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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 9.22 段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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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截至 6月 30日止 3個月  
  2020年 2019 年  2020年 2019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營業額 
 

24,220 71,632  103,722 306,764 

已售貨品成本 
 

(18,637) (51,460)  (79,813) (220,377) 

毛利 
 

5,583 20,172  23,909 86,387 

其他收入 
 

2,286 2,291  9,790 9,811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87 (72)  373 (308) 

銷售及分銷支出 
 

(6,553) (10,996)  (28,063) (47,090) 

行政支出 
 

(5,961) (6,701)  (25,528) (28,697) 

其他經營支出 
 

(1,231) (1,281)  (5,273) (5,487) 

經營(虧損)/溢利 
 

(5,789) 3,413  (24,792) 14,616 

融資成本 
 

(160) (169)  (685) (724)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5,949) 3,244  (25,477) 13,892 

所得稅抵免/(支出) 
 

67 (1,109)  287 (4,749) 

季度(虧損)/溢利 
 

(5,882) 2,135  (25,190) 9,143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682) 2,264  (24,333) 9,695 

非控股權益 
 

(200) (129)  (857) (552) 

 
 

(5,882) 2,135  (25,190) 9,14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盈利 

 

     

基本(美仙/馬仙) # 
 

(0.34) 0.13  (1.46) 0.56 

攤薄(美仙/馬仙) # 
 

(0.34) 0.13  (1.46) 0.56 
 
#  有關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計算請參閱 B11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美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馬來西亞令吉(「馬幣」)

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4.2825 馬幣換算為馬幣，惟僅供參考

之用。該換算不應視為有關美元數額已實際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為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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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2020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9 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季度(虧損)/溢利  (5,882) 2,135  (25,190) 9,143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
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1,052 (1,716)  4,505 (7,349) 

不會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
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
賬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143 (156)  612 (668) 

       

除稅後之季度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  

 
1,195 (1,872)  5,117 (8,017) 

       

季度全面(虧損) /收益總額  (4,687) 263   (20,073) 1,126 

       

以下人士應佔季度全面(虧損) /  
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525) 427   (19,379) 1,828 

 非控股權益  (162) (164)   (694) (702) 

  
 

    

  (4,687) 263   (20,073) 1,126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季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20年6月30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4.2825馬幣換算為馬幣，惟僅供參考之用。該換算不應視為有關美元數額

已實際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為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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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資產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9,534 70,669 297,778 302,639 
投資物業  21,992 21,864 94,181 93,633 
無形資產  8,997 9,146 38,530 39,16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0 120 514 514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 
金融資產 

 

1,411 1,267 6,043 5,426 
  102,054 103,066 437,046 441,380 
流動資產      
存貨  22,815 20,039 97,706 85,817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  21,278 25,252 91,123 108,142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金融資產  1,197 425 5,126 1,820 
可收回所得稅  840 447 3,597 1,914 
短期銀行存款  19,024 13,430 81,470 57,514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55,661 60,452 238,368 258,886 

  120,815 120,045 517,390 514,093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  26,791 22,328 114,733 95,620 
合約負債  7,046 8,889 30,174 38,067 
應付股息  1,687 - 7,225 - 
所得稅負債  122 564 522 2,415 
銀行及其他借貸  21,921 19,362 93,877 82,918 
租賃負債  844 839 3,614 3,593 
其他非流動負債之流動部分  60 60 257 257 

  58,471 52,042 250,402 222,870 
      
流動資產淨值  62,344 68,003 266,988 291,223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64,398 171,069 704,034 73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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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1,715 21,715 92,994 92,994 
股份溢價  54,664 54,664 234,099 234,099 
其他儲備  (120,349) (121,506) (515,395) (520,349) 
保留溢利  199,911 207,280 856,119 887,677 

  155,941 162,153 667,817 694,421 
非控股權益  483 645 2,068 2,762 
權益總額  156,424 162,798 669,885 697,183 
      
