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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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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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及本集團於合營企
業及聯營公司之權益，連同2013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4 237,136 251,787
已售貨品成本 (153,761) (158,600)

  

毛利 83,375 93,187
其他收入 6 5,369 5,681
其他收益淨額 7 185 600
銷售及分銷支出 (35,202) (35,892)
行政支出 (20,725) (20,000)
其他經營支出 (3,127) (3,333)

  

經營溢利 29,875 40,243
融資成本 8 (3,452) (4,390)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虧損 (137) (203)

  

除所得稅前溢利 26,286 35,650
所得稅支出 9 (7,793) (9,885)

  

期間溢利 18,493 25,765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8,324 25,393
 非控股權益 169 372

  

18,493 25,76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美仙） 10 1.09 1.51
 攤薄（美仙） 10 1.09 1.51

股息 11 7,255 1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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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期間溢利 18,493 25,765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1,031) (7,641)

  

除稅後之期間其他全面虧損 (1,031) (7,641)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7,462 18,124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7,289 17,748
 非控股權益 173 376

  

17,462 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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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4年 於2014年
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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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87 144,308
 投資物業 17,082 17,144
 無形資產 72,194 72,92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157 1,455
 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權益 2,812 2,956

  

234,232 238,783
  

流動資產
 存貨 57,994 52,38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7 97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275 23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68,342 67,779
 可收回所得稅 304 6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8,828 102,852

  

235,840 224,03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74,982 68,746
 所得稅負債 5,595 5,384
 銀行及其他借貸 14 9,796 12,726
 其他非流動負債之流動部分 61 62

  

90,434 86,918
  

流動資產淨值 145,406 137,11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79,638 37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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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81) (79,946)
 保留溢利
 — 擬派股息 7,255 11,473
 — 其他 220,975 209,906

228,230 221,379
  

223,628 217,812
非控股權益 6,989 7,237

  

權益總額 230,617 225,049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14 137,174 137,804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002 12,306
 其他非流動負債 845 741

  

149,021 150,851
  

379,638 375,900
  



– 4 –

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
料（「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內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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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1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此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會計政策

編製此中期財務資料時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本公司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所
載本公司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載者一致。

概無於此中期期間首次生效之經修訂準則或詮釋預期將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

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的所得稅乃按預計年度總盈利所適用的稅率作出撥備。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其他已頒布但於2014年4月1日開始之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
修訂準則及準則修訂。本集團現正評估此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對準則之修改於應用初
期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所帶來之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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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功能貨幣並非呈列貨幣（即美元）之實體而言，其業績及財政狀況已換算為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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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收益表構成重大影響。

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基於馬來西亞為集團業務的主要營運地，因此尤其受美元
兌馬幣之匯率波動影響，期內確認之匯兌變動儲備減少1,035,000美元，主要來自美元兌
馬幣之匯率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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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經集團行政委員會所審閱並用以作出決策之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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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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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內容及書籍。有關
分部收入主要來自報章及雜誌之廣告及發行銷售；而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分部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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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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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97 34,684 11,846 178,727 58,409 237,136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24,697 2,084 (193) 26,588 3,463 30,051
     

未能作出分配之利息支出 (3,304)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
 費用淨額 (324)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
 之虧損 (137)

 

除所得稅前溢利 26,286
所得稅支出 (7,793)

 

期間溢利 18,493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795 128 – 923 8 931
利息支出 (112) (36) – (148) – (14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333) (738) (210) (5,281) (61) (5,342)
無形資產攤銷 (450) (75) (38) (563) (10) (573)
所得稅（支出）╱收入 (6,314) (706) 68 (6,952) (841) (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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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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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58 34,157 13,059 192,374 59,413 251,787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 34,040 1,764 155 35,959 4,704 40,663
     

未能作出分配之利息支出 (4,248)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
 費用淨額 (562)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
 之虧損 (203)

 

除所得稅前溢利 35,650

所得稅支出 (9,885)
 

