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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期綜合收益表摘要應與隨附之附註一併閱覽。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423）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謹此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此業績已由本公司核數
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
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進行審閱。

中期綜合收益表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520,463 467,809
銷售成本 5 (289,420) (292,467)    
毛利 231,043 175,342

銷售及分銷開支 5 (94,051) (89,856)
一般及行政開支 5 (106,573) (105,366)
財務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862) (972)
其他收入 4 867 52,280    
經營溢利 30,424 31,428 
融資收入 6 629 1,315
融資成本 6 (147) (277)    
融資收入－淨額 6 482 1,038 
除所得稅前溢利 30,906 32,466
所得稅開支 7 (7,016) (2,756)    
期內溢利 23,890 29,710    
下列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23,158 28,726
非控股權益 732 984    

23,890 29,710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及攤薄 8 5.37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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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摘要應與隨附之附註一併閱覽。

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23,890 29,710 

其他全面收益：

或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貨幣匯兌差額 137 44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已扣除稅項 137 44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4,027 30,152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23,295 29,168

非控股權益 732 984   

24,027 3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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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資產負債表摘要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447,410 459,610

投資物業 5,865 5,949

遞延所得稅資產 27,901 28,128

已付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267 270    

481,443 493,957 

流動資產

存貨 24,087 16,836

貿易應收款項 11 184,746 179,023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871 17,513

預付款項 17,906 15,133

可收回稅項 831 2,496

已抵押存款 – 1,742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 236,405 240,82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19,515 227,917    

702,361 701,48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26,132 25,920

預收費用 124,749 113,776

應計費用、其他應付款項及撥備 86,398 103,387

租賃負債 10,531 17,165

即期所得稅負債 6,491 3,403    

 254,301 263,651 

流動資產淨值 448,060 437,83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29,503 93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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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期綜合資產負債表摘要應與隨附之附註一併閱覽。

中期綜合資產負債表摘要（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13 43,160 43,160

儲備 845,680 848,281    

888,840 891,441

非控股權益 19,861 19,129    

權益總額 908,701 910,570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926 16,996

租賃負債 164 1,654

其他非流動負債 3,712 2,569    

20,802 21,219 

權益總額及非流動負債 929,503 93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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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期綜合權益變動表摘要應與隨附之附註一併閱覽。

中期綜合權益變動表摘要－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資本儲備
貨幣匯兌

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43,160 8,007 69,944 6,120 (128) 7,811 753,101 888,015 17,094 905,109
期內溢利 – – – – – – 28,726 28,726 984 29,710
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貨幣匯兌差額 – – – – 442 – – 442 – 442           
全面收益總額 – – – – 442 – 28,726 29,168 984 30,152

與股東進行交易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末期股息（附註9） – – – – – – (21,580) (21,580) – (21,580)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43,160 8,007 69,944 6,120 314 7,811 760,247 895,603 18,078 913,681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43,160 8,007 69,944 6,120 614 9,725 753,871 891,441 19,129 910,570
期內溢利 – – – – – – 23,158 23,158 732 23,890
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貨幣匯兌差額 – – – – 137 – – 137 – 137           
全面收益總額 – – – – 137 – 23,158 23,295 732 24,027

與股東進行交易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末期股息（附註９） – – – – – – (25,896) (25,896) – (25,896)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43,160 8,007 69,944 6,120 751 9,725 751,133 888,840 19,861 90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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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期綜合現金流量表摘要應與隨附之附註一併閱覽。

中期綜合現金流量表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 31,716 41,484

已付利息 (147) (277)

已付利得稅 (2,108) (4,015)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29,461 37,192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銀行利息 629 1,31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7,990) (9,077)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訂金 (26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68 459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減少 4,418 36,823   

投資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3,141) 29,52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向本公司股東支付之末期股息 (25,896) (21,580)

租賃付款本金部分 (8,963) (9,122)   

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34,859) (30,70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8,539) 36,010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137 442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27,917 220,525   

期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附註） 219,515 256,977   

附註：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及
已抵押存款合共為455,92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386,407,000港元）。



– 7 –

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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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6之規定而編製。

此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應與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之經審核二零二一年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下文所載之確認估算所得稅外，編製此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詳見有關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貫徹一致。

所得稅
中期所得稅開支以適用於全年預期總盈利的稅率累計。

多項經修訂準則已於本報告期間生效。本集團毋須變更其會計政策，亦毋須作出任何調整。

若干已頒布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毋須於本報告期間強制應用。本集團於本報告期間並無提早採