非流動負債      
租賃負債  1,145 1,354 4,903 5,799 
遞延所得稅負債  5,429 5,533 23,250 23,694 
其他非流動負債  1,400 1,384 5,996 5,927 
  7,974 8,271 34,149 35,420 

      
  164,398 171,069 704,034 732,60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 

(美仙/馬仙) 
 

9.24 9.61 39.57 41.15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於2020年6月30日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2020年6月

30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4.2825馬幣換算為馬幣，惟僅供參考之用。該換算不應視為有關美元數額已實際或

可能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為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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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 2019 年 4 月 1 日 21,715 54,664 (113,173) 204,553 167,759 2,062 169,821 

        

期間溢利/(虧損) - - - 2,264 2,264 (129) 2,135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 - (1,723) - (1,723) 7 (1,716) 

不會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 - (114) - (114) (42) (156)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 - - (1,837) - (1,837) (35) (1,872)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全面(虧損) /收益總額 - - (1,837) 2,264 427 (164) 263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2018/2019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1,687) (1,687) - (1,687) 

 - - - (1,687) (1,687) - (1,687) 

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 21,715 54,664 (115,010) 205,130 166,499 1,898 168,397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公司編號：200702000044)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第 1 季度之財務報告 

 

6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 2020 年 4 月 1 日 21,715 54,664 (121,506) 207,280 162,153 645 162,798 

        

期間虧損 - - - (5,682) (5,682) (200) (5,882) 

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 - 1,053 - 1,053 (1) 1,052 

不會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 - 104 - 104 39 143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1,157 - 1,157 38 1,195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1,157 (5,682) (4,525) (162) (4,687)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2019/2020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1,687) (1,687) - (1,687) 

 - - - (1,687) (1,687) - (1,687)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21,715 54,664 (120,349) 199,911 155,941 483 15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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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於 2019 年 4 月 1 日 92,994 234,099 (484,663) 875,998 718,428 8,831 727,259 

        

期間溢利/(虧損) - - - 9,695 9,695 (552) 9,143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 - (7,379) - (7,379) 30 (7,349) 

不會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 - (488) - (488) (180) (668)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 - - (7,867) - (7,867) (150) (8,017)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全面(虧損) /收益總額 - - (7,867) 9,695 1,828 (702) 1,126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2018/2019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7,225) (7,225) - (7,225) 

 - - - (7,225) (7,225) - (7,225) 

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 92,994 234,099 (492,530) 878,468 713,031 8,129 721,160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季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2020年6月30日

之匯率每1美元兌4.2825馬幣換算為馬幣，惟僅供參考之用。該換算不應視為有關美元數額已實際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

何其他匯率換算為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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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於 2020 年 4 月 1 日 92,994 234,099 (520,349) 887,677 694,421 2,762 697,183 

        

期間虧損  - - - (24,333) (24,333) (857) (25,190)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 - 4,509 - 4,509 (4) 4,505 

不會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 - 445 - 445 167 612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4,954 - 4,954 163 5,117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4,954 (24,333) (19,379) (694) (20,073)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2019/2020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7,225) (7,225) - (7,225) 

 - - - (7,225) (7,225) - (7,225)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92,994 234,099 (515,395) 856,119 667,817 2,068 669,885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季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2020年6月30日

之匯率每1美元兌4.2825馬幣換算為馬幣，惟僅供參考之用。該換算不應視為有關美元數額已實際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

何其他匯率換算為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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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季度 截至 6 月 30 日止季度 

 2020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9 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秏)/所得現金 (229) 7,471 (981) 31,994 

已付利息 (160) (160) (685) (685) 

已繳所得稅 (892) (1,035) (3,820) (4,432) 

經營業務(所秏)/所得現金淨額 (1,281) 6,276 (5,486) 26,877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股息 12 11 51 47 

原始到期日三個月以上之短期銀行 
存款增加 (5,594) (348) (23,956) (1,490) 

已收利息 306 361 1,310 1,54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 6 4 26 

購入無形資產  (11) (29)  (47) (124)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146) (218) (625) (934) 

