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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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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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524,664 609,724

銷售成本 (380,329) (451,292)

毛利 144,335 158,432

其他收益 2,288 2,234

銷售及分銷支出 (65,354) (77,213)

行政支出 (52,788) (51,224)

其他經營支出 (1,701) (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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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溢利 2 26,780 26,693

融資成本 (1,183) (1,363)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4,359) (4,030)

除稅前溢利 21,238 21,300

稅項 3 (6,704) (2,711)

除稅後溢利 14,534 18,589

少數股東權益 7 786

股東應佔溢利 14,541 19,375

股息 4 (19,657) (15,694)

每股基本盈利 5 3.7仙 4.9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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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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本期之營業額及業績按業務分部及地區分
部之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旅遊及與旅遊
業務分部 出版業 有關服務 互聯網業務（附註）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331,794 345,501 183,171 254,372 9,699 9,851 524,664 609,724
　  分部之間銷售 － － 3,185 4,239 － － 3,185 4,239

331,794 345,501 186,356 258,611 9,699 9,851 527,849 613,963
對銷 －  － (3,185) (4,239) －  － (3,185) (4,239)

331,794 345,501 183,171 254,372 9,699 9,851 524,664 609,724

 分部業績 27,786 30,317 (197) 2,501 (603) (7,266) 26,986 25,552

 利息收入 1,511 1,615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 (1,717) (474)

 經營溢利 26,780 2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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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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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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地區分部
香港 309,950 382,424 26,079 25,202
加拿大 130,275 131,503 7,156 7,445
美國 75,611 89,099 (4,829 ) (4,932 )
中國大陸 8,828 6,698 (1,420 ) (2,163 )

524,664 609,724 26,986 25,552

利息收入 1,511 1,615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 (1,717 ) (474 )

經營溢利 26,780 26,693

2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15,80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7,365,000港元）之折
舊。

3 稅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期稅項 遞延稅項 總額 本期稅項 遞延稅項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5,523 (976 ) 4,547 2,525 (1,007 ) 1,518
海外 2,237 (80 ) 2,157 1,193  － 1,193

7,760 (1,056 ) 6,704 3,718 (1,007 ) 2,711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7.5% （二零零二
年︰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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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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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末期股息每普通股3港仙
　（二零零二年︰2港仙） 11,770 7,847

擬派中期股息每普通股2港仙
　（二零零二年︰2港仙） 7,887 7,847

19,657 15,694

5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之股東應佔溢利14,541,000港元（二零零
二年：  19,375,000港元，經重列）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股
數392,357,590股（二零零二年：392,345,000股）而計算。

由於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有反攤薄影響，
故並無在此呈列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二年九月三
十日止期內每股攤薄盈利。

6 比較數字

由於期內採納新的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入息稅」，若干比較數字
已重列以符合本期之呈列方式。

業績摘要

本地經濟低迷及前景不明朗，再加上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
症（「SARS」）肆虐，各行業均大受影響。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的營業額下跌14%，主要由於本集
團的旅遊業務受SARS嚴重打擊所致。雖然經營環境困難，本
集團仍錄得盈利，期內經營溢利為26,78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略高。但由於期內稅項撥備增加，股東應佔溢利由去年同
期之19,375,000港元減少至14,54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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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報章業務

在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首兩個月內，由於受到
SARS影響，市場環境不明朗，廣告客戶無不取消或押後其廣
告計劃及預算，明報廣告收益因而下跌近三分之一。隨著香
港政府推行連串刺激經濟措施，第二季市況好轉，明報業務
大為改善，其第二季營業額更回升至超越去年同期水平，上
半年度明報營業額跌幅因而收窄至僅8%。明報各項業務均見
改善，當中以地產及教育市場廣告收益尤為顯著。

由於白報紙價格處於低水平及管理層不斷改善營運效率，明
報整體營運開支在回顧期內較去年減少9%。明報期內業績與
去年同期處於相若水平，表現令人滿意。

在回顧的六個月內，明報繼續拓展業務，包括為企業客戶提
供報道形式廣告的增值服務，並出版不同題材的特刊，如《皇
馬圖片珍藏集》、《SARS 心連心攝影集》、不同季節的時裝特
刊，及一系列教育叢書如《2003英美澳紐加升學全攻略》、《2003
升小全攻略》等，均深受廣告客戶及讀者讚賞。

