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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全年業績

SCMP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集團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如下：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34,154 566,953
 投資物業 1,040,100 773,800
 土地租金 31,588 32,609
 無形資產 29,542 34,920
 聯營公司之權益 55,888 53,169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292,722 208,516
 界定利益計劃之資產 47,808 39,611

  

2,031,802 1,709,578
  

流動資產
 存貨 23,076 29,252
 應收款項 3 231,304 281,771
 預付費用、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6,330 17,028
 現金及銀行結餘 257,685 255,306

  

528,395 583,357
  

總資產 2,560,197 2,29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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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 156,095 156,095
 儲備 1,859,438 1,523,737
 擬派股息 156,095 202,923

2,015,533 1,726,660
  

股東資金 2,171,628 1,882,755
少數股東權益 16,567 11,832

  

權益總額 2,188,195 1,894,58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無抵押長期銀行貸款 – 17,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51,408 111,833

  

151,408 128,833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5 153,402 149,881
 預收訂閱費 25,795 23,037
 現期所得稅負債 22,225 81,672
 無抵押短期銀行貸款 – 1,990
 有抵押銀行透支 19,172 12,935

  

220,594 269,515
  

總負債 372,002 398,348
  

總權益及負債 2,560,197 2,292,935
  

流動資產淨值 307,801 313,84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39,603 2,02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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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1,251,543 1,213,156

其他收入 4,742 4,436
員工成本 (391,472) (377,084)
生產原料成本 (176,172) (178,350)
租金及設施 (42,364) (35,226)
折舊及攤銷 (57,437) (65,609)
廣告及宣傳 (29,702) (30,989)
其他經營開支 (156,686) (148,341)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266,300 40,070
出售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收益 1,370 13,680
非流動資產減值 – (16,186)

  

經營盈利 2 670,122 419,557
淨利息收入 6,008 2,128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3,380 5,790

  

除所得稅前盈利 679,510 427,475
所得稅開支 6 (118,747) (80,047)

  

全年盈利 560,763 347,428
  

應佔盈利：
 股東 548,084 338,584
 少數股東權益 12,679 8,844

  

560,763 347,428
  

股息 7 280,971 296,580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35.11港仙 21.6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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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和採納新增/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本財務報表乃根
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惟投資物業、若干租賃樓宇及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乃按重
估值列賬。

(b) 採納新增/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並已於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生效，包括下列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之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詮釋第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詮釋第10號：

該等新準則、詮釋及修訂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惟香港會計準
則第1號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引進若干新披露除外，該等披露已於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內反映。

2.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公司於年內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出版、印刷及分銷《南華早報》、
《星期日南華早報》及其他印刷及電子刊物、物業投資、錄像及影片後期製作以及音樂出
版。

營業額包括本集團所有主要業務之收益，包括報章及其他刊物之廣告、發行及銷售收
入、就商品銷售和服務提供所發出之發票淨款項及租金收入之總額。於截至二零零七年
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等主要業務之總收益分別為1,251,543,000港元及
1,213,15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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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大部份業務均於香港進行，本集團各業務之收益及對經營盈利之貢獻之分析如下：

收益 對經營盈利之貢獻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報章、雜誌及其他刊物 1,212,083 1,172,208 386,346 381,563
投資物業 19,651 17,559 280,956 52,659
錄像及影片後期製作 16,545 19,035 581 (16,457)
音樂出版 3,264 4,354 2,239 1,792

    

1,251,543 1,213,156 670,122 419,557
    

3.	 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用期限為七日至九十日，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結餘 百分比 結餘 百分比

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現期 149,374 63.7 165,459 58.0
逾期少於三十日 22,184 9.5 25,376 8.9
逾期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45,832 19.5 49,473 17.3
逾期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15,599 6.7 31,811 11.1
逾期多於九十日 1,505 0.6 13,223 4.7

    

總額 234,494 100.0 285,342 100.0
  

減：減值準備 (3,190) (3,571)
  

231,304 28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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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本

集團及公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實收股本：
1,560,945,596股（二零零六年：1,560,945,596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 156,095 156,095

  

