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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二零一零年度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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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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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全面收益表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87,013 478,796
銷售成本 (228,673) (276,782)

毛利 158,340 202,014

其他收益 3 209 71
銷售及分銷開支 (47,051) (74,367)
一般及行政開支 (64,057) (70,250)

經營溢利 4 47,441 57,468
融資收入 5 1,447 2,455

除所得稅前溢利 48,888 59,923
所得稅開支 6 (8,098) (8,11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0,790 51,811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40,002 51,081
　少數股東權益 788 730

40,790 51,811

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計算
　之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及攤薄 7 9.27 11.84

股息 8 13,380 1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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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摘要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28,284 28,783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74,420 190,987
　土地租金 73,915 70,715
　投資物業 6,366 4,715
　持至到期投資 3,960 3,966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 18

286,962 299,184

流動資產
　存貨 12,309 38,556
　貿易應收款項 10 132,385 95,906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7,017 21,045
　可收回稅項 6,868 4,547
　已抵押定期存款 5,241 5,512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 308,933 284,04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0,478 63,207

553,231 512,81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1 22,478 25,010
　預收費用 62,693 61,38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2,132 70,188
　即期所得稅負債 14,648 3,688

171,951 160,267

流動資產淨值 381,280 352,5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68,242 65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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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金來自：

股本 12 43,160 43,160
儲備
　擬派末期股息 – 23,738
　擬派中期股息 13,380 –
　其他 583,799 557,177

股東資金 640,339 624,075
少數股東權益 4,186 3,398

權益總額 644,525 627,473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3,717 24,259

權益總額及非流動負債 668,242 65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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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淨額 56,704 41,395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淨額 (25,695) (11,918)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淨額 (23,738) (43,59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7,271 (14,115)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3,207 302,270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附註） 70,478 288,155

附註：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總額以及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
款為379,41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288,15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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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盈利 總額
少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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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 43,160 122,381 69,944 6,120 377,404 619,009 1,923 620,93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51,081 51,081 730 51,811
已付本公司股東之末期股息 – – – – (43,592) (43,592) – (43,592)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 43,160 122,381 69,944 6,120 384,893 626,498 2,653 629,151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 43,160 122,381 69,944 6,120 382,470 624,075 3,398 627,47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40,002 40,002 788 40,790
已付本公司股東
　之末期股息（附註8） – – – – (23,738) (23,738) – (23,738)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 43,160 122,381 69,944 6,120 398,734 640,339 4,186 64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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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摘要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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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此中期財務資料摘要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中期所得稅以適用全年預期總收入的應計稅率計算。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新訂╱經修訂會計準則及詮釋，並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之會計期間生效，包括下列與編製中期財務報表相關之準則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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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經修訂）禁止於權益變動表內呈報收入及開支項目（即「非擁有人權益變
動」），規定「非擁有人權益變動」須與擁有人權益變動分開呈列。所有「非擁有人權益變動」須
於業績報表中呈列。

實體可選擇呈列一份業績報表（全面收益表）或兩份報表（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

本集團已選擇只呈列一份全面收益表。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經修訂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替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此準則規定須以「管理方法」將
分部資料按與內部報告所使用者相同之基準呈列。相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劃分之主要可
呈報分部作比較，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未導致本集團可呈報之分部須重新劃分。

經營分部之呈報方式與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之內部呈報方式一致。本集團行政總裁（「行
政總裁」）被視為主要營運決策者，負責作出策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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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摘要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財務工具披露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增加有關公平值計量之披露規定，並修訂有關流動資金風險之
披露規定。該修訂對財務工具公平值計量之披露引入一套三級架構，並規定就於該架構中之最
底層分類之該等工具作出若干特定量化披露。就公平值計量之影響而言，該等披露將有助改善
實體間之可比性。此外，此修訂本澄清並提高有關流動資金風險披露之現有規定，主要要求就
衍生及非衍生金融負債分別進行流動資金風險分析。其亦規定於金融資產作到期分析，要求提
供對於理解流動資金風險性質及背景屬必需之資料。本集團將於其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內作出額外相關披露。

以下新訂╱經修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須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
應用，惟現時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經修訂） 財務工具：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的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股份支付款項－集團之現金結算股份支付款項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修訂本）