購入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761) - (3,259) - 

投資活動所秏現金淨額 (6,193) (217) (26,522) (929)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收取銀行及其他借貸所得款項 3,917 1,205 16,775 5,160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 (1,376) (2,615) (5,893) (11,199) 

租賃負債本金部分 (212) (168) (908) (719) 

融資活動所得/(所秏)現金淨額 2,329 (1,578) 9,974 (6,75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增加淨額 (5,145) 4,481 (22,034) 19,190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0,452 69,204 258,886 296,3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匯兌調整 354 (525) 1,516 (2,248) 

於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661 73,160 238,368 313,308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4.2825 馬幣換算為馬幣，惟僅供參考之用。該換算不應視為有關美元數額已實際或可能按

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為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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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 
 

A1. 編製基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此財
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
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馬來西亞證券交
易所主要板上市規定(「馬來西亞上市規定」)第 9.22 段之規定而編製。 
 
此財務資料應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此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 
 

A2.  會計政策 
 

除採納下文所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外，所採納會計政策與過往財政年度之會計政策貫徹一致。 
 

(i) 本集團已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詮釋 
 

本集團已於 2020 年 4 月 1 日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首次採納下列準則及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和 8 號之修訂，「重大性之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之修訂，「業務之定義」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和第 9 號之修訂，「利率基準改革」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2018，「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上述修訂對過往期間確認的金額並無影響，且預期不會對本期間或未來期間造成重大影響。 
 

(ii)    尚未採納之新準則及詮釋 
 

若干新訂會計準則及詮釋已經刊發，惟尚未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報告期間強制生效，且本集
團並未提早採納。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2023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和設備：作擬定用
途前之所得款項 

202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2022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參照概念框架 2022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國際
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及其聯營公司或合營
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生效日期待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與新型冠狀病毒有關之租金
減讓 

2020年6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2023年1月1日 
年度改善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8-2020

週期之年度改善 
2022年1月1日 

 
 

 
該等新訂準則及詮釋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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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3. 功能貨幣及換算至呈列貨幣 

 
本集團旗下各實體之財務報表所列項目，均以該實體營運所在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即功能貨幣）
計量。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馬來西亞令吉（「馬幣」）。然而，本集團內各實體可按與其功能貨幣相同
或不同之任何貨幣呈報其財務報表。由於本集團業務屬國際性，故管理層認為使用受全球認可之貨
幣美元（「美元」）作為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貨幣較為恰當。就功能貨幣並非美元之實體而言，
其業績及財務狀況已換算為美元。 
 
本集團內各實體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其各自之功能貨幣為單位計算，並無對本期間之綜合損益表構
成重大影響。 
 
於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由於本集團主要業務位處馬來西亞，因此尤其受美元兌馬幣之匯
率波動影響。 
 

A4. 過往年度財務報表之核數師報告 
 

本集團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之核數師報告並無任何保留意見。 
 
A5. 季節或周期因素 

 
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可能受主要節日或重大事件影響，廣告收入及旅遊業務收入可能因此而有所增
減。 

 
A6. 非經常性項目 
 

本回顧季度內並無任何非經常性項目影響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權益、淨收益或現金流量，除如附
註 B1 和 B2 中所披露，本集團的業務活動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政府為控疫情
而採取的措施所影響。 

 
A7. 估計之變動 

 
過往財政年度所呈報之估計金額並無重大變動以致對本季度之業績構成重大影響。 

 
A8. 債務及股本證券之變動 

 
於回顧季度內並無發行、註銷、回購、轉售及償還債務及股本證券。 

 
A9. 已付股息 

 
於本季度並無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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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0.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集團行政委員會為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管理層根據經集團行政委員會所審閱並用以作出決策之
報告來釐定經營分部。 

 
本集團將全球經營之業務劃分為四個主要經營分部： 

 