5.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包括下列應付款項：

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結餘 百分比 結餘 百分比

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零至三十日 20,114 86.2 29,888 80.2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947 4.1 4,436 11.9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241 1.0 333 0.9
多於九十日 2,025 8.7 2,609 7.0

    

應付款項總額 23,327 100.0 37,266 100.0
  

應計負債 130,075 112,615
  

應付款項及應計
 負債總額 153,402 14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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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以年內估計應課稅盈利按17.5%（二零零六年：17.5%）稅率撥備。海外地區
所得盈利之稅項乃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盈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計
算。

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78,975 73,031
　－海外稅項 197 644
遞延所得稅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之遞延稅項 44,990 10,021
　－其他遞延稅項收益 (5,415) (3,649)

  

118,747 80,047
  

7.	 股息

(a) 年內應佔股息：

公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8港仙（二零零六年：6港仙） 124,876 93,657
擬派末期股息但尚未確認，每股10港仙
 （二零零六年：13港仙） 156,095 202,923

  

280,971 29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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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內已付股息：

公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零七年中期股息，每股8港仙 124,876 －
二零零六年中期股息，每股6港仙 － 93,657
二零零六年末期股息，每股13港仙 202,923 －
二零零五年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 － 156,095

  

327,799 249,752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年度股東應佔盈利548,084,000港元（二零零六年：
338,584,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之股份1,560,945,596股（二零零六年：1,560,945,596股）
計算。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沒有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其持有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
（二零零六年：6,793,000股）。於二零零六年，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可能會攤薄未來每股基本
盈利，但因其於呈列年度具有反攤薄作用，故並無列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主要業務

於二零零七年，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年內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報章、雜
誌及書籍出版、音樂出版及投資。

財務概要

‧ 收益 1,251.5百萬港元
‧ 主要業務之經營盈利 397.7百萬港元
‧ 經營盈利 670.1百萬港元
‧ 股東應佔盈利 548.1百萬港元
‧ 每股盈利 0.35港元
‧ 全年每股股息 0.1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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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經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
合經營業績如下：

（百萬港元，每股金額除外）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變動百分比

收益 1,251.5 1,213.2 3

員工成本 (391.5) (377.1) 4
生產成本 (176.2) (178.3) (1)
租金及設施 (42.4) (35.2) 20
廣告及宣傳 (29.7) (31.0) (4)
其他經營開支 (156.6) (148.4) 6

   

未計折舊及攤銷之經營成本 (796.4) (770.0) 3
折舊及攤銷 (57.4) (65.6) (13)

   

主要業務之經營盈利 397.7 377.6 5

其他收入 4.7 4.4 7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266.3 40.1 *
非流動資產減值 – (16.2) (100)
出售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收益 1.4 13.7 (90)

   

經營盈利 670.1 419.6 60

淨利息收入 6.0 2.1 *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3.4 5.8 (41)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之遞延稅項 (45.0) (10.0) *
所得稅 (73.7) (70.1) 5
少數股東權益 (12.7) (8.8) 44

   

股東應佔盈利 548.1 338.6 62
   

每股盈利（港仙） 35.1 21.7 62
   

* 表示增加超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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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盈利增加62%至548.1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221.3百萬
港元（經扣除遞延稅項）。主要業務之經營盈利上升5%至397.7百萬港元，原因是
商業廣告持續增長及雜誌業務較高之貢獻。

員工成本增加4%，或14.4百萬港元，主要由於若干一次性支出（包括較高之花紅
及遣散費）。生產成本穩定，較低之雜誌及音樂出版的生產成本抵銷了較高的新聞
紙成本。新聞紙之平均成本由每公噸613美元上升1%至每公噸616美元。48.8克每
平方米之新聞紙的最新市價為每公噸725美元。由於辦公室物業之租金上升，租金
及設施開支增加20%，或7.2百萬港元。

業務分部之財務回顧

出版

出版收益增長3%，佔本集團收益總額97%。主要業務之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之盈利(EBITDA)及經營邊際利潤保持穩定。

