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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PAO ENTERPRISE CORPORATION LIMITED

明報企業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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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綜合業績如下︰

經重列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 1,090,537 1,044,155
銷售成本 (782,386) (771,723)

毛利 308,151 272,432
其他收益 4,839 10,164
銷售及分銷支出 (138,522) (148,524)
行政支出 (112,587) (113,689)
其他經營支出 (8,095) (8,872)

經營溢利 2 53,786 11,511
融資成本 3 (2,286) (6,95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7,622) (5,840)

除稅前溢利／（虧損） 43,878 (1,283)
稅項 4 (12,847) (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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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後溢利／（虧損） 31,031 (6,315)
少數股東權益 227 2,383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31,258 (3,932)

股息 5 (19,617) (15,694)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6 8仙 (1仙)

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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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業績按業務分部及地區
分部之分析如下︰

營業額 分部業績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業務分部：
出版業 685,962 695,859 57,236 28,775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383,217 300,186 (1,816 ) (486 )
互聯網業務（附註） 21,358 48,110 (858 ) (22,868 )

1,090,537 1,044,155 54,562 5,421

利息收入 3,171 7,307
未能作出分部的費用 (3,947 ) (1,217 )

經營溢利 53,786 11,511
融資成本 (2,286 ) (6,954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7,622 ) (5,840 )

除稅前溢利／（虧損） 43,878 (1,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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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互聯網業務包括透過本集團各入門網站提供廣告、內容供應及與旅
遊有關之服務。

營業額 分部業績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地區分部：
香港 697,442 713,250 61,232 23,846
加拿大 241,401 210,439 8,450 4,451
美國 138,891 102,378 (10,530 ) (18,535 )
中國大陸 12,803 18,088 (4,590 ) (4,341 )

1,090,537 1,044,155 54,562 5,421

利息收入 3,171 7,307
未能作出分部的費用 (3,947 ) (1,217 )

經營溢利 53,786 11,511
融資成本 (2,286 ) (6,954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7,622 ) (5,840 )

除稅前溢利／（虧損） 43,878 (1,283 )

2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34,18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35,504,000港元）之
折舊。

3 融資成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1,978 6,458
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308 496

2,286 6,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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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二零零二年：16%）
計算。海外溢利之稅款，則按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依本集團
經營業務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綜合損益表之稅項支出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10,449 2,413
-往年度（準備餘額撥回）／準備不足 (466) 2,080

海外稅項
-本年度 2,864 703
-往年度準備餘額撥回 － (164)

12,847 5,032

5 股息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2港仙 7,847 7,847
（二零零二年：2港仙）
擬派末期股息每普通股3港仙 11,770 7,847
（二零零二年：2港仙）

19,617 15,694

6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之股東應佔溢利31,258,000港元（二零
零二年：虧損3,932,000港元，經重列）及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
均股數392,345,000股（二零零二年  ：392,345,000股）而計算。

由於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有反攤
薄影響，故並無在此呈列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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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較數字

在本年度內由於採用了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新的及經修訂之
會計實務準則，若干比較數字已重列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

業務回顧
整體業務

本集團經歷了充滿挑戰考驗但有成績的一年。挑戰源於全球
經濟年內持續疲弱，本集團的出版及旅遊業務備受負面影響，
但我們卻於逆境中成功創出較去年度更佳的營運業績。本集
團在回顧年度的營業額雖然只是比上年度略有增加，結合十
一億港元，但業績卻大為改善，由去年度虧損三百九十萬港
元，提升至盈利三千一百三十萬港元。這個令人振奮的成果，
有賴本集團之管理層能勇於革新及其傑出的管理能力，從而
提升了本集團的生產力及經營效益。

出版業務

由於本地經濟疲弱且不明朗，不少廣告客戶收緊廣告宣傳經
費，及採用更進取的新推廣策略去宣傳產品。本集團為提高
競爭力，也相應推出更多增值服務及構思嶄新的宣傳方案，
以配合廣告客戶不斷改變的需求。這些為不同客戶而訂立的
全面推廣方案，備受廣告客戶接納，在市場上口碑載道。

明報一如既往，堅守高質素新聞報道，於本港及國際各項社
會、政治及財經事件上，為讀者提供權威的報道和分析。新
近明報就伊拉克戰爭及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事
件作出快捷而精闢的報道，備受讀者稱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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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顧年度內，明報致力增強教育版的內容，為學生、家長
及教師提供了更多詳盡的報道及具參考價值的資訊。此外，
明報也出版了一系列的新書，為學生提供適切及全面的資料，
以協助他們在本地及往海外升學作好準備，近期的《考言考語》
及《升中選校全攻略》就廣受各界歡迎。自二零零三年二月開
始，《星期日明報》全面改版，增添了多個版面及專欄，讀者
反應甚好，成績令人鼓舞。

明報在回顧年度的經營溢利錄得三倍的增幅，這除了是基於
備受讚賞的報道內容及進取的市務策略外，白報紙價格下降，
以及各營運部門有效控制成本，亦有助明報取得本年度的良
好業績。

