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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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布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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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098-A）

（香港股份代號：685）
（馬來西亞股份代號：5090）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

全年財務業績公布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之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5 285,560 284,963
已售貨品成本 (194,458) (185,638)

  

毛利 91,102 99,325
其他收入 6 7,931 7,850
其他收益淨額 7 107 2,912
銷售及分銷支出 (48,403) (52,264)
行政支出 (29,568) (30,363)
其他經營支出 (9,826) (10,911)

  

商譽減值撥備前經營溢利 11,343 16,549
商譽減值撥備 (15,227) (20,709)

  

經營虧損 (3,884) (4,160)
融資成本 9 (2,653) (2,793)
應佔稅後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業績 – 79

  

除所得稅前虧損 (6,537) (6,874)
所得稅支出 10 (5,179) (5,331)

  

年度虧損 (11,716) (12,205)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1,293) (11,485)
 非控股權益 (423) (720)

  

(11,716) (12,2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美仙） 11 (0.67) (0.68)
 攤薄（美仙） 11 (0.67)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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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度虧損 (11,716) (12,205)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已重新分類或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8,653) 21,645
  由出售附屬公司釋出之貨幣換算差額 215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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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9) –
  退休福利承擔之重新計量 251 (304)

  

除稅後之年度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14,126) 27,224
  

年度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5,842) 15,019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3,836) 14,108
 非控股權益 (2,006) 911

  

(25,842) 1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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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
3月31日

於2018年
3月31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9,209 94,253
 投資物業 20,913 16,437
 無形資產 9,141 26,863
 遞延所得稅資產 224 243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
  金融資產 13 3,044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3 – 8,979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 143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 129

  

112,531 147,047
  

流動資產
 存貨 24,869 17,64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3 – 96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444 36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4 35,945 44,820
 可收回所得稅 637 1,550
 短期銀行存款 5,951 18,3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9,204 101,923

  

137,050 184,71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5 32,796 51,753
 合約負債 18,858 –
 所得稅負債 853 773
 銀行及其他借貸 16 19,912 68,447
 其他非流動負債之流動部分 45 78

  

72,464 121,051
  

流動資產淨值 64,586 63,65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7,117 2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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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
3月31日

於2018年
3月31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1,715 21,715
 股份溢價 54,664 54,664
 其他儲備 (113,173) (100,380)
 保留溢利 204,553 221,670

  

167,759 197,669
非控股權益 2,062 4,099

  

權益總額 169,821 201,768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5,967 7,405
 其他非流動負債 1,329 1,533

  

7,296 8,938
  

177,117 2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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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資料（「綜合財
務資料」）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
重估按公平值列賬之投資物業、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及按公平值經
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作出調整。此綜合財務資料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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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行準則之詮釋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於2018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
準則：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之修訂：「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一併應
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釐清」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詮釋：「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轉讓投資物業」

• 年度改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4年至2016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影響於下文附註3披露。
其他新訂準則並未對本集團會計政策構成任何重大影響，且毋須予以追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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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如下：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5年至2017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2019年 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計劃調整、削減或結算 2019年 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2019年 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2020年 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具有負面補償之提前還款特性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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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者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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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之概念框架 修訂財務報告之概念框架 2020年 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2019年 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2021年 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因素 2019年 1月1日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已於2016年1月頒布。由於剔除經營租賃與融資租賃之
分別，此將導致絕大部分主要租賃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根據新訂準則，資
產（租賃項目之使用權）及支付租金之金融負債須予確認。唯一例外情況為短期
及低價值租賃。

出租人之會計處理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使用權資產初步按成本計量，隨後按成本（惟若干例外情況除外）減累計折舊及
減值虧損計量，並就租賃負債任何重新計量作出調整。租賃負債初步按非當日
支付租賃付款之現值計量。其後，租賃負債就（其中包括）利息及租賃付款以及租
賃修訂之影響作出調整。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有關租賃負債之租賃
付款之本金部分將呈列為融資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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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於2019年3月31日，本集團有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4,417,000美元。初步評估顯示，
該等安排將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界定租賃之定義。於應用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後，本集團將就所有該等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應負債，惟
符合低價值或短期租賃資格則作別論。此外，應用該等新規定可能導致計量、
呈列及披露產生變動。本集團已評估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業
績之影響，預期本集團須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該等租賃承擔之使用權資產及
租賃負債。