內含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顧客忠誠支持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6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8號

來自客戶之轉讓資產

其他多項 香港會計師公會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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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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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有四個可呈報分部，分別為：

(1) 印刷媒體分部－主要從事印刷及出版報章、雜誌及書籍，並藉該等出版物收取廣告收入
及發行收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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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招聘廣告及培訓分部－主要從事提供招聘廣告及培訓服務。本分部藉(i)刊載招聘廣告收
取廣告收入；及(ii)提供專業培訓服務收取報名費收入。

(4) 優質生活網站分部－主要從事經營與飲食、旅遊、健康及其他優質生活相關網站。本分
部藉經營網絡網站收取廣告收入及服務收入。

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各分部之業績衡量經營分部之表現。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重大會計政策概要所述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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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之地區分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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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摘要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分部業績如下：

(a) 可呈報分部損益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印刷媒體
財經通訊社、
資訊及軟件 招聘廣告及培訓 優質生活網站 公司 總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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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總營業額 270,814 338,342 96,430 98,127 20,351 46,266 2,533 863 – – 390,128 483,598
分部間交易 (2,256) (4,192) (744) (559) (111) (51) (4) – – – (3,115) (4,802)

淨營業額 268,558 334,150 95,686 97,568 20,240 46,215 2,529 863 – – 387,013 478,796

經營溢利╱
　（虧損） 25,905 26,487 26,065 24,453 1,279 11,211 (5,784) (4,361) (24) (322) 47,441 57,468

融資收入 1,447 2,455

除所得稅前溢利 48,888 59,923

所得稅開支 (8,098) (8,112)

期內溢利 40,790 51,811

應佔部分：
 本公司股東 40,002 51,081
 少數股東權益 788 730

40,790 51,811

(b) 可呈報分部資產

於

印刷媒體
財經通訊社、
資訊及軟件 招聘廣告及培訓 優質生活網站 公司 總計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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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720,368 668,236 67,883 64,177 36,364 37,529 5,209 3,887 10,369 38,170 840,193 811,999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約50,75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49,086,000港
元）乃來自單一外部客戶。收益歸屬於印刷媒體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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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機器及物業租金收入 209 71

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合約客戶關係 499 499
攤銷土地租金 117 84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折舊 14,138 15,092

5. 融資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346 2,329
投資利息收入 101 126

1,447 2,455

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稅率（二零零八年：16.5%）作出撥備。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香港利得稅 8,639 8,207
原來暫時差額產生及暫時差額撥回之遞延所得稅 (541) (95)

8,098 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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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摘要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7. 每股盈利
本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40,00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51,081,000港元）
及期內已發行股份數目431,600,000股（二零零八年：431,600,000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
盈利（二零零八年：相同）。

8. 股息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5.5港仙，股息總額為23,738,000港元，
並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派付。

董事就期內宣派中期股息每股3.1港仙（二零零八年：3.1港仙），合共13,380,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13,380,000港元）。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未經審核
傢俬、

租賃 廠房 固定裝置 網絡及
租賃樓宇 物業裝修 及機器 及設備 汽車 電腦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成本值 72,787 25,587 166,990 93,805 1,494 71,857 432,520
累計折舊 (15,117) (19,738) (69,872) (71,000) (628) (65,178) (241,533)

於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之
　賬面淨值 57,670 5,849 97,118 22,805 866 6,679 190,987

添置 – 197 56 798 – 1,479 2,530
轉撥至投資物業 (4,962) – – – – – (4,962)
折舊 (717) (1,464) (5,470) (4,824) (116) (1,522) (14,113)
出售 – – (20) (2) – – (22)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51,991 4,582 91,684 18,777 750 6,636 174,420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成本值 67,825 25,784 166,993 94,583 1,494 73,336 430,015
累計折舊 (15,834) (21,202) (75,309) (75,806) (744) (66,700) (255,595)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51,991 4,582 91,684 18,777 750 6,636 17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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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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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92,680 57,982
31至60日 20,228 15,997
61至90日 9,805 9,157
90日以上 13,364 16,360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36,077 99,496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692) (3,590)

132,385 95,906

11.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21,343 21,393
31至60日 518 1,664
61至90日 313 1,606
90日以上 304 347