出版及印刷：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出版及印刷：香港及台灣 

出版及印刷：北美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出版及印刷分部從事出版、印刷及發行以華文為主的報章、雜誌、書籍及數碼內容。有關分部收益
主要來自報章及雜誌之廣告服務及發行銷售；而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分部之收益則來自銷售旅行
團及提供旅遊服務。 

 

集團行政委員會根據內部財務報告呈列之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其他資料則按
與內部財務報告一致之方式呈列。 

 
本集團於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 

及台灣 北美 小計 

旅遊及 
與旅遊 

有關服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14,276 8,605 1,290 24,171 49 24,220 

       
       
除所得稅前分部(虧損)/溢利   (3,636) (1,921) 124 (5,433) (374) (5,807)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 
淨額      (142) 

       
除所得稅前虧損      (5,949)  
所得稅抵免      67 
       
季度虧損      (5,882)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300 - 1 301 5 306 
融資成本 (13) (130) - (143) (17) (16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85) (299) (39) (1,523) (210) (1,733) 
無形資產攤銷 (198) (26) (2) (226) (1)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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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0.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於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 

及台灣 北美 小計 

旅遊及 
與旅遊 

有關服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7,246 11,737 2,943 41,926 29,706 71,632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2,491 (1,148) (9) 1,334 2,098 3,432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 
淨額      (188) 

       
除所得稅前溢利      3,244 
所得稅支出      (1,109) 
       
季度溢利      2,135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335 7 6 348 13 361 
融資成本 (11) (149) - (160) (9) (16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04) (291) (48) (1,643) (177) (1,820) 
無形資產攤銷 (177) (29) (2) (208) (7) (215) 
       

 
 

分拆收益 
營業額來自出版、印刷及發行以華文為主的報章、雜誌、書籍及數碼內容，以及提供旅遊及與旅遊有關 
服務。 
 
季度內確認的營業額按以下方式分拆：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2020 年 
千美元 

2019 年 
千美元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項目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刻 

 
 
  

報章、雜誌、書籍及數碼內容銷售額，經扣除貿易折扣及退貨 11,917 14,652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5 302 

隨時間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12,254 27,274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44 29,404 

 24,220 7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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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0.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未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 

及台灣 北美 小計 

旅遊及 
與旅遊 

有關服務 對銷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資產 157,174 36,500 13,046 206,720 15,498 
 

(414) 221,804 

        

未能分配之資產       1,065 

        

總資產       222,869 

        

總資產包括：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81 76 - 157 - - 157 

        

        

分部負債 (14,611) (31,160) (7,889)  (53,660)  (4,564)  414 (57,810)  

        

未能分配之負債       (8,635)  

        

總負債       (66,445)  

 
 
 
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 

及台灣 北美 小計 

旅遊及 
與旅遊 

有關服務 對銷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資產 158,529 35,575 10,688 204,792 17,854 (642) 222,004 

        

未能分配之資產       1,107 

        

總資產       223,111 

        

總資產包括：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1,213 484 41 1,738 1,466 - 3,204 

        

        

分部負債 (12,458) (28,872) (6,063) (47,393) (6,126) 642 (52,877) 

        

未能分配之負債       (7,436) 

        

總負債       (6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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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0.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對銷指分部間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之對銷。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無形資產、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
資產、存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短期銀行存款以及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惟主要不包括本集團遞延所得稅資產及可收回所得稅。  
 
分部負債主要包括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合約負債、銀行及其他借貸、租賃負債及其他非流動負債，
惟主要不包括本集團遞延所得稅負債及所得稅負債。 

 
A11.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估值 

 
於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本集團並無重估其物業、廠房及設備。 

 
A12. 結算日後之重大事項 

 
本集團並無結算日後的重大事項。 

 

A13. 本集團組成之變動 
 

於本回顧季度內本集團之組成並無重大變動。 
 
A14. 資本承擔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尚未履行之資本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千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獲批准並已訂約 61 