本集團將於強制採納日期2019年1月1日應用該準則。本集團擬應用簡化過渡方法，
且不會就首次採納前年度重列比較金額。

概無其他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或經修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預期會對本集團構
成重大影響。

3. 自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以來對財務報表之
影響

本附註闡釋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
客戶合約之收益」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影響，並披露自2018年4月1日起應用之新會
計政策（倘有別於過往期間所應用的政策）。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採納之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確認、
分類及計量、金融工具之終止確認、金融資產之減值及對沖會計之條文。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亦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 — 披露」等其他金融工具相
關準則作出重大修訂。

自2018年4月1日起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會計政策變動及於本集團綜合
財務報表確認之金額有所調整。新會計政策載列於下文附註3(a)(1)及3(a)(2)。根據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過渡條文，概無重列比較數字。因此，對金融資產或負債之
賬面值作出之任何調整於本報告期初確認，而差額於期初保留溢利中確認。減值撥
備於比較期間未有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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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類及計量

於2018年4月1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初次應用日期），本集團管理層已評
估適用於本集團所持金融資產之業務模式及現金流量合約條款，並將金融工具
分類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其後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或損益入賬）
計量，以及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適當類別。上述重新分類變動對本集團金融資產
構成之主要影響如下：

非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經
其他全面

收益入賬之
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經
損益入賬之
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 2018年3月31日之期末結餘
 —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 8,979 361 96
投資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
 分類至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
 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經
 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i) – – 96 (96)
投資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經
 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
 金融資產（「按公平值經其他
 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ii) 8,979 (8,979) – –

    

於2018年4月1日之期初結餘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8,979 – 457 –

    

該等變動對本集團權益之影響如下：

對可供
出售金融
資產儲備
之影響

對按公平值
經其他

全面收益
入賬之金融
資產儲備
之影響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於2018年3月31日之期末結餘 — 國際會計
 準則第39號 4,295 –
投資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ii) (4,295) 4,295

  

於2018年4月1日之期初結餘 — 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 – 4,295

  

附註：

(i) 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若干非上市會籍債券投資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經損益
入賬之金融資產（於2018年4月1日為96,000美元）。該等投資不符合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按攤銷成本計量分類標準，原因為其現金流量並非僅對
本金及利息之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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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呈列先前獲分類為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之若干權益投資之公平值變動，原因為該等投資乃作為長期策略
性投資持有，預計短期至中期內不會出售。因此，公平值為8,979,000美元之
資產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
資產，而相關公平值收益於2018年4月1日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儲備重新分
類至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儲備。

(iii) 其他金融資產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持作買賣其他上市股本證券須分類為按公平
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不會影響就該等資
產確認之金額。

(2) 金融資產減值

本集團有以下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須遵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
下新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須就上述類型資產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其減值方法。

自2018年4月1日起，本集團按前瞻性基準評估與按攤銷成本列賬之債務工
具有關之預期信貸虧損。所採用減值方法取決於信貸風險有否顯著增加。

本集團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簡化方法計量預期信貸虧損，即就所
有貿易應收賬款撥備整個存續期之預期虧損。為計量預期信貸虧損，貿易
應收賬款已根據共享信貸風險特徵及逾期天數分類。本集團根據相關風險
特徵及逾期天數對不同類別貿易應收賬款應用不同預期虧損率。按攤銷成
本計量之其他金融資產包括其他應收賬款。於2018年4月1日，本集團已將預
期信貸虧損模式應用於其他應收賬款，而減值方法變動對本集團之綜合財
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而期初虧損撥備亦無就此重列。

雖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短期銀行存款亦須遵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減值
規定，但已識別減值虧損並不重大。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 採納之影響

本集團自2018年4月1日起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導致
會計政策變動及於綜合財務報表確認之金額有所調整。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
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已選擇採用經修訂追溯法進行過渡，使本集團能將初次應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累計影響，確認為對2018年4月1日保留溢利期初結餘之
調整。

會計政策已作出變動以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
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中關於收益及成本之確認、分類及計量之條文以及相關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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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影響如下：

(1) 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之呈列

於2018年4月1日進行重新分類以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採用術語一致。

合約資產指本集團就向客戶轉讓商品或服務換取代價而尚未成為無條件之權利，
此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評估減值。相反，應收賬款指本集團收取代價
之無條件權利，即到期應付代價僅需等待時間推移即可收取。