22,478 25,010

12.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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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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摘要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3. 關聯方交易
與關聯方訂立之重大交易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關聯方之租金開支 362 4,580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7,352 7,987
　離職後福利 327 362

7,679 8,349

14.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未產生之資本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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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 1,154

15. 中期財務資料摘要之批准
董事會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批准本中期財務資料摘要。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09/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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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營業額 387,013 478,796 -19%
銷售成本 (228,673) (276,782) -17%

毛利 158,340 202,014 -22%
其他收益 209 71 194%
銷售及分銷開支 (47,051) (74,367) -37%
一般及行政開支 (64,057) (70,250) -9%

經營溢利 47,441 57,468 -17%
融資收入 1,447 2,455 -41%

除所得稅前溢利 48,888 59,923 -18%
所得稅開支 (8,098) (8,112) 0%

期內溢利 40,790 51,811 -21%
少數股東權益 (788) (730) 8%

股東應佔溢利 40,002 51,081 -22%

總覽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較上個財政年度上半年下降19%及22%。面對全球
金融危機，本集團經歷了一段嚴峻又充滿挑戰的時期。市場上花費在廣告及宣傳方面之
開支極其審慎和保守，招聘活動幾近停頓，此等負面因素對印刷媒體及招聘廣告及培訓
業務收入，造成嚴重影響。回顧財政年度上半年，受惠於股票市場活躍，本集團之財經
通訊社、資訊及軟件分部繼續為本集團之半年業績作出重要貢獻。憑藉業務多元化之成
功經驗，本集團繼續投資於優質生活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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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一零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營業額387,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91,800,000港元或19%。

廣告收入由去年同期之291,500,000港元下降31%至200,400,000港元。廣告收入減少乃
由於商業廣告及招聘廣告在經濟不明朗環境下，市場推廣及招聘開支大幅緊縮而減少所
致。

發行收入由去年同期之76,400,000港元輕微下降7%至70,900,000港元。本集團一貫重視
質量之產品，即使在此困難時期亦能留住讀者。

另一方面，服務收入由去年同期之97,700,000港元躍升11%至108,900,000港元。此增長
來自印刷及市場推廣相關服務。

經營成本
儘管廣告收入顯著下降，本集團仍能維持40.9%之毛利率，較二零零八年同期之42.2%僅
輕微下降。此乃由於在二零零八年年底實施嚴格控制經營成本及重整成本架構等措施奏
效所致。

僱員成本為本集團最大經營成本，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5%，此乃本集團努力進行資源重
組所取得之成果。僱員成本佔本集團經營成本總額約48%，而二零零八年同期為45%。

回顧期內之白報紙成本與去年同期相似，佔本集團經營成本總額約12%，較去年同期下
降16%。白報紙成本減少主要由於價格、使用量及採購嚴謹控制有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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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溢利
回顧期內之股東應佔溢利為40,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51,100,000港元減少11,100,000
港元或22%。股東應佔溢利減少主要由於受經濟低迷及同業競爭加劇之影響，使招聘廣
告及培訓業務之盈利能力下降所致。印刷媒體分部透過有效成本控制得以維持其對本集
團之溢利貢獻。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分部對本集團之貢獻繼續增加。本集團會對優
質生活網站持續投資，於投資期內會對本集團之純利帶來壓力。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純利率為10.3%，較去年同期之10.7%錄得輕微下
降。

流動現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百萬港元）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流動資產淨值 381.3 352.5
定期存款以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79.4 347.2
股東資金 640.3 624.1

流動比率 3.22倍 3.20倍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381,3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增加28,80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增加主要由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後，零至30日內到期之貿易應收款項增加所致。

定期存款以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由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347,200,000港元增加
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379,400,000港元。增加主要由於本財政年度第二季度之財務
狀況改善及本集團有效控制信貸所致。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派發二零零八╱零
九財政年度末期股息23,7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盈餘現金均按短期存款形式存放於香
港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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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金融海嘯一週年之際，經濟表現之各種統計數字各有差異，而財經專
家、經濟學家及學者之意見亦大相徑庭。實體經濟是否已經復甦尚無定論。在經濟形勢
尚未明朗前景難料之情況下，本集團將繼續做好準備，面對未來挑戰。