納有關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並正在評估採納有關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的影響。本集團尚未確定該

等準則會否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管理層在編製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時所作之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以及

經匯報資產與負債、收入及支出之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金額有異。

在編製此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時，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所作出之重大判斷以及導

致估算出現不確定性之主要緣由與編製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

表所應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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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風險管理
2.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之業務活動令本集團面對多種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

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並不包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規定之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披露

資料，其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自年結日以來，風險管理部門或風險管理政策概無任何變動。

2.2 流動資金風險
與年結日相比，財務負債之合約未貼現現金流出並無重大變動。

2.3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財務資產與負債之公平值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貿易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

其公平值相若，皆因該等財務工具相對為短期到期。租賃負債初步按現值計量，以本集團

的增量借款利率進行貼現，將租賃付款額貼現至淨現值。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期內之收益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廣告收入 280,747 232,129

發行收入 32,061 35,171

服務收入 207,655 200,509   

520,463 467,809   

本集團行政總裁（「行政總裁」）被視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彼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

分配資源。管理層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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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有兩個可呈報分部，分別為：

(i) 媒體分部─主要從事印刷及出版報章、雜誌及書籍，以及經營與招聘、財經及優質生活相

關的數碼平台。此分部藉該等出版物及數碼平台收取廣告收入、發行收入及服務收入。

(ii) 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分部─主要從事提供電子金融及物業市場資訊及相關軟件，並藉

提供資訊訂購服務、軟件方案及其他相關維修服務收取服務收入。

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各經營分部之業績衡量經營分部之表現。

分部間之銷售交易乃按公平交易基準進行。

本集團之業務90%以上在香港經營，而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超過90%均在香港。因此，並無

呈報有關期間按地區劃分之分析。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媒體 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 公司 總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收益 356,446 304,944 166,888 165,580 – – 523,334 470,524

分部間交易 (430) (477) (2,441) (2,238) – – (2,871) (2,715)         

收益－來自外界客戶 356,016 304,467 164,447 163,342 – – 520,463 467,809         

業績
期內溢利╱（虧損） 864 (859) 23,032 30,582 (6) (13) 23,890 2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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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834 835

政府補貼（附註） – 51,445

其他 33 –   

867 52,280   

附註﹕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已確認之政府補貼主要涉及香港政府根據「防疫抗疫基金」提供之補貼。概

無有關收取此等補貼之未達成條件及其他或然事項。

5.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開支包括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一般及行政開支，其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行政總裁酬金） 281,325 281,334

內容成本 57,003 56,772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折舊 21,239 33,221

陳舊存貨撥備 12 65   

6. 融資收入及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629 1,315 

融資成本
租賃利息 (147) (277) 

融資收入－淨額 482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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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二零年：16.5%）稅率作出撥備。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6,859 5,650

中國企業所得稅 1 9   
6,860 5,659 

遞延所得稅 156 (2,903) 
 7,016 2,756   

8. 每股盈利
本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23,15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8,726,000港元）

及期內已發行股份431,600,000股（二零二零年：431,6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

基本盈利相同（二零二零年：相同）。

9. 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6.0港仙（二零二零年：5.0港仙），股息總

額為25,89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1,580,000港元），並已於本期間內派付。

董事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3.0港仙（二零二零年：

2.0港仙），合共12,94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8,63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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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未經審核 

樓宇
租賃物業

裝修 廠房及機器

傢俬、
固定裝置
及設備 汽車

網絡及
電腦設備

使用權
資產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131,218 9,394 111,661 19,923 1,037 16,919 269,494 559,646
添置 345 19 4,062 4,758 700 2,260 19,250 31,394
折舊 (2,688) (1,499) (10,253) (4,894) (295) (3,933) (9,576) (33,138)
出售 – – (839) (25) (43) – (324) (1,231)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之賬面淨值 128,875 7,914 104,631 19,762 1,399 15,246 278,844 556,671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成本值 170,095 72,819 444,856 196,928 3,454 107,477 317,904 1,313,533
累計折舊 (41,220) (64,905) (340,225) (177,166) (2,055) (92,231) (39,060) (756,862)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之賬面淨值 128,875 7,914 104,631 19,762 1,399 15,246 278,844 556,671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126,188 7,060 28,615 17,625 1,135 13,505 265,482 459,610
添置 – 1,891 44 3,108 944 2,273 1,061 9,321
折舊 (2,688) (1,535) (2,889) (4,363) (268) (3,186) (6,226) (21,155)
出售 – (13) – (23) (120) (23) (187) (366)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之賬面淨值 123,500 7,403 25,770 16,347 1,691 12,569 260,130 447,410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成本值 170,095 34,709 129,447 187,903 3,625 111,453 298,797 936,029
累計折舊 (46,595) (27,306) (103,677) (171,556) (1,934) (98,884) (38,667) (488,619)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之賬面淨值 123,500 7,403 25,770 16,347 1,691 12,569 260,130 44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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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介乎零至90日之賒賬期。按發票日期計算，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
下：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90,851 67,907
31至60日 29,981 41,720
61至90日 22,351 23,845
90日以上 49,078 52,082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92,261 185,554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7,515) (6,531)   