合約負債指本集團因已自客戶收取代價（或可自客戶收取代價）而須轉讓商品或
服務予客戶之義務。

本集團之合約負債指本集團預先收取訂閱旗下出版刊物之款項及旅遊業務收取
之客戶訂金，本集團將於交付該等刊物及向客戶提供旅行服務時確認相關收益。
該等款項先前入賬列作預收款項，並歸類為「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如何確認收益並無重大影響，過渡至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於2018年4月1日之保留溢利亦無影響。

(2) 出版及印刷業務之會計處理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在報章及雜誌出版
時隨時間確認。

報章、雜誌及書籍之發行及訂閱銷售收益（經扣除貿易折扣及退貨）在貨品控制
權轉移至客戶時於某一時刻確認，一般與付運日期相同。已收訂閱戶之未賺取
訂閱費計入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合約負債。

(3)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之會計處理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旅行團收益乃於服務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隨時
間確認，原因是客戶同時接收並消耗本集團履約所提供之利益。

提供旅遊相關配套產品及服務、銷售機票、酒店住宿及酒店套餐之收益於機票
預訂服務交付至客戶並獲客戶接納時確認。本集團為該等交易之代理人，收益
按淨額基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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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財務狀況之影響如下：

於2018年4月1日

綜合財務狀況表（摘錄） 如前呈報

根據國際
財務報告

準則第15號
重新分類 經重列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51,753 (18,443) 33,310
合約負債 – 18,443 18,443

   

51,753 – 51,75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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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對本年度之綜
合損益表構成重大影響。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由於本集團業務之主要部分位處馬來西亞，因此對美元兌馬
幣之匯率波動尤其敏感，已確認之匯兌變動儲備減少8,460,000美元，主要來自美元兌馬
幣之匯率變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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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報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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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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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
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
台灣及

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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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906 50,654 13,397 193,957 91,603 285,560
      

除所得稅前分部（虧損）╱溢利 (2,215) (3,394) (2,267) (7,876) 4,579 (3,297)
     

未能分配之融資成本 (2,404)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836)

 

除所得稅前虧損 (6,537)
所得稅支出 (5,179)

 

年度虧損 (11,716)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2,902 16 9 2,927 57 2,984
融資成本 (71) (178) – (249) – (24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801) (1,218) (253) (7,272) (36) (7,308)
無形資產攤銷 (701) (187) (8) (896) (33) (929)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476) – – (476) – (476)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2,750) – – (2,750) – (2,750)
商譽減值撥備 (15,227) – – (15,227) – (1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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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
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
台灣及

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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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848 51,583 15,662 210,093 74,870 284,963
      

除所得稅前分部（虧損）╱溢利 (2,959) (585) (2,533) (6,077) 2,361 (3,716)
     

未能分配之融資成本 (2,594)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564)
 

除所得稅前虧損 (6,874)

所得稅支出 (5,331)
 

年度虧損 (12,205)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2,356 31 21 2,408 35 2,443

融資成本 (131) (68) – (199) – (19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497) (1,283) (302) (8,082) (72) (8,154)

無形資產攤銷 (720) (194) (13) (927) (35) (962)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949) – – (949) – (949)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5,146) – – (5,146) – (5,146)

商譽減值撥備 (20,709) – – (20,709) – (20,709)

應佔稅後合營企業及
 聯營公司之業績 – 79 – 79 –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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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收益

營業額源自出版、印刷及發行以華文為主之報章、雜誌、書籍及數碼內容，以及提供旅遊
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年內確認之營業額按以下方式分拆：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項目

 報章、雜誌、書籍及數碼內容銷售額，經扣除
  貿易折扣及退貨 64,865 64,091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129,092 146,002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91,603 74,870
  

285,560 284,963
  

於2019年3月31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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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760 42,672 10,562 221,994 26,435 (270) 248,159
      

未能分配之資產 1,422
 

總資產 249,581
 

總資產包括：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5,892 376 44 6,312 18 – 6,330

       

分部負債 (19,186) (30,300) (6,384) (55,870) (15,985) 270 (71,585)
      

未能分配之負債 (8,175)
 

總負債 (7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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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8年3月31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
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
台灣及