期間溢利 25,765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727 92 – 819 4 823

利息支出 (142) – – (142) – (14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213) (688) (194) (5,095) (22) (5,117)

無形資產攤銷 (455) (65) (44) (564) (10) (574)

所得稅支出 (8,623) (510) (211) (9,344) (541) (9,885)

營業額源自出版、印刷及發行以華文為主的報章、雜誌、電子內容及書籍，以及提供旅遊
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於期內確認之營業額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128,038 136,595

報章、雜誌、電子內容及書籍之銷售額，
 經扣除貿易折扣及退貨 50,689 55,779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58,409 59,413
  

237,136 25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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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4年9月30日之分部資產如下：

（未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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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874 73,489 16,205 448,568 19,725 (186) 468,107
      

未能分配之資產 1,965
 

總資產 470,072
 

總資產包括：
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權益 – 2,812 – 2,812 – – 2,812
添置非流動資產（遞延所得稅
 資產除外） 2,011 439 705 3,155 44 – 3,199

於2014年3月31日之分部資產如下：

（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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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121 72,071 16,813 445,005 15,387 (221) 460,171
      

未能分配之資產 2,647
 

總資產 462,818
 

總資產包括：
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權益 – 2,956 – 2,956 – – 2,956

添置非流動資產（遞延所得稅
 資產除外） 9,840 711 289 10,840 329 – 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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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權
益、存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惟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可
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上市股本證券）、可收回所得稅及本
公司持有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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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於馬來西亞、其他東南亞國家、香港及中國內地（「主要營運國家」）從事出版
及印刷業務。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出版及印刷業務來自外來客戶之收入
按營運國家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主要營運國家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132,197 145,158

 香港及中國內地 34,684 34,157

其他國家 11,846 13,059
  

178,727 192,374
  

於2014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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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4年 於2014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主要營運國家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203,671 207,786

 香港及中國內地 21,245 21,817

其他國家 8,159 7,725
  

233,075 237,328
  

5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僱員褔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58,958 57,117

使用之原材料及消耗品 50,411 55,13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342 5,117

無形資產攤銷 573 574

存貨撥備及撇銷 73 7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撥備及撇銷 44 21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25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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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舊報紙及雜誌廢料銷售 2,352 2,578

其他與媒體有關之收入 1,173 1,427

利息收入 931 823

租金及管理費收入 713 710

特許權及版權收入 123 84

股息收入 9 9

其他 68 50
  

5,369 5,681
  

7 其他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匯兌收益淨額 146 374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39 (11)

其他 – 237
  

185 600
  

8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短期銀行借貸之利息 148 4,390

中期票據之利息 3,304 –
  

3,452 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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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支出

本集團香港業務之所得稅已根據期內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2013年：
16.5%）計提撥備。本集團馬來西亞業務之所得稅則根據期內來自馬來西亞之估計應課稅
溢利以稅率25%（2013年：25%）計算。其他國家溢利之稅項則按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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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稅項
 本期 778 1,077

馬來西亞稅項
 本期 7,552 8,307

其他國家稅項
 本期 460 24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7) 6

遞延所得稅（收入）╱支出 (980) 248
  

7,793 9,885
  

所得稅支出乃按管理層預期整個財政年度之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率的估計確認。

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18,324 25,393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87,238,924 1,687,239,968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1.09 1.51
  

每股攤薄盈利（美仙） 1.09 1.51
  

由於截至2014年及2013年9月30日止6個月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故每股攤薄盈利與
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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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歸屬於本期間之股息：
擬付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430美仙
 （2013/2014年度：0.750美仙） 7,255 12,654

  

於本期間支付之股息：
2013/2014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80美仙
 （2012/2013年度：1.015美仙）（附註 a） 11,473 17,125

  