《南華早報》及《星期日南華早報》之發行量增幅溫和，分別為2%及1%，其中報章
訂閱、酒店銷售及中國市場之增長尤為顯著。

商業廣告收益增加10%，優勝於香港報章廣告開支之7%增幅（資料來源：
Admango），收益率及廣告量分別上升6%及4%，主要客戶類別之收益普遍較高。

招聘廣告收益增長7%，主要受廣告量增長推動。初至中級職位之招聘市場於本年
非常活躍，帶動《招職》及網上招聘廣告收益分別上升27%及35%。Classifiedpost.
com進行革新後，於二零零七年四月重新推出。

整體通告收益較去年下降13%。上半年31%之增長完全被下半年50%之跌幅所抵
銷，原因是實施香港聯合交易所的規則及趨向採用網上進行首次公開招股活動，
均影響首次公開招股活動的通告收益。

業績公佈及其他企業通告之全年收益按年下跌23%。與去年同期比較，收益於二
零零七年上半年增加7%，而於下半年則下跌60%，原因是上市規則有所變動，於
報章刊登公告之強制性要求自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起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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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招股活動廣告於二零零七年保持強勁。儘管有較多首次公開招股活動於
網上進行之趨勢，本集團的市場佔有率由二零零六年的87%增加至二零零七年的
94%。二零零七年共有80宗在主板上市之首次公開招股活動，而二零零六年則為
55宗。然而，下半年每宗首次公開招股活動之平均廣告收益較低，原因是首次公
開招股配發結果的公告頁數較少。廣告量較二零零六年下降7%，收益則下降4%。

雜誌業務之經營盈利上升30%，原因為《Cosmopolitan》及《Harper's Bazaar》之表
現強勁，以及《Maxim》之虧損減少。本集團著重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務求在競
爭劇烈的市場提高發行量及訂閱量。

投資物業

本年度之淨盈利包括就投資物業之重估收益221.3百萬港元（經扣除遞延稅項），
而二零零六年則為30.1百萬港元。由於美國銀行中心、禮頓道物業及大型廣告牌
較高之貢獻，租金收入增加11%。

錄像及影片後期製作

香港業務錄得盈利，而廣州業務則由於前景不如理想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暫停。
二零零七年年度淨虧損包括購回該公司所有少數股東之股份後所確認2.3百萬港元
之虧損。二零零六年淨虧損包括廣州業務資產減值撥備12.5百萬港元。

音樂出版

淨盈利增加22%，主要由於版權費收入增加。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唯一的貸款為19.2百萬港元之銀行透支，
以人民幣計算，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其他各項銀行貸款均已於二零零七年償
還。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港元為主，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折算波
動風險。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扣除銀行結餘及存款後，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
率為零，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為2.4倍，而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
為2.2倍。

本集團預期期初現金結餘、經營產生之現金及外部資源所得之資金，足以應付營
運資金需要、償還銀行透支、計劃之資本開支及派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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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

本集團之經營活動流動資金主要來源自報章出版業務。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經營活動提供之現金凈額為373.2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369.7百萬港元。年內較高之現金流入部份被繳付稅項所抵銷。

投資活動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為20.6百萬港元，比對二零零六年之現金流入淨額為8.3
百萬港元。現金流出主要由於資本開支18.6百萬港元，及透過供股額外投資17.8
百萬港元於香格里拉（亞洲）有限公司。現金流入來自利息收入、股息收入及出
售投資股份之收益。二零零七年資本開支之主要項目包括軟件應用及網站革新之
開發成本（5.7百萬港元），辦公室翻新工程（4.5百萬港元）及生產設備（1.5百萬港
元）。餘額主要用於電腦及相關設備。

融資活動

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凈額為356.5百萬港元，主要包括向本集團股東派付股息
327.8百萬港元，及向一間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派付股息7.8百萬港元，以及償還
19.0百萬港元銀行貸款。

展望

二零零八年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的一年。次按危機、擔憂美國經濟衰退及其對世界
經濟的潛在影響，以至金融市場波動，均使本年之前景審慎樂觀。