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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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775 49,690 11,705 306,170 23,321 (96) 329,395
      

未能分配之資產 2,362
 

總資產 331,757
 

總資產包括：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 143 – 143 – – 143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678 9,240 41 9,959 28 – 9,987

       

分部負債 (23,626) (16,536) (7,100) (47,262) (14,711) 96 (61,877)
      

未能分配之負債 (68,112)
 

總負債 (129,989)
 

對銷指分部間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之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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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存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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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平值
經損益入賬之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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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承擔、界定福利計劃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以及其他非流動負債，惟主要不包括本公司所發行之中期票據、本集團
遞延所得稅負債及所得稅負債。

於2019年及2018年3月31日，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總值按營運國家
分析如下：

於3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88,942 116,256

香港及台灣 16,533 23,676

其他國家 6,832 6,872
  

112,307 146,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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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股息收入 17 16

利息收入 2,984 2,443

特許權及版權收入 176 159

其他與媒體有關之收入 1,596 1,759

租金及管理費收入 829 814

舊報紙及雜誌廢料銷售 2,255 2,556

其他 74 103
  

7,931 7,850
  

7.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視作出售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收益 – 2,71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淨額 516 239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12) 18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121) –

出售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之虧損 (218) –

匯兌虧損淨額 (58) (61)
  

107 2,912
  

8.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無形資產攤銷 929 96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308 8,154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之直接成本 77,800 63,728
僱員褔利支出（包括董事酬金） 87,515 91,17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2,013 (1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虧損撥備及撇銷 290 75
存貨減值撥備及撇銷 227 268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476 949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2,750 5,146
使用之原材料及消耗品 43,107 4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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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融資成本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中期票據之利息費用 2,404 2,594
銀行借貸之利息費用 249 199

  

2,653 2,793
  

10. 所得稅支出

本集團香港業務之所得稅已根據年內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2018年：
16.5%）計提撥備。本集團馬來西亞業務之所得稅根據年內來自馬來西亞之估計應課稅溢
利以稅率24%（2018年：24%）計算。其他國家溢利之稅項按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
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支出包括：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稅項
 本年度 663 53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5) (19)

馬來西亞稅項
 本年度 5,219 6,69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7) 115

其他國家稅項
 本年度 474 28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6 (244)

遞延所得稅抵免 (1,151) (2,036)
  

5,179 5,331
  

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千美元） (11,293) (1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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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仙） (0.67) (0.68)
  

每股攤薄虧損（美仙） (0.67) (0.68)
  

由於截至2019年及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
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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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息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歸屬於本年度之股息：
已付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8美仙
 （2017/2018年度：0.25美仙） 3,037 4,218

於報告期間完結後宣派第二次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10美仙（2017/2018年度：0.18美仙） 1,687 3,037

  

4,724 7,255
  

於本年度支付之股息：
2017/2018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8美仙
 （2016/2017年度：0.36美仙）（附註 a） 3,037 6,074

2018/2019年度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8美仙
 （2017/2018年度：0.25美仙）（附註b） 3,037 4,218

  

6,074 10,292
  

董事會宣布就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0美仙（2017/2018

年度：0.18美仙）。股息將於2019年7月12日以馬幣或港元（「港元」）現金（按截至2019年3月31

日止年度用以換算功能貨幣為非美元之附屬公司業績之平均匯率兌換）向於2019年6月20

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支付。馬來西亞股東毋須就收取本公司宣
派之股息繳稅，原因為根據1967年馬來西亞所得稅法附表6第28段，有關股息屬於來自外
地之收入。此中期股息並未於此綜合報表資料中確認為應付股息。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美元兌馬幣及美元兌港元之平均匯率以及應付第二次中期股
息金額如下：

匯率
每股普通股

股息

美元兌馬幣 4.0692 0.407馬仙
美元兌港元 7.8312 0.783港仙

附註：

(a) 就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8美仙（總計3,037,000

美元）已於2018年7月13日派付。

(b) 就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之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8美仙（總計3,037,000

美元）已於2018年12月28日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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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i)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當中包括並非持作買賣之股本證券，而本集團於初步確認時不可撤回地選擇於此類
別確認。此乃策略性投資，本集團認為此分類較具關聯。

上市股本證券
（附註1）
千美元

於2018年3月31日之期末結餘 —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
投資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經其他
 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8,979