明報多倫多版及溫哥華版營運已踏入第十年，期內兩份海外
版總營業額較去年升逾15%；經營溢利方面，多倫多版維持穩
定而溫哥華版則錄得可觀增長，業績令人鼓舞及滿意。明報
紐約版在成本控制方面繼續取得成效，其經營虧損較去年同
期進一步減少8%。

雜誌及書籍出版業務

在本財政年度首季，SARS爆發進一步打擊本地消費信心，在
這段艱難時期，本集團雜誌部營業額下跌近兩成；踏入第二
季，經濟開始好轉，至上半年完結時，跌幅已縮減至12%。期
間雜誌部溢利亦明顯受影響。然而本集團有信心本地經濟在
下半年會繼續改善，管理層亦已銳意加強本集團屬下各雜誌
質素，以增加廣告市場佔有率及提高雜誌銷量。在二零零三
年七月，明報周刊隨刊加送了一本以健康及美容為主題的專
集，名為《mw beauté》；此外，《HI - TECH WEEKLY》亦在二
零零三年十一月進行革新，推出嶄新的版面設計及更豐富的
內容，廣告商及讀者反應熱烈，成績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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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明報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適合學生閱讀的文教叢書，
銷情理想。出版社的營業額在回顧期內六個月錄得12%增幅，
並為本集團帶來盈利貢獻。

旅遊業務

本集團屬下業務以旅遊業務受二零零三年三月爆發的SARS打
擊最大。在該段期間，旅客數目急挫，本集團在香港的旅行
社翠明假期免不了錄得經營虧損。猶幸情況自二零零三年六
月開始改善，市民開始恢復信心出外旅遊。翠明假期的旅行
團收益在二零零三年七月至八月的旺季期間已回復至令人滿
意的水平。

回顧期內，本集團在北美的旅行社The Delta Group所經營的
內遊業務雖亦受不利因素影響，但其外遊業務維持穩定增長，
並取得理想業績。

互聯網業務

在上半年期間，明報網站自二零零三年二月推出的網上新聞
訂閱服務取得良好成績，網頁的瀏覽數量持續增加至每天超
過四百萬頁次。鑒於市場環境困難，明報網站在首六個月的
營業額輕微下跌2%，但憑藉著有效而持續的成本監控，明報
網站已將虧損減至最小，並在第二季取得微利。

社會公益服務及捐款

本集團一向積極參予各項社會公益服務。在二零零三年五月，
明報與香港演藝人協會攜手策動了「茁壯行動」，為SARS患者
下一代籌募教育經費。截至本報告刊行日期，籌得款項超逾
二千三百萬港元，受助兒童亦超過二百七十名。在二零零三
年七月，明報發起「淮河賑災行動」，為中國安徽省受嚴重水
災影響的災民籌款，本集團及本集團主席丹斯里拿督張曉卿
各分別捐出五十萬港元作為種籽善款。截至本報告刊行日期，
賑災行動已籌得善款超過八百萬港元，其中五百八十萬港元
已撥交世界宣明會及香港樂施會等慈善機構分發給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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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本集團對前景持樂觀態度，並相信本地經濟會繼續改善，本
集團的出版及旅遊業務將因而大幅受惠。同時，本集團將繼
續致力提高屬下各刊物的質素，以鞏固明報的品牌及其市場
佔有率。本集團以服務全球華人為旨，在多倫多及溫哥華兩
地的中文報業市場已穩站領導地位，在紐約也建立了一定的
實力，現擬於明年上半年，在三藩市籌辦另一份海外版。憑
藉穩健的財政狀況，加上全體員工的群策群力，本集團充滿
信心，可於未來取得更佳業績。

資本性開支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固定資產之資本
性開支合計9,323,000港元。於結算日後，本集團一間接附屬公
司以6,100,000港元代價購買若干印刷設備，其中660,000港元之
按金已於本期內支付。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收入、支出、資產及負債均為港元或以港元結
算，所以並無重大的外匯風險。

財務狀況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合共235,599,000
港元，股東權益為581,385,000港元。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承擔
合共31,658,000港元，負債對資本比率（即銀行貸款總額與股東
權益之比率）為0.0545。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的庫
存現金為180,761,000港元，扣除銀行貸款總額後，現金淨值為
149,103,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
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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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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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享有擬派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2港仙之資格，所有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之股票，必須於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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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將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星期三）派發。

僱員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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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等事宜，當中包括與董事會審閱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會計賬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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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段至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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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五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明報於8-12-2003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