董事會宣布就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430美仙（2013/2014

年度：0.750美仙）。股息將於2015年1月15日以馬幣或港元（「港元」）現金並參考馬來西亞國
家銀行於2014年11月26日中午12時正所報美元適用之匯率中位數釐定之匯率向於2014年
12月17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支付。此中期股息並未於此中期財
務資料中列作應付股息。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於2014年11月26日中午12時正所報美元兌馬幣及美元兌港元之匯率中
位數以及應付第一次中期股息金額如下：

匯率
每股

普通股股息

美元兌馬幣 3.3475 1.439馬仙
美元兌港元 7.7548 3.335港仙

附註：

(a) 第二次中期股息指就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之股息每股普通股0.680美仙，已
於2014年8月1日派付予本公司股東。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4年 於2014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賬款 58,203 57,228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1,939) (1,848)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附註） 56,264 55,380
按金及預付款項 7,478 8,227
其他應收賬款 4,600 4,172

  

68,342 6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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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4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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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0日，貿易應收賬款淨額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4年 於2014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41,642 38,400

61至120日 10,671 13,412

121至180日 2,852 2,366

180日以上 1,099 1,202
  

56,264 55,380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4年 於2014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21,270 18,85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35,463 29,922

預收款項 15,933 16,737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2,316 3,232
  

74,982 68,746
  

於2014年9月30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附註： 於2014年9月30日，貿易應付賬款淨額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4年 於2014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18,954 16,025

61至120日 1,986 1,956

121至180日 147 212

180日以上 183 662
  

21,270 1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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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及其他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4年 於2014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
 短期銀行借貸（有抵押） 1,455 765

 短期銀行借貸（無抵押） 8,341 11,961
  

9,796 12,726
  

非流動
 中期票據（無抵押） 137,174 137,804

  

銀行及其他借貸總計 146,970 150,530
  

銀行及其他借貸之變動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於4月1日 150,530 170,602

新增銀行及其他借貸 9,335 7,857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 (12,276) (9,117)

利息支出 – 829

貨幣匯兌差額 (619) (8,415)
  

於9月30日 146,970 16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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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摘要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變動

營業額 237,136 251,787 –5.8%
除所得稅前溢利 26,286 35,650 –26.3%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34,722 44,908 –22.7%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1.09 1.51 –27.8%

整體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2014/2015年度上半年面對艱鉅的營商環境。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6個
月之營業額按年下跌5.8%或14,651,000美元至237,136,000美元。除所得稅前溢利
由去年同期之35,650,000美元下跌26.3%或9,364,000美元至26,286,000美元。

本集團之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較去年同期減少22.7%或10,186,000美元
至34,722,000美元。

本集團之出版及印刷分部受到市況低迷及市場競爭激烈之不利影響，分部營
業額下跌7.1%或 13,647,000美元至178,727,000美元。收益下跌因白報紙成本下跌
及嚴謹控制成本而得以緩和。除所得稅前溢利較去年減少26.1%或9,371,000美
元至26,588,000美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旅遊分部之分部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分別按年下跌1.7%
及26.4%至58,409,000美元及3,463,000美元。分部溢利減少乃由於期內在旅遊業
市場競爭激烈下收益減少，以及經營支出增加所致。

期內，由於馬來西亞令吉及加拿大元兌美元貶值，令本集團營業額及除所得
稅前溢利分別錄得約3,602,000美元及455,000美元的負面匯兌影響。

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為1.09美仙，較去年同期的1.51美
仙下跌0.42美仙或27.8%。

於2014年9月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08,828,000美元，較2014年3
月31日上升5.8%；而本集團之淨資本負債比率則由2014年3月31日之21.9%下降
至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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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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消費意欲疲弱的背景下，加上發生馬航MH370及MH17客機空難的負面影響，
以及缺乏去年大選期間的政治宣傳廣告，分部收益下跌8.9%或12,961,000美元
至132,197,000美元。惟部分收益跌幅被減省的營運成本所抵銷，致使馬來西亞
分部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24,697,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下
跌27.4%或9,343,000美元。