 

於2018年4月1日之期初結餘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8,979
貨幣換算差額 4
自其他全面收益扣除之公平值虧損 (5,939)

 

於2019年3月31日之期末結餘 3,044
 

(ii) 過往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包括以下類別之金融資產：

非上市
會籍債券

上市
股本證券
（附註1）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2017年4月1日 97 – 97
增添 – 3,096 3,096
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公平值收益 – 5,883 5,883
貨幣換算差額 (1) – (1)

   

於2018年3月31日 96 8,979 9,075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時調整
投資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
 至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96) – (96)
投資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
 金融資產 – (8,979) (8,979)

   

於2018年4月1日 – – –
   

附註：

(1) 餘額指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之毛記葵涌有限公司普通股公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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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3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賬款（附註） 29,189 36,796

減：貿易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2,068) (2,290)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27,121 34,506

按金及預付款項 7,036 7,599

其他應收賬款 1,788 2,715
  

35,945 44,820
  

於2019年及2018年3月31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附註：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一般介乎7至120日。

於2019年及2018年3月31日，貿易應收賬款（包括應收關連方之貿易款項）按發票日
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3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18,565 24,134

61至120日 5,955 7,358

121至180日 1,217 2,019

180日以上 3,452 3,285
  

29,189 36,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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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3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12,905 12,75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9,891 20,560

預收款項 – 18,443
  

32,796 51,753
  

於2019年及2018年3月31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附註： 於2019年及2018年3月31日，貿易應付賬款（包括應付關連方之貿易款項）按發票日
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3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10,993 9,051

61至120日 1,718 3,184

121至180日 63 49

180日以上 131 466
  

12,905 12,750
  

16. 銀行及其他借貸

於3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
 銀行借貸
  – 有抵押 18,125 4,346

  – 無抵押 1,787 5,856
  

19,912 10,202

 中期票據（無抵押） – 58,245
  

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 19,912 6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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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摘要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變動百分比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85,560 284,963 0.2%
除所得稅以及商譽、物業、廠房及
 設備減值撥備前溢利 11,440 18,981 –39.7%
商譽減值撥備 (15,227) (20,709) 26.5%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2,750) (5,146) 46.6%
除所得稅前虧損 (6,537) (6,874) 4.9%
年度虧損 (11,716) (12,205) 4.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1,293) (11,485) 1.7%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4,595 8,687 –47.1%
每股基本虧損（美仙） (0.67) (0.68) 1.5%

整體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之營業額為285,560,000美元，較去年284,963,000美元略微增
加0.2%。略有改善主要由於旅遊分部收益由去年74,870,000美元增長22.3%至
91,603,000美元。另一方面，本集團出版及印刷分部之收益由去年210,093,000美
元按年下跌7.7%至193,957,000美元。

本集團於2018/2019年度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6,537,000美元，而2017/2018年度除
所得稅前虧損則為6,874,000美元。虧損主要源自商譽以及若干廠房及機器減
值撥備合共17,977,000美元（2017/2018年度：25,855,000美元）。本集團扣除所得稅
及上述撥備前之溢利為11,440,000美元，較去年18,981,000美元減少39.7%。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美元兌馬來西亞令吉（「馬幣」）走弱，兌加拿大元（「加
元」）則走強，導致本集團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虧損分別產生淨正面匯兌影響
約2,494,000美元及1,621,000美元。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為0.67美仙，而去年則為每股基本
虧損0.68美仙。於2019年3月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短期銀行
存款合共75,155,000美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則為9.94
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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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回顧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於馬來西亞，根據尼爾森 (Nielsen)之資料，2018/2019財政年度廣告開支 (adex)達
到56億馬幣，主要受到政府部門及機構以及政黨支出增加所帶動。雖然傳統
媒體廣告開支與2017/2018財政年度相比下跌10.2%，但當中部分跌幅可歸因於
轉投至數碼廣告。