184,746 179,023   

12. 貿易應付款項
按逾期日計算，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20,818 21,035
31至60日 652 784
61至90日 660 371
90日以上 4,002 3,730   

26,132 25,920   

13. 股本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431,6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43,160 4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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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聯方交易
期內，本集團曾與關聯方訂立下列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關聯方之服務收入（附註(i)及(ii)） 266 266   

向關聯方購買硬件（附註(i)及(ii)） 647 51   

已付關聯方之租金（附註(i)及(iii)） 544 544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薪金及其他短期福利 7,370 7,030

離職後福利 258 251   

7,628 7,281   

附註(i)： 該等關聯公司由本公司若干董事實益擁有。

附注(ii)： 此等交易按參與交易之訂約方共同協定之比率進行。

附注(iii)： 經營租賃協議乃與關聯方按雙方共同協定之條款訂立。

15.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尚未產生之資本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訂約但未撥備 – –

已授權但未訂約 723 1,396   
723 1,396   

16. 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之批准
董事會已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批准本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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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損益表概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變動%

（千港元）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收益 520,463 467,809 11%

銷售成本 (289,420) (292,467) -1%    

毛利 231,043 175,342 32%

毛利率 44.4% 37.5%

銷售及分銷開支 (94,051) (89,856) 5%

一般及行政開支 (106,573) (105,366) 1%

財務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862) (972) -11%

其他收入 867 52,280 -98%    

經營溢利 30,424 31,428 -3%

融資收入－淨額 482 1,038 -54%    

除所得稅前溢利 30,906 32,466 -5%

所得稅開支 (7,016) (2,756) 155%    

期內溢利 23,890 29,710 -20%

非控股權益 (732) (984) -26%    

股東應佔溢利 23,158 28,726 -19%    

純利率 4.6% 6.4%    

總覽
隨著全球經濟改善，本地疫情受控，香港經濟復甦步伐穩定。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52,700,000港元或11%至520,5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溢利為23,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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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變動%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廣告收入 280,747 232,129 21%

發行收入 32,061 35,171 -9%

服務收入 207,655 200,509 4%    

總計 520,463 467,809 11%    

廣告收入主要來自集團旗下印刷刊物及數碼平台，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同期

增加48,600,000港元或21%至280,700,000港元。廣告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數碼廣告收入顯

著上升，同時印刷廣告收入亦較去年同期錄得輕微增長。在全球經濟復甦及本地疫情穩定

下，消費及商貿信心轉趨樂觀。勞工市場改善，加上消費券計劃推動，有助刺激本地消費

及營銷活動。

發行收入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下跌9%，減至32,100,000港元。發行收

入的跌幅與回顧期內市場上大部分印刷刊物的發行量減幅相若。

服務收入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同期上升4%，增至207,700,000港元。服務收

入主要來自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業務以及集團印刷廠房的印刷業務。服務收入增加

主要由於印刷業務在市場上的一個競爭對手關閉，集團印刷業務的印刷刊物服務市場份

額有所增加。來自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業務的服務收入於回顧期內保持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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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本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的毛利率為44.4%，較去年同期上升6.9個

百分點。毛利率上升乃由於有效控制成本，並重新調配資源以提升集團業務運作的成本

效益。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僱員成本佔集團經營成本總額約57%，與去年同

期相若。主要由於就業市場整體薪酬上升，而於回顧期內減少人手則抵銷了有關成本升

幅。

內容成本主要指多間交易所、金融指數公司及外國新聞通訊社的市場數據許可費，佔截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集團經營成本總額約12%，與去年同期相若。內容

成本與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業務分部內的「經濟通」證券及衍生工具報價服務訂戶的

