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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423）

全年業績公布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946,056  833,174
銷售成本 3  (537,083 ) (476,578 )    

毛利  408,973  356,596

其他收益  9,119  6,973
銷售及分銷開支 3  (126,798 ) (101,790 )
一般及行政開支 3  (130,312 ) (115,548 )    

經營溢利  160,982  146,231
融資成本  －  (1,135 )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0,982  145,096
所得稅開支 4  (27,414 ) (24,706 )    

年度溢利  133,568  120,390    

應佔部分：
 本公司股東  132,526  120,041
 少數股東權益  1,042  349    

  133,568  120,390    

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計算之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及攤薄 5  30.71  27.81    

股息 6  56,972  47,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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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29,781  25,539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7,914  201,050
 土地租金  74,168  55,022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  8    

  311,875  281,619    

流動資產
 存貨  34,007  20,579
 貿易應收款項 7  177,316  154,971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7,624  10,688
 可收回稅項  2,598  539
 已抵押定期存款  5,393  3,42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02,270  229,966    

  539,208  420,17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8  39,903  25,499
 預收費用  62,915  43,25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98,246  78,230
 即期所得稅負債  3,053  1,802    

  204,117  148,785        

流動資產淨值  335,091  271,38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46,966  553,005    

資金來自：

股本  43,160  43,160
儲備
 擬派末期股息  43,592  34,096
 其他  532,257  456,703    

股東資金  619,009  533,959
少數股東權益  1,923  881    

權益總額  620,932  534,840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6,034  18,165    

權益總額及非流動負債  646,966  55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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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a)  於二零零八年生效之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

下列為與本集團相關而必須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採納之新訂準則、
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呈報：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9號 重新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除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所規定須作出額外披露外，採納
上述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會計政策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b) 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新訂╱經修訂準則

下列為已頒布並必須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或較後期間採納惟本
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新訂╱經修訂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類

本集團董事相信採納以上新訂╱經修訂準則不會對本集團會計政策造成重大變動，惟香港
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所規定之額外披露除外。

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各項經營業務乃按業務及所提供產品之性質獨立組成及管理。本集團各業務分類均為一
個提供產品之策略性業務單位，所承受之風險及回報有別於其他業務分類。於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業務劃分為下列三個主要業務分類：

(1) 出版及多媒體

(2) 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

(3) 招聘廣告及培訓

營業額包括廣告收入、發行收入、服務收入及報名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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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廣告收入 598,449  561,603
發行收入 154,008  125,337
服務收入 172,977  128,108
報名費收入 20,622  18,126   

 946,056  833,174   

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損益表之分類業績、資本開支及其他項
目以及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經通訊社、
 出版及多媒體 資訊及軟件 招聘廣告及培訓 公司 總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總營業額 696,221  632,642  173,367  129,550  86,446  81,864  －  －  956,034  844,056
分類間交易 (8,680 ) (9,386 ) (1,266 ) (1,439 ) (32 ) (57 ) －  －  (9,978 ) (10,882 )                   

淨營業額 687,541  623,256  172,101  128,111  86,414  81,807  －  －  946,056  833,174                   

業績
經營溢利 90,025  93,712  37,177  15,817  25,666  30,743  8,114  5,959  160,982  146,231               

融資成本                 －  (1,135 )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0,982  145,096
所得稅開支                 (27,414 ) (24,706 )                   

年度溢利                 133,568  120,390                   

應佔部分：
本公司股東                 132,526  120,041
少數股東權益                 1,042  349                   

                 133,568  120,390                   

分類資產 477,335  424,139  70,279  41,018  46,337  42,555  257,132  194,078  851,083  701,790                   

分類負債 116,569  87,242  69,477  50,743  14,363  8,179  29,742  20,786  230,151  166,950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48,480  18,164  9,735  3,465  1,425  2,025  －  －  59,640  23,654
折舊 23,729  22,196  3,521  3,274  978  963  －  －  28,228  26,433
攤銷土地租金及客戶關係 146  127  755  6  －  －  －  －  901  133
應收款項減值及陳舊
 存貨（撥回）╱撥備 573  113  412  (939 ) (60 ) (457 ) －  －  925  (1,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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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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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撥回 152  2,19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38  －

扣除
 攤銷客戶關係 749  －
 攤銷土地租金 152  133

 核數師酬金 2,178  1,980

 壞賬撇銷 312  59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228  26,43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5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0,058  6,627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504  357