上市規則變動的整年影響及趨向於網上進行首次公開招股活動將對二零零八年通
告廣告收入構成壓力。面對該等變動，本集團計劃提升投資者關係網站SCMPIR.
com，從而吸引更多瀏覽次數及廣告商戶，以提高網上收益。本集團亦透過於報
章財經版增設更多相關內容，以吸引更多公司品牌及投資者關係方面的廣告。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核心出版業務，盡力節本增效。同時，本集團亦致
力投資於人才及技術，開發嶄新產品以推動業務進一步增長。

僱員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1,032名員工，而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則僱用1,016名員工。僱員之薪酬保持於具競爭力之水平，同時根據個別
之工作表現及經營業績授予花紅。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公積金、醫療保險及購股權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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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零六年：13港仙）。此末期股息加上已
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8港仙（二零零六年：6港仙），將使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所派發之股息總額為每股18港仙（二零零六年：19港仙）。擬派末
期股息如獲批准，將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二）派發予於二零零八年五
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二）至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
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收取末期股
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一）下
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本公司香
港股票過戶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董事會及管理層一直致力積極履行本集團對股東之責任。經過多年發展，本集團
已建立完善之企業管治常規，確保集團緊守道德操守，並嚴格遵守最高之業內標
準。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常規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聯交所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本
集團亦在相關及可行之情況下遵守聯交所守則內之建議最佳常規。

本集團有一位執行主席。並無任何人士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執行主席在本集團高
級管理層協助下監督董事會之管理及本集團之業務。執行主席負責監察本集團之
整體管理。其他一般由行政總裁處理之職務則由本集團高級管理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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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守則之守則條文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需要清楚劃分，且不可由同一
人擔任，而本集團之管理架構與此有所偏離。董事會已仔細考慮有關事宜，並決
定不採納有關條文。董事會相信現行管理架構在過往一直有效地推動本集團及其
業務之營運及發展，並已建立符合完善企業管治常規所需之審查及制衡機制。董
事會各成員才能出眾，於公眾公司累積多年經驗，並竭力為本集團之營運作出貢
獻。因此，董事會並不認為本集團應改變現有管理架構。然而，董事會將不時檢
討管理架構，以確保其持續達致有關目標。

本公司之二零零七年年報中將載有詳盡之企業管治報告，當中載述本集團的管治
架構，及闡釋如何應用聯交所守則之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成立審核委員會，訂有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現時成員
包括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利定昌先生、夏佳理先生、李國寶爵士及黃啟民先生。
年內，審核委員會曾舉行兩次會議。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成立薪酬委員會，訂有書面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現時成員
包括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利定昌先生和夏佳理先生，以及執行主席郭孔演先生。
年內，薪酬委員會曾舉行一次會議。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成立提名委員會，訂有書面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現時成員
包括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利定昌先生和夏佳理先生，以及執行主席郭孔演先生。
年內，提名委員會曾舉行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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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

緊隨Kerry Media Limited（「收購人」）提出之強制性有條件收購建議（其詳情載
於收購人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四日刊發之收購建議文件（「收購建議文件」））截止
後，(i)收購人及其一致行動集團成員合共擁有本公司1,169,543,308股股份（佔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4.93%）；(ii)約14.06%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由Silchester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Limited（「Silchester」）持有/控制，其為本公司之主要股
東，因而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及(iii)約11.01%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由公眾人士
持有。本公司須根據上市規則第8.08(1)(a)條之規定將公眾持股量恢復至25%，而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初步由二零零八年三月六日起兩個月期間內豁免嚴格遵守
第8.08(1)(a)條之規定。本公司之股份已自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起暫停買賣，
而聯交所表示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恢復25%之公眾持股量。公眾持股量的安排
之詳情已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六日刊發之本公司公佈中披露。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郭孔演

香港，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郭孔演先生（主席）及郭惠光女士

非執行董事
Roberto V. Ongpin 先生（副主席）、邱繼炳博士及彭定中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夏佳理先生、利定昌先生、李國寶爵士及黃啟民先生

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二零零七年
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網站刊登，並將於
二零零八年四月底前寄發予股東。

本全年業績公佈可在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
www.scmpgroup.com)「公告及通函」一欄覽閱。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