市場數據使用量一致。

股東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股東應佔溢利為23,200,000港元，較截至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8,700,000港元減少5,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純利率下降1.8個百分點至4.6%。但若扣除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授予的一次性「保就業」計劃補貼（「保就業補

貼」），於回顧期內股東應佔溢利則增加45,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有顯著改善。

回顧期內，媒體分部的經營業績轉虧為盈。業績改善乃由於受惠本地廣告市場強勁反

彈，集團廣告收入有所增加，以及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非流動資產

減值後節省的折舊成本所致。本地經濟復甦及消費券計劃推動下，營商及消費意欲均有

所改善。回顧期內，廣告市場開支大幅增加。集團的印刷刊物及多個數碼頻道為營銷人

員提供全方位的市場推廣方案，讓他們在市場推廣的生態環境內，接觸及吸引目標客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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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業務分部仍為集團盈利基礎，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業績較上一個報告期間有所減少。然而，扣除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一次性保就業補貼，股東應佔溢利則錄得溫和增長。受惠於強勁的證券交易及集

資活動，該分部於回顧期內獲得多個流動數碼及金融解決方案項目。

流動現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一年

（百萬港元）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流動資產淨值 448.1 437.8

定期存款、已抵押存款以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55.9 470.5

股東權益 888.8 891.4

 

資產負債比率 不適用 不適用

流動比率 2.76倍 2.66倍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增加

10,300,000港元。本集團於六個月回顧期內經營業績理想，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

29,500,000港元。

本集團已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末期股息合共25,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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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集團的現金結餘為455,900,000港元，而於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的現金結餘則為470,500,000港元。大部分的現金乃存置於香港多家銀行作短

期存款，並以港元或美元持有。集團並無重大匯率風險。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集團並無任何借款。

展望
在主要經濟體的強勁財政及貨幣政策支持，以及推行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下，二零二一年

全球經濟前景明顯改善。全球經濟形勢好轉及本地疫情趨向穩定，在本年度餘下的日

子，香港經濟將更穩健復甦。然而，疫情的發展將繼續為全球經濟前景帶來不確定性，

特別是受制於更具傳染性的變種病毒及供應鏈中斷的威脅。中美關係、地緣政治緊張局

勢及主要央行不斷變化的貨幣政策立場將繼續影響全球及本地經濟。

集團將密切留意經濟及政治形勢變化，並審慎管理成本、營運效益及財務收支。財經通

訊社、資訊及軟件業務分部堅實穩定的業績，加上良好的財務狀況，可為集團在數碼業

務上提供穩健的基礎。集團將繼續投資數碼平台，投入更多資源加強優質內容、創新科

技及培養人才，擴大並鞏固既有的成功，為集團帶來可持續的增長及溢利。我們深信集

團已做好準備，把握機遇及迎接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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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395名僱員（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1,407名

僱員）。董事相信，僱員為本集團最寶貴的資產，因此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福利條件以

留聘優秀人才。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酌情花紅、公積金計劃及其他員工福利。

中期股息
董事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3.0港仙（二零二零年：2.0港仙），合共12,948,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8,632,000港元），給予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七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

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有關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

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於此期間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獲發中期股息，

股東必須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

股票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及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地址為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董事
期內及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馮紹波先生（主席）

史秀美女士

陳早標先生

王清女士

非執行董事

朱裕倫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安橋先生

羅富昌先生

歐陽偉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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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除下文所提述及闡明者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條文（「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之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然而，本公司委任

馮紹波先生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委任同一人士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

之角色，使本公司得以更有效益及更有效率地發展長遠業務策略及執行業務計劃。鑑

於董事會乃由經驗豐富及具有卓越才幹之人士組成，且董事會頗多成員均為非執行董

事，故董事會相信，透過董事會之運作，足以確保權力及授權分布均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確認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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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制定其成文權責範圍。審核委員會成

員包括非執行董事朱裕倫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歐陽偉立先生（委員會主席）及

羅富昌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已制定其成文權責範圍。薪酬委員會成員

包括非執行董事朱裕倫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富昌先生（委員會主席）及

歐陽偉立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成立提名委員會，並已制定其成文權責範圍。提名委員會成員

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安橋先生（委員會主席）、羅富昌先生及歐陽偉立先生。

代表董事會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馮紹波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a)執行董事：馮紹波先生、史秀美女士、陳早標先生

及王清女士； (b)非執行董事：朱裕倫先生；及 (c)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安橋先生、

羅富昌先生及歐陽偉立先生。

本公告分別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hketgroup.com及www.etnet.com.hk/et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