在回顧年度內，明報兩份加拿大版表現同樣出色，其綜合營
業額增加了7%，而經營溢利更大幅增加了83%；明報美東版
的業務也有明顯改善，年內營運業績比管理層所預期為佳。

本集團在二零零二年初成立極富創意的明文出版社，為具潛
質的作者出版書籍。這計劃廣受歡迎，證實為一成功的新嘗
試，並為本集團帶來經營收益。

本集團向來視了解讀者的想法，維持相互緊密的聯繫為優先
考慮事項，只有這樣才可使銷售量保持增長。為探求讀者所
需所想，本集團借助了專業市場研究方法，邀請讀者作深入
座談，就本集團各出版刊物的內容及改善之策，廣泛徵詢意
見，進而制定相應策略回應讀者的口味、需求及喜好。

明報的優質新聞報道，一再贏得知名傳媒機構的認同。年內
明報再次獲得多個新聞獎項，包括：最近於亞洲出版業協會
主辦的2003年傑出編輯獎中獲頒十個獎項，其中包括「亞洲最
佳中文報章」獎、「亞洲最佳中文新聞報道」獎及「亞洲最佳中
文財經新聞報道」獎；由香港報業公會頒發的十個獎項；及第
八屆人權新聞獎中十個獎項。這份努力及勤奮獲得業界認同，
我們深感自豪及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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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務

本集團分別在香港及北美經營旅遊業務的翠明假期及Delta Group
經積極推出多元化而優惠的旅遊團及訂票的服務，業務均有
顯著改善。可是，二零零三年三月發生伊拉克戰爭，兩者業
務隨即受到打擊；而翠明假期的生意，也因為香港隨後爆發
SARS疫症而進一步受到拖累。

互聯網業務

本集團旗艦網站Mingpao.com在回顧年度內進一步整固，以達
至更具成本效益的經營模式。網站瀏覽人數穩健增長，每月
已超逾四百萬人次。在二零零三年二月，網站成功為其新聞
資料庫推出了一個訂閱計劃，訂閱者可從網站搜尋自一九九
八年至今的明報資料。直至二零零三年六月底，訂閱人數已
超逾二千五百人，其中七成半更登記成為一年訂戶。隨著科
技不斷進步，及電子科技逐漸廣為認受，Mingpao.com已作好
準備，拓展電子商貿業務及入門網站服務。管理層預計網站
可在二零零三年年底達至收支平衡。

社會公益事務

本集團繼續以協助社會弱勢人士為任，年內積極參與多項社
會公益事務，其中包括新近的「茁壯行動」，所籌款項成立的
教育基金，乃專為受到SARS事件影響的兒童提供緊急經濟援
助。這項與香港演藝人協會合辦的計劃，已舉辦多項籌款活
動，包括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由眾星參與的「1:99音樂會」。
這項活動獲得廣大市民熱心支持，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認捐及實收善款數目已逾一千三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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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訴訟

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本公司獲法庭判決可向King
Corporation Limited（「KCL」）（前稱智才有限公司）追討其擔保
的一筆約一億八千六百萬港元的欠款。KCL其後在二零零三
年三月二十六日由法庭宣判執行清盤，本公司已就KCL的清
盤將債權證明送交法院，並積極探求其他追回欠款的方案。

展望
香港在這數個月受到SARS困擾，零售及旅遊業均停滯不前，
幸好最近各行業已有復甦跡象，預計市民消費能力將會逐步
溫和地增長。即使這樣，本集團相信未來數月仍會面對各項
挑戰及反覆不定的經濟狀況。然而，本集團具備穩健的財務
基礎，當市況回穩，業務將可作相應配合，同時，我們亦將
繼續致力提高營運效率，發揮集團效力及開拓新的投資商機。

財務狀況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股東權益為605,833,000港
元（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588,022,000港元，經重列）；長
期負債合共8,33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9,973,000
港元）；資本負債比率則為1.38%（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70%，經重列）。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持續穩健，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庫存現金為 179,82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60,535,000港元），較上年結算時增加12%，而未償還的銀行
貸款則合共49,309,000港元（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84,032,000
港元），較去年減少41%。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
屬公司於年內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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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1,350名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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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常規，
並商討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㶅報等事宜。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業績
列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十六內第45(1)段至45(3)段所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
間在聯交所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張裘昌
董事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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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時三
十分假座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81號香港怡東酒店二樓岸濤廳II
召開股東週年大會，以便處理下列事項：

1. 省覽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
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2. 宣派末期股息。

3. 重選董事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 續聘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承董事會命
羅玉娟
秘書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四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上述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均有權委派一位
或多位代表出席並代其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之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授權簽署該表格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
或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之副本，最遲須於大會
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四十八小時前送達本公司之總辦事處及
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柴灣嘉業街十八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十五
樓，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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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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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享有擬派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之股票，
必須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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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
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辦理手續。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明報於07-07-2003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