的瀏覽量於年內持續增長，而網站現時的活躍登記用戶數目已接近�00,000。
除一般即時新聞外，明報網站亦為讀者提供健康、教育及求職等多個範疇的資訊。明
報網站漸受廣告客戶所歡迎，帶動本集團來自廣告銷售、內容銷售及服務訂購的收入
得以增加。本集團採納結合《明報》及明報網站的跨媒體廣告銷售策略，使互聯網收入
及經營溢利均取得滿意增長。

本集團的重頭娛樂╱名人╱時裝雜誌《明報周刊》，錄得自創刊三十九年以來的最高廣
告收入。於本雜誌精裝版推出一年後，精裝版及原裝版均取得穩定銷量，深信定能取
得空前成功。《明報周刊》連續五年獲亞洲出版業協會頒發多個獎項，足證其出眾的編
輯質素獲得同業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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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本集團推出《Hi–Tech Weekly》的eMag版，讓熟悉網絡的讀者
可於互聯網上訂閱該雜誌的純數碼版本。預期這種嶄新模式既可讓本集團接觸更廣泛
的讀者層，同時也招徠更多廣告客戶。

本集團透過向TOM 集團有限公司購回《亞洲週刊》的�0%股本權益，自二零零六年一
月一日起已將《亞洲週刊》變成為由本集團全資擁有的刊物。《亞洲週刊》的業績持續得
到改善，並得到越來越多學術界人士認同。

《明報月刊》於本年度邁進第�0個年頭，其優質刊物的地位一直備受尊崇。年內，本集
團廣邀備受推崇的作家為雜誌撰寫文章。《明報月刊》一篇《「九一一」後的華埠居民之
聲》的文章獲美國紐約獨立媒體協會二零零六年度新聞獎「最佳調查╱最深入報道」第
一名。

年內，本集團的出版社明報出版社推出超過��0本新書，其中包括「二零零六年香港書
展推介好書」所介紹的暢銷書籍，並栽培多名具實力的新進作家，以迎合年青讀者的
口味。本集團將繼續出版高質叢書，並為目標年輕讀者編撰一系列實用與趣味性兼備
的教育刊物。

北美洲

北美洲出版業務的收入取得約�%的改善，乃主要由於加拿大市場的收入增長所致。藉
著採取多項積極的市場推廣策略，包括出版免費專題特刊、推出優惠廣告套餐和多項
發行銷售推廣策略，加拿大版能領先同業，錄得理想的綜合營業額增長，維持令人鼓
舞的表現。此外，加拿大之強勁經濟亦帶動營業額向上增長。加拿大經濟強勁，廣告
客戶之廣告消費隨之增加，明報兩份加拿大版繼續佔據龐大的市場佔有率。鑑於美國
當地市場競爭激烈，令本集團於美國的出版業務收益下跌��%。然而，由於美國業務
自二零零六年四月起進行重組，令經營業績仍能保持於去年的同一水平。管理層將繼
續密切監察美國業務的表現。

中國（透過萬華媒體）

年內，萬華媒體之附屬公司於中國內地從事雜誌廣告位銷售及為雜誌提供內容，
該等雜誌包括《Popular Science科技新時代》、《T�科技新時代》、《Top Gear汽車測
試報告》、《MING明日風尚》及《Rolling Stone音樂時空》。上述雜誌營業額合共約
��,���,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由於《MING明日風尚》及《Rolling Stone音樂
時空》的起始成本，加上科技刊物出版業務競爭加劇，導致萬華媒體之中國業務於年
內錄得經營虧損��,���,000港元（二零零六年︰ ��,���,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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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Gear汽車測試報告》及《MING明日風尚》的廣告及銷量收入均取得滿意增長，但
《T�科技新時代》及《Rolling Stone音樂時空》則未能取得同樣佳績。本集團因而作出艱
難的商業決定，終止經營該兩本雜誌。預期上述決定可令整體盈利能力上升，並可同
時騰出資源進一步專注於發展現有雜誌，以及為萬華媒體的雜誌組合添加新成員。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年內，本集團旅遊公司翠明假期及Delta Group的收入均錄得滿意增長，上升約��%，
合共達���,��0,000港元。其所提供嶄新的旅行團行程及新觀光景點均取得成功。翠明
假期除了提供深具口碑的長線旅行團外，並致力發展多元化業務，提供多項遊學團及
商務團體旅遊，這些項目亦深受旅客歡迎，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旅行團收入。年內新
推出以海外華人到中國內地旅遊為目標市場的旅行團，深受市場歡迎，並將成為日後
的重點市場推廣項目。

然而，除工資上升外，旅遊業務亦面對團費成本上升的壓力，上升主要因為外幣（尤
其為歐羅）升值所致，使經營利潤在營業額得到改善的情況下仍告下降。

社區服務

校園活動

《明報》於一九九七年成立「校園記者計劃」，至今已踏入第十個年頭。計劃為學生提供
有關新聞工作的基本知識及技巧的實際訓練，並獲得本地中學及教師的認同及嘉許為
最具教育意義的學生課外活動之一。

讀者捐款

今年是《明報》第四年聯同本地多個教育團體協辦「廣東省偏遠地區育苗助學計劃」，以
支持廣東省偏遠及貧窮地區的教育發展工作。計劃本年度籌得約�,�00,000港元，分別
捐贈予十間山區學校。

展望

管理層相信，隨著全球經濟改善，加上廣告市場蓬勃，將有利本集團來年的增長。此
外，本集團將繼續增強屬下刊物的內容，以及提升版面設計質素，以迎合讀者多變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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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致力為廣告商及客戶提供更優質的產品及服務，藉以擴大市場佔有率和
讀者群。鑑於中國內地市場具有龐大潛力，加上當地的消閒生活雜誌市場仍處於發展
初期，本集團擬專注於提供中國內地市場的特別內容。

待本集團與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的建議合併完成後，初步將有�份報章分��個版本於
北美、東南亞及大中華地區發行，本集團會將的供應能力將由印刷模式加強及擴展至
其他多媒體模式。

建議合併僅為一個開始，本集團將藉此打入全球不同華語社區、提供更廣泛的服務，
以及利用集寫作、音訊及視像記錄於一身的趨勢，發掘能迎合新一代讀者口味的新出
版形式來提供高質素華語內容。

管理層相信，透過有效利用經擴大集團的資源及網絡，加上合併平台所產生最大的營
運協同效益，以及各自的獨有競爭優勢互相支持下，合併後的集團的盈利能力將可提
高。

僱員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0名僱員（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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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經營國際業務，須承受不同貨幣所產生的外匯風險，主要為與人民幣、美元及
加拿大元有關的風險。外匯風險來自海外業務的未來商業交易、資產及負債確認及投
資淨額。

由本集團業務淨資產所產生之匯率波動(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美國及加拿大)主要以經
營以相關外幣結算之負債應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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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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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回購價
年╱月 已購回之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總回購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六年四月 �0,000 �.�0 �.�� ��,��0
二零零六年五月 �0,000 �.�� �.�� ��,��0
二零零六年七月 ���,000 �.�� �.�� ��0,���
二零零六年八月 ���,000 �.�� �.�� ���,00�
二零零六年九月 ���,000 �.�0 �.�� ���,��0
二零零六年十月 ��,000 �.�� �.�� ���,�0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000 �.�� �.�� ��,��0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000 �.�0 �.�0 �,�00    

 ���,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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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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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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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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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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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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月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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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