憑藉本集團傑出之專業管理及銷售團隊，本集團將繼續擴大所從事之業務市場佔有率。
白報紙市價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連同對白報紙用量之有效控制，將對本集團之盈利作出
積極貢獻。本集團將繼續投資優質生活網站，為股東帶來長期利益。惟在可預見之未
來，此舉對本集團之純利將帶來負面影響。

儘管經濟環境未明朗及商業活動仍然呆滯，本集團將致力鞏固其在五個業務範疇（即金
融、地產、人力資源、教育及優質生活）之領導地位。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219名僱員（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1,423名僱
員）。董事相信，僱員乃本集團最寶貴之資產，因此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福利組合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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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港仙（二零零八年：3.1港仙），合共13,380,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13,380,000港元），給予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
東名冊之股東。有關股息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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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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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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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截至本報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馮紹波先生（主席） 朱裕倫先生
麥炳良先生（又名：麥華章先生）
陳早標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石鏡泉先生 陳茂波先生
史秀美女士 周安橋先生
陳華邦先生 羅富昌先生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已記錄於本公司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已根據上市公
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身分╱
權益性質

所持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馮紹波先生（附註1） 公司 44,275,000 10.258%
麥炳良先生 實益擁有人 810,000 0.188%
陳早標先生 實益擁有人 520,000 0.120%
石鏡泉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0.232%
史秀美女士 實益擁有人 370,000 0.086%
陳華邦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0.232%
朱裕倫先生（附註2） 公司 87,435,000 20.258%
周安橋先生 實益擁有人 150,000 0.035%
羅富昌先生 實益擁有人 490,000 0.114%

附註1： 該44,275,000股股份權益乃馮紹波先生透過Golden Rooster Limited持有之被視作公司權
益。馮紹波先生及其妻子李淑慧女士全資擁有Golden Rooster Limited。因此，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馮紹波先生被視為擁有Golden Rooster Limited所持股份權益。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09/2010 18

附註2： 該87,435,000股股份權益乃朱裕倫先生透過Sky Vision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之被視作
公司權益。朱裕倫先生及其妻子周肖馨女士全資擁有Sky Vision Investments Limited。
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朱裕倫先生被視為擁有Sky Vision Investments 
Limited所持股份權益。

上文所述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概無訂立任
何安排，致使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包括彼等之配偶或18歲以下之子女）可透過
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
何時間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包括彼等之配偶或18歲以
下之子女）可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作出披露或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於股本之主要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須予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記錄，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獲知會下列主要股東之權益及淡倉（即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
上）。該等權益有別於上文所披露有關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

所持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

主要股東名稱 （好倉） 股本百分比

Sky Vision Investments Limited（附註1） 87,435,000 20.258%
Putt Putt Company Limited（附註2） 71,130,000 16.481%
H Partners Management, LLC（附註3） 60,714,000 14.067%
Golden Rooster Limited（附註4） 44,275,000 10.258%
香港大學 43,160,000 10.000%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25,846,000 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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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 朱裕倫先生及其妻子周肖馨女士全資擁有Sky Vision Investments Limited。因此，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朱裕倫先生及周肖馨女士被視為擁有Sky Vision Investments 
Limited所持股份權益。

附註2： Koala Association S.A.全資擁有Putt Putt Company Limited，而HSBC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全資擁有Koala Association S.A.，而HSBC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
則由兩名信託人單浩然及蔡克剛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Koala 
Association S.A.、HSBC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單浩然及蔡克剛被視為擁有
Putt Putt Company Limited所持股份權益。

附註3： Jaffer Rehan先生全資擁有H Partners Management, LLC。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Jaffer Rehan先生被視為擁有H Partners Management, LLC所持股份權益。

附註4： 馮紹波先生及其妻子李淑慧女士全資擁有Golden Rooster Limited。因此，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馮紹波先生及李淑慧女士被視為擁有Golden Rooster Limited所持股份權
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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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所提述者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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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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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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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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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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的標準守則。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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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制定其成文權責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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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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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九日成立薪酬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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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制定其成文權責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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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主席）
及陳茂波先生。

承董事會命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陳華邦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