 陳舊存貨撥備 573  558

 僱員成本 367,914  332,490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就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7.5%（二零零七年：17.5%）稅率作出撥備。由於本集團年內
並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產生應課稅收入，故概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20,412  19,79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0  102
遞延所得稅 6,992  4,812   

 27,414  24,706   

5. 每股盈利

本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132,526,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數目431,600,000
股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之比較數字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120,041,000港元及上一年內已發行股份數目
431,6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並無
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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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應佔股息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1港仙（二零零七年：3.0港仙） 13,380  12,948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1港仙（二零零七年：7.9港仙） 43,592  34,096   

 56,972  47,044   

年度已派付股息 47,476  37,549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10.1港仙，股息總額為 43,592,000港元。是項擬派股息並未於綜合資產負
債表列作應付股息，惟將列作保留盈利分派。

7.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 0至 90日之賒賬期。按到期日計算，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 30日 109,439  107,963

31至 60日 32,868  26,576

61至 90日 14,199  11,901

90日以上 23,574  10,945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80,080  157,385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764 ) (2,414 )   

 177,316  154,971   

8.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 30日 34,896  24,034

31至 60日 4,169  768

61至 90日 156  453

90日以上 682  244   

 39,903  2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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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收購業務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本集團以現金代價 3,500,000港元向非關聯第三方收購基金後台管理
系統業務。

由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所收購業務分別貢獻收益及本公司
股東應佔溢利 1,900,000港元及 880,000港元。若是項收購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已經發生，則本集
團的收益及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應為 2,300,000港元及 950,000港元。

購入資產淨值詳情如下：

 千港元

收購代價－以現金支付 3,500 
購入資產淨值公平值－列示如下 4,118  

負商譽 (618 )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收購產生的資產和負債如下：

   收購對象的
 公平值  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關係（列在無形資產） 4,991  －
物業、機器及設備－電腦硬件 －  －
淨遞延稅務負債 (873 ) －   

購入資產淨值 4,118  －   

收購代價以現金支付 3,500 
購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收購之現金流出 3,500  

在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收購事項。



– 8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總覽

本年度之經營環境可謂挑戰重重，特別是主版上市發行人於報章刊登公告之強制規
定自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起廢除，惟本集團業績表現仍勝過去年，收益及純利
均錄得雙位數增長。

年內，受惠於香港經濟之強勁增長，儘管公告收入顯著減少，出版及多媒體業務之業
績仍較預期理想。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月推出財富周刊iMoney智富雜誌，大受好
評，為有關業務帶來收益增長。

股票市場暢旺，加上實時財經消息及資訊需求殷切，帶動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業
務持續增長動力，於回顧年度錄得驕人成績。有關增長足以抵銷上市規則修訂對本
集團純利之影響，彰顯本集團悠久的多元化業務策略行之有效。

在失業率持續處於較低水平，加上相關團隊的不懈努力推動下，縱然同業競爭激烈
以及市場上互聯網競爭對手日增，本集團招聘廣告及培訓業務所得收益仍錄得 6%增
長。於本財政年度，招聘廣告及培訓業務加強就品牌建立及宣傳方面的投資。

在本集團持續致力提升市場佔有率及拓展其他收入來源下，本年度業務再次取得豐
碩成果。

營業額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廣告收入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增加 7%。儘管公告收入顯著下降，憑藉本集團廣告團隊就擴大其他廣告分部
或類別市場佔有率作出之努力，廣告收入仍有所增長。

按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之審計，香港經濟日報 之單日平均銷量於過往數年穩步上升。
發行收入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 23%，部分來自於二零零七年
十月推出之iMoney智富雜誌。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服務收入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增加 35%。股市活躍加上財經消息及股票報價服務需求殷切，繼續刺激本集團財
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業務之增長。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名費收入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增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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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本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毛利率為43.2%，與上一個財政年度之42.8%相若。

僱員成本仍佔本集團經營成本的單一最大部分，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增加 11%，佔經營成本總額約 46%，與上一個財政年度相若。僱員成本上升，主
要由於就業市場緊張引致整體加薪壓力，以及增聘人手以支援本集團業務發展所致，
另iMoney智富雜誌 之新投資亦增加僱員成本。

白報紙成本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營成本總額約 14%，
而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為 16%，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錄得 1%輕微增幅。儘管二零零七年之平均銷量較二零零六年增長約 9%，惟白
報紙成本增幅極為溫和，反映本集團有效控制白報紙用量及原料採購之成本。

印刷成本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升 32%，主要由於U Magazine銷量
增加以及於二零零七年十月推出iMoney智富雜誌 所致，兩者均外判予獨立第三方商
業印刷商印刷。