回顧本年度，華文報章廣告開支佔馬來西亞報章總廣告支出約34.9%，而本集
團旗下4份報章則佔華文報章總廣告開支約70.7%。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馬來西亞之營業額由去年142,848,000美元下跌9.1%
至129,906,000美元。營業額下跌主要由於廣告收益減少，但因分部之數碼業務
收益增加而抵銷部分。此外，自2018年3月以來，本集團旗下4份馬來西亞報章
之報價上漲亦為此分部營業額帶來正面影響。分部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2,215,000
美元，而去年除所得稅前虧損則為2,959,000美元。此乃由於就商譽以及若干廠
房及機器計提減值撥備合共17,977,000美元（2017/2018年度：25,855,000美元）。分
部扣除所得稅及上述撥備前之溢利為15,762,000美元，較去年22,896,000美元減
少31.2%。分部經營業績倒退主要由於廣告收益減少，惟有關減幅因數碼業務
收益增加及減省成本而部分抵銷。

本集團高踞馬來西亞華文傳媒集團龍頭，包括4大日報及一系列雜誌。根據馬
來西亞出版銷數公證會發布之最新數據，本集團穩佔馬來西亞華文報章印刷
及數碼複製版本平均每日總發行銷量之82.2%，領先華文報業同行。

據馬來西亞出版銷數公證會表示，於2018年1月至6月期間，馬來西亞華文日
報龍頭《星洲日報》之平均每日發行量達293,804份。本集團不斷拓展數碼業務，
《星洲日報》之電子版平均每日總量達117,656份，而《星洲日報》、《光明日報》及《中
國報》之電子版合計平均每日總量則達139,42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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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深明需要穩健而有效之編輯工作流程及平台之重要。因此，根據其「數
碼優先 (Digital First)」計劃，《星洲日報》宣布推出「合併媒體系統 (merged media 
system)」，而編輯部已於2019年2月採納有關系統。此新設編輯系統與嶄新線上
門戶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一同推出。通過新系統，記者可使用流動電話隨時
隨地發布新聞及視頻，使內容得以盡快審閱及發布至各門戶網站。新系統引
領現行編輯團隊全面轉型，團隊可製作不同類型內容迎合各平台需求。推出
全新編輯系統有助於發布內容吸引年輕讀者，同時亦可挽留所有現有及潛在
讀者群及廣告商。本集團亦希望從本身製作及發布之內容聯播及交叉推廣中
套現獲利。

本集團將繼續尋求新成本管理方法，包括僱員重組及再培訓，盡量提高印刷
及數碼業務之營運效率。

香港、台灣及中國內地

在私人消費及固定投資放緩之環境下，2018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增長減慢至3.0%，
而2017年 則 為3.8%。於2019年2月，香 港 零 售 業 銷 貨 額 於24個 月 內 首 次 下 跌
10.5%，預計2019年第一季度之零售業總銷貨額按年下跌1.2%。由此反映消費
情緒審慎，因各種外部不明朗因素而受壓，包括中美貿易局勢動盪不安，繼
而影響中國經濟及消費者之消費能力。

經濟增長放緩導致本集團來自此分部之收益減少。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
香港、台灣及中國內地業務錄得總營業額50,654,000美元，較去年51,583,000美
元下跌1.8%。此分部除所得稅前虧損由去年585,000美元擴大至3,394,000美元，
主要由於收益減少，以及去年業績當中計入視作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之收益2,716,000美元。

2018年標誌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明報》就此發表一系列深入報道，分析其起
源、意義及影響。年內，《明報》亦推出專題副刊，報道西九龍高鐵站開幕及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推行。有關報道從政治、經濟及社會角度切入，深度分
析有關新措施為香港帶來之影響及機遇。此外，新副刊《Discover Hong Kong》讓
讀者更了解香港及市民。報章文化組亦進行革新，新添哲學、歷史及科技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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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於香港報業公會舉辦的「2018年香港最佳新聞獎」中獲頒14個獎項，包
括夢寐以求之冠軍及亞軍獎項。

本集團旗下教科書出版業務繼續穩步發展，預期可望通過增加出版及與本集
團其他刊物合作，實現進一步收益增長及提升利潤。

本集團旗下上市附屬公司萬華媒體集團於大中華地區出版華文生活時尚雜誌
及提供戶外媒體服務，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營業額為12,632,000美元，
按年下跌約1.4%。收益減少主要由於萬華媒體集團自2018年7月起終止經營中
國內地業務。萬華媒體集團之香港及台灣分部收益增加3.4%，主要由於其來
自製作視頻、社交媒體及網站之數碼業務收益增加。受收益增長及減省成本
所帶動，萬華媒體集團之經營業績有所改善，於下半年更錄得溢利，而年內
除所得稅前虧損亦成功由去年2,603,000美元減少至1,517,000美元。