 已獲批准但未訂約 - 
 61 

無形資產：  

 已獲批准並已訂約 502 

 已獲批准但未訂約 -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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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5. 關連人士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向關連公司收取之廣告收入(附註 1) - (1) 
向關連公司提供會計及行政服務(附註 1) - (4) 
由一間關連公司提供工程專業服務(附註 1) - 12 
由一間關連公司提供法律服務(附註 2) 6 18 
向一間關連公司購買機票(附註 1)                                                                                                                                                       - 4 
向一間關連公司購買蜜糖(附註 1) 2 - 
向關連公司支付之租金(附註 1) 23 23 
   
   

 
 
 

 

  
附註： 
 
1) 本公司若干股東及董事為此等關連公司之股東及/或董事。 
2) 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之董事為該關連公司之聯繫人士。 
3) 上述所有交易均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且有關金額已按訂約各方雙互協定之預定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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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 
 
B1.  表現分析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2020  2019  
變動百分比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4,220 71,632 -66.2%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5,949) 3,244 -283.4%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虧損)/
盈利 

(4,135) 5,087 -181.3% 

 
本集團於回顧季度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 71,632,000 美元減少 66.2%至 24,220,000 美元。該跌幅主要
由於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之不利影響，致旗下出版及印刷分部以及旅遊分部之營業額分別較
去年同期下跌 42.3%及 99.8%。由於營業額下降，本集團於本季度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 5,949,000 美
元，而去年同期則為除所得稅前溢利 3,244,000 美元。 
 
本季度之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虧損為 4,135,000 美元，相對去年同季則為除息、稅、折舊及攤銷
前溢利 5,087,000 美元。 
 
於本季度，馬來西亞令吉（「馬幣」）及加拿大元（「加元」）兌美元貶值，為本集團營業額帶來負面
匯兌影響約 630,000 美元，而對本集團除所得稅前虧損則產生正面匯兌影響約 159,000 美元。 

 
出版及印刷 
 
出版及印刷分部營業額由去年同季的 41,926,000 美元下跌至 24,171,000 美元。此 42.3%的跌幅主要
是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及各行業造成不利影響，導致本集團所有市場的廣告收入均下降。
該分部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 5,433,000 美元，相對去年則為除所得稅前溢利 1,334,000 美元。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都實施了封鎖和其他限制措施，以遏制冠狀病毒的傳
播。馬來西亞從 2020 年 3 月中旬至 2020 年 6 月上旬實施了行動管制令（「行動管制令」），管制期間
除基本保障服務外，所有其他工作場所必須關閉。行動管制令既打擊了零售業，對馬來西亞的廣告
支出亦產生了負面影響。行動管制令也影響了報紙和雜誌的派遞，因此影響了該分部的發行收入。 
 
由於該地區經濟放緩，導致本集團馬來西亞和其他東南亞分部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的 27,246,000 美
元下降 47.6%至 14,276,000 美元。營業額下降導致本季度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 3,636,000 美元，去年
同期則為除所得稅前溢利 2,491,000 美元。 
 
由於疫情持續對經濟活動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本季度香港經濟同比下跌 9%。隨著經濟收縮，本集團
香港和台灣分部的營業額同比下降 26.7%至 8,605,000 美元，而該分部除所得稅前虧損由去年的
1,148,000 美元擴大至 1,921,000 美元。 
 
於本季度，由於地區疫情下的經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本集團北美分部錄得營業額 1,290,000 美元，
較去年同季的 2,943,000 美元減少 56.2%。儘管營業額下跌，該分部仍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 124,000
美元，去年同季則為除所得稅前虧損 9,000 美元，主要由於節省成本，以及加拿大政府的紓困措施
有助降低該分部的運營成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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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1.  表現分析(續)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的服務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及隨後的封鎖措施令旅遊業陷入停頓，給本集團旅遊業務造成重大的收入損失。
本集團旅遊分部之營業額較去年同季的 29,706,000 美元大幅下降近 100%至 49,000 美元。在積極的
成本削減措施和政府紓困補貼緩和收入急劇下降的影響支持下，該分部錄得季度除所得稅前虧損
374,000 美元，去年同季則為除所得稅前溢利 2,098,000 美元。 

 
 