內容成本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 21%，主要由於財經通訊社、資
訊及軟件業務之營業額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顯著增長，以致
旗下有關股票報價業務之內容成本增加。

股東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溢利增長再度達雙位數。純利率較截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14.4%輕微跌至 14.0%，主要由於經營成本整體
上升，尤其是員工成本及於年內投資新周刊iMoney智富雜誌。本集團仍重視業務多元
化及有效成本控制。

U Magazine及Take me Home之投資進度理想，本集團亦開始自投資取得回報，有助進
一步推行本集團業務策略及繼續推行籌劃完善及優質之業務多元化，全賴具廣泛專
業知識及經驗的董事會成員以及員工努力不懈及盡忠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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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現金及資本資源

 於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流動資產淨值 335.1  271.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02.3  230.0
股東資金 619.0  534.0

資產負債比率 －  －
流動比率 2.64倍  2.82倍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淨值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升
63,7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回顧年度之經營表現持續理想，並已計及派發截
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宣派之末期股息及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合共 47,500,000港元。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繼續穩步增長。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淨額與股東應佔溢利同步
增加。

本集團於年內購買物業作辦公室及倉儲用途，故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增加 31,100,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融資活動現金流出為 47,500,000港元，
為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之末期股息及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融資活動現金
流出 107,300,000港元包括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償還銀行貸款及融資租約約 69,800,000港
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負債。流動比率與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流動比率相若。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結餘為 302,300,000港元，
而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結餘則為 230,000,000港元。結餘已存置於香港多家
銀行作短期存款，主要以港元持有，故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匯兌波動風險。

按現有資金水平計算，本集團可應付營運資金所需、支付未來任何業務計劃所需投
資資金及實現派付股息政策。

展望

面對港交所政策轉變帶來的全年度影響，及不明朗的全球經濟，未來一年將是集團
鞏固的一年。

金融機構因美國次級按揭問題撇帳，導致全球信貸緊縮。隨着美國樓價跌勢未止，及
信貸危機仍未屆尾聲，西方經濟需更長時間復元。香港作為全球其中一個最開放的
經濟體系，置身其中，亦將受到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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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油價及原材料價格上漲引發世界進入商品帶動通貨膨脹的年代。我們兩大主要經
營成本：薪金及白報紙，都對集團的盈利構成壓力。香港失業率極低，加上員工期望
加薪幅度能夠對抗預期的通脹，均增加集團開支的負擔。預期白報紙價格將在未來
一年上升，儘管集團繼續採取行之有效的控制白報紙消耗量措施，並致力增加供應
來源，但集團的邊際利潤仍無可避免地受壓。

年青一代的閱讀習慣轉變，以致媒體，特別是印刷媒體正面對互聯網與日俱增的挑
戰。影響的程度正不斷深化，但在香港仍未算顯著。為此，我們早已登高望遠，做好
準備，以迎接讀者閱讀習慣的基本及結構性轉變。集團決定加強互聯網的投資，藉此
為讀者提供優質內容之產品及服務，並創造更多的協同價值。

我們預期二零零八╱零九財政年將是另一個挑戰重重的年度，我們將審慎向前，一方
面繼續投資於我們的業務單位，以加強在市場的領導地位。與此同時，我們將積極擴
展互聯網業務。以我們正確的策略性定位，及別具效率的運作，我們對集團的前景充
滿信心。

僱員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377名僱員（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277
名僱員）。董事相信，僱員為本集團最寶貴的資產，故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福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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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建議向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
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10.1港仙，合共 43,592,000港元。
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派付，惟須待本公司股東在本公司將於二零
零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包括首尾兩日）暫
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於此期間亦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發末期
股息及出席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
須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
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方為有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亦無購買或出售
任何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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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

董事認為，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符合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下列所載及闡明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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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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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各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上
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制定其明確職權及職責
範圍。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茂波先生（委員會主席）、周安橋先
生及羅富昌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全年業績。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已制定其明確職權及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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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及周安橋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成立提名委員會，並已制定其明確職權及職責
範圍。提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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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安橋先
生及陳茂波先生。

代表董事會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馮紹波

香港，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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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布亦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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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hketgroup.etnet.com.hk。本集團二零零七╱二零零八年年報將
於適當時候寄交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當中載列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
資料。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a)執行董事：馮紹波先生、麥炳良先生（又名：麥華
章先生）、陳早標先生、石鏡泉先生、史秀美女士及陳華邦先生；(b)非執行董事：朱裕
倫先生；及 (c)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茂波先生、周安橋先生及羅富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