北美

北 美 出 版 及 印 刷 業 務 錄 得 營 業 額 減 少14.5%至13,397,000美 元，而 去 年 則 為
15,662,000美元。加拿大經濟放緩及房地產市場疲弱，以及來自其他數碼媒體
之競爭，該分部業務帶來負面打擊。此外，本集團自2018年11月起終止經營紐
約業務。儘管收益錄得雙位數跌幅，惟此分部虧損由2,533,000美元收窄10.5%
至2,267,000美元，主要歸功於提高效率及生產力所帶來的成本節省。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與去年業績相比，本年度旅遊分部錄得收益增長22.3%及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
增長93.9%。年度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分別為91,603,000美元及4,579,000美元，
而去年分別為74,870,000美元及2,361,000美元。業績改善主要由於此分部豪華
旅行團（特別是目的地為中國及歐洲）之需求增加。

數碼業務

本集團繼續拓展及製作新數碼產品，最新產品可用於製作趣味十足的視頻故事。
本集團與專業作家一同合作為廣告商創作別樹一幟之劇本及故事情節。

馬來西亞業務受惠於本集團之整合策略，當中廣告商獲提供一系列印刷、數
碼及現場活動相結合的方案，從而接觸目標對象。業績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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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透過《星洲日報》及《中國報》網站及應用程式實現更高流量，並在包括
其社交媒體網站在內之其他數碼平台推動下邁步向前。在本集團芸芸出版物中，
《星洲日報》及《中國報》繼續吸引最多獨立訪客及最高瀏覽量。於2018/2019財政
年 度 最 後 一 個 月，《光 明 日 報》網 站guangming.com.my之 獨 立 訪 客 量 增 長 超 逾
100%。

此外，在獨立訪客量錄得兩位數強勁增長之支持下，本集團旗下4份報章及
Pocketimes之瀏覽量按年平均增長100%。

Pocketimes之視頻瀏覽量錄得年度增長162%。除內容營銷外，Pocketimes亦提供
允許與客戶直接交流之內容協作。Pocketimes憑藉其講故事之專長，提供全方
位數碼營銷解決方案。

於本財政年度，《明報》官網mingpao.com以及其主要網站，包括news.mingpao.com、 
ol.mingpao.com及mpfinance.com已進行版面及內容上之改進，並優化搜索引擎，
務求為訪客帶來更佳體驗，同時提升流量及收益。此外，相關應用程式亦已
升級，以便為讀者提供更順暢之良好閱讀體驗，並提高報章於流動通訊市場
之滲透率。

根據Google Analytics之資料，mingpao.com之網頁瀏覽量按年增長10%，於2018年
10月 至2019年3月 期 間 由307,000,000次 增 至338,000,000次，並 於2019年1月至3月
期間由150,000,000次增至165,000,000次。

此 外，根 據Socialbakers於2019年1月 之 統 計 數 據，mingpao.com之 facebook專 頁 於
香港百大媒體專頁中排行第27位，並於所有華文報章當中名列第3位。

前景

本集團預期下一財政年度之經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中美貿易戰如箭在弦，
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不確定性，並可能對本集團來年表現產生不利影響。

即使面臨重重挑戰，本集團將繼續專注發展核心業務，同時於新市場及渠道
探索增長機遇。

出版業務將繼續致力改進內容以滿足讀者需要，並為廣告商設計嶄新廣告方案，
同時亦會不斷努力提高成本效益，運用科技進一步發展及增強旗下數碼內容
及平台功能。白報紙價格喜見回落，有助降低本集團生產成本。

針對旅遊分部，本集團將繼續借助本身專業知識及全球旅遊網絡為客戶量身
設計趣味十足的旅行方案，讓客戶享受獨一無二的旅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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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19年3月31日，一間附屬公司若干賬面淨值為3,045,000美元之資產（2018年：
零）已抵押予一間銀行以取得銀行融資。

或然負債

於2019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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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於此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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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承擔

於2019年3月31日，本集團已獲批淮及已訂約但未於此綜合財務資料撥備之物
業、廠房及設備資本開支金額為1,279,000美元，而已獲批淮但未訂約且未於此
綜合財務資料撥備之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開支金額則為48,000美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淨資本負債比率