B2. 與上一季度比較之業績變動 
 

 (未經審核)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24,220 38,457 -37.0% 

除所得稅前虧損 (5,949) (1,537) -287.1% 

 

由於疫情繼續沖擊環球經濟，本集團於本季度錄得總營業額 24,220,000 美元，較上一季度減少 37.0%。
旗下出版及印刷分部之營業額由上一季度的 33,765,000 美元減少 28.4%至 24,171,000 美元。同時，
旅遊分部營業額亦由上一季度的 4,692,000 美元下跌 99.0%至 49,000 美元。 
 
營業額下跌導致本集團本季度除所得稅前虧損由上一季度的 1,537,000 美元擴大至 5,949,000 美元。 

 
B3.  本年度展望 

 
2020 年迄今為止對全球大多數行業都是艱鉅及充滿挑戰的一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許多國家
正處於第二或第三波感染浪潮，加上疫苗仍然未面世，因此全球商業和消費者需求仍然疲軟。因此，
本集團預計未來的商業環境將極為艱難，對其旅遊分部尤甚，由於大多數國家邊境因疫情仍然關閉。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積極的成本控制措施，並尋求調整其運營和營銷的方法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商業環
境，從而盡量將疫情對盈利的不利影響減至最低。 隨著標準作業程式及社交距離已成為生活的一部
分，本集團將繼續利用其印刷和數碼平台，舉辦更多的網絡研討會和虛擬活動及混合活動，以增加
收入。此外，由於疫情期間大多數學校轉為網上授課，網上學習資源需求日益增長，本集團的出版
部門已加大力度提升服務，以擴大在這個增長中的市場所佔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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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4.  溢利預測及溢利擔保 
 

本集團概無於任何公眾文件內作出任何溢利預測或溢利擔保。 
 
B5.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減)/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84 (5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撥
備)/撥回及撇銷 (132) 134 

存貨減值撥備及撇銷 (40) (4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 (10) 
 
除上文及於 A10 中所述外，於馬來西亞上市規定附錄 9B 第 A(16)段要求之其他項目並不適用。 

 
 
B6.  所得稅支出/(抵免)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支出/(抵免)指：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20 2019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所得稅支出 64 1,16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2) 
遞延所得稅抵免 (131) (54) 
 (67) 1,109 

 

 

 

本集團於本回顧季度之實際稅率較馬來西亞之法定稅率 24%為高，主要由於本集團本季度錄得虧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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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7.  企業活動狀況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即不早於此財務資料刊發前7日)，概無已公布但尚未完成之企業提案。 

 

B8.  集團借貸 
 
 本集團於2020年6月30日之借貸如下： 
 

     (未經審核) 
 有抵押  無抵押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      
銀行借貸 20,127  1,794  21,921 

 
本集團借貸以下列貨幣計值： 

 

 (未經審核)    
 千美元 
  
馬幣 1,600 

 港元 19,884 

 美元 437 

 21,921 

 
於2020年6月30日及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以債務淨值除以擁有人權益計算之淨資本負債比率為
零。 

 
B9.  重大訴訟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旗下數間成員公司面臨數項涉及索賠之誹謗訴訟。本集團已對該等指控
作出強力抗辯。儘管於此等財務資料獲授權刊發當日，訴訟之最終裁決仍未能確定，惟本公司董事
認為，有關最終責任(如有)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B10. 應付股息 
 
就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獲豁免繳稅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0美仙，總計1,687,000
美元，已於2020年7月30日派付。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季度派發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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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2020 年 2019 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千美元) (5,682) 2,264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87,236,241 1,687,236,241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美仙) (0.34) 0.13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美仙) (0.34) 0.13 

 
 
 

由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季度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故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
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B12. 或然事項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向銀行抵押短期銀行存款516,000美元(於2020年3月31日: 516,000美元)，
以取得已發行之銀行擔保。 

 
 
 
 
 
 
 

 
承董事會命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田淑嫻 
湯秀珺 
聯席公司秘書 
2020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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