於2019年3月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短期銀行存款為75,155,000
美元（2018年：120,235,000美元），而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則為19,912,000美元（2018
年：68,447,000美元）。現金淨值為55,243,000美元（2018年：51,788,000美元）。擁有
人權益為167,759,000美元（2018年：197,669,000美元）。

於2019年及2018年3月31日，本集團按債務淨額除擁有人權益計算之淨資本負
債比率為零。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9年3月31日，本集團有3,556名僱員（2018年：3,944名僱員），其中大部分於
馬來西亞及香港受聘。本集團乃根據業內慣例及個別僱員之表現釐定僱員之
酬金。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酬金經由薪酬委員會定期審閱，當中考慮到本
集團之經營業績、個別表現及可比較市場統計數字。概無董事或其任何聯繫
人士參與釐定本身之酬金。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 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概無購買及出售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且本公司亦無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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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股東週年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擬於2019年8月14日（星期三）舉行。本公司將於2019年8
月6日（星期二）至2019年8月14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香港股東之
股份過戶手續，期間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應屆股東
週年大會，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2019年8月5日（星
期一）下午4時30分前，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辦理登記手續。馬來西亞股東方面，
馬來西亞之託管人須持有於2019年8月5日（星期一）下午4時正前就股份過戶而
過戶至託管人證券賬戶之股份方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有意要求將名下股份於馬來西亞過戶處與香港過戶處之間互相轉移之股東務
請注意，轉移要求將於2019年8月 6日（星期二）至2019年8月14日（星期三）（包括
首尾兩天）暫停受理。

就第二次中期股息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於2019年6月20日（星期四）暫停辦理香港股東之股份過戶手續，當日
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0
美仙，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2019年6月19日（星期三）
下午4時30分前，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辦理登記手續。馬來西亞股東方面，
馬來西亞之託管人須持有以下股份方符合資格收取股息：(i)於2019年6月20日（星
期四）下午4時正前就股份過戶而過戶至託管人證券賬戶之股份；及 (ii)根據馬
來西亞證交所上市規則於馬來西亞證交所買入隨附股息權利之股份。第二次
中期股息將於2019年7月12日（星期五）派付予股東。

有意要求將名下股份於馬來西亞過戶處與香港過戶處之間互相轉移之股東務
請注意，轉移要求將於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至2019年6月20日（星期四）（包括
首尾兩天）暫停受理。

企業管治

董事會（「董事會」）致力實踐企業管治之最高水平，並奉行按照2017年馬來西亞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馬來西亞守則」）及香港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
則（「香港守則」）之建議而制定之管治框架進行營運。本公司已採納馬來西亞
守則之原則及建議以及香港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作為其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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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馬來西亞守則，除 (i)董事會至少須有過半數成員為獨立董事；(ii)董事會
須至少有30%為女性董事；(iii)以具名方式披露5大高級管理層之薪酬組成部分，
包括薪金、花紅、實物利益及其他酬金，並以50,000馬幣作間距呈列；及 (iv)本
公司應採納國際認可之整合性報告架構外，本公司於可能情況下一直遵守馬
來西亞守則所載原則及建議。董事會將繼續檢討及評估馬來西亞守則項下之
建議，並致力達到及維持良好企業管治水平。

本公司2018/19年度報告將包括一份列明本集團企業管治框架以及解釋如何應
用馬來西亞守則之建議及香港守則所載守則條文之詳盡企業管治概況報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 (i)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規定第14章（上市證券買賣）（「馬
來西亞證交所上市規定第14章」）及 (ii)香港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香港標準守則」）所載規定及守則。經本公司具
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年度內一直遵守 (i)馬來西亞證
交所上市規定第14章及 (ii)香港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經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認同，本初步公布所載本集團截至
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有
關附註內數字，等同本集團年內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所載數目。羅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之相關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審
核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業務準則所進行之核證業務，因此羅
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不會就本初步公布作出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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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之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
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風險管理及內部
監控系統以及財務報告事宜。

承董事會命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張裘昌
董事

2019年5月28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聰女士、張裘昌先生及梁秋明先生；
非執行董事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俞漢度先生、拿督張啓
揚及邱甲坤先生。

本公布以英文及中文發出。中、英文版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