本集團之馬來西亞報章業務旗下包括《星洲日報》、《中國報》、《光明日報》及《南
洋商報》，該等報章均為有關市場的業內翹楚，合共約佔馬來西亞所有華文報
章銷量之70.4%，並佔華文報章廣告開支約74.5%。

優質的新聞使我們在華文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中享有優勢，讀者選取我們的
刊物因其可信納且能提供及時資訊和見解。

《星洲日報》繼續為馬來西亞最暢銷及擁有最廣泛讀者群之報章，根據出版銷
數公證會 (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報告，《星洲日報》於2013年7月至2013年12月
期間之每日發行量為381,864份。《中國報》繼續保持其市場份額，發行量較去年
同期增加1,549份至239,015份，穩守馬來西亞最暢銷晚報地位，並為當地第二
最受歡迎華文報章。《光明日報》維持其於馬來西亞半島北部市場最多讀者人
數之華文報章地位，每日發行量達106,005份。《南洋商報》以報道商業及經濟新
聞為主，目標對準華人商界。

本集團亦為馬來西亞具領導地位的華文雜誌出版商，出版一份小報及19份雜誌。

馬來西亞雜誌廣告市場於2014年4月至2014年9月期間錄得4.5%負增長，而發行
市場亦繼續面對海外雜誌及其他新媒體之競爭威脅。面對此等挑戰，本集團
繼續憑藉其業內領先地位，擴展至涵蓋更多主要界別，並擴大來自贊助商、
展覽會、展銷會及電子媒體之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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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中國內地

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的香港及中國內地出版業務錄得分部營
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分別34,684,000美元及2,084,000美元，按年增幅分別為1.5%
及18.1%。表現有所改善，主要由於物業發展商及代理商因應香港物業市場近
期交投活躍而加強宣傳，因而錄得較高廣告收益所致。

《明報》無懼市場競爭激烈，穩守香港最具影響力及公信力報章之一的地位。《明
報》致力提供高質素專業新聞報導，準確而全面報道本地及海外政經及社會議
題。

本集團之上市附屬公司萬華媒體集團（「萬華媒體」）為本集團於大中華地區之
旗艦媒體，主要從事出版華文生活雜誌，並經營數碼及戶外媒體業務。截至
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萬華媒體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分別下跌8.8%及
51.5%。業績倒退乃主要由於廣告商在疲弱的零售市道下收緊預算，特別是華
貴品及著名品牌客戶，導致廣告收益減少。

北美

受當地消費氣氛低迷及第一季度的惡劣天氣所影響，本集團於北美之出版及
印刷業務營業額由去年之13,059,000美元下跌9.3%至11,846,000美元。因此，該分
部錄得期內虧損193,000美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155,000美元。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本集團旗下由翠明假期及Delta Group營運之旅遊分部錄得營業額58,409,000美元，
較去年同期下跌1.7%或1,004,000美元。於回顧期內，香港旅遊業務繼續面對來
自本地旅遊業市場激烈競爭及定價壓力，期內收入減少，惟部分跌幅被北美
旅行團業務收益增長所抵銷。由於收入減少及營運開支上升，旅遊分部的除
所得稅前溢利為3,463,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之4,704,000美元下跌26.4%。

數碼媒體

本集團的策略目標為令收益及溢利達致可持續增長。因此，本集團會繼續促
進核心出版營運的盈利能力及增長，並加快電子數碼化功能及建立借助集團
內容及讀者資源的新業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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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對加強其編採內容以及提升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作
長期投資，以推動印刷及網上刊物的讀者人數增長。除報章及雜誌網站的全
面網上組合外，本集團亦為旗下所有報章（即《星洲日報》、《中國報》、《光明日報》、
《南洋商報》及《明報》）及主要雜誌提供訂閱電子版。電子報章及電子雜誌將為
本集團致力迎合不斷增加的網上讀者的方式之一。

借助本集團旗下媒體資源的宣傳效力，本集團已推出名為「熱購」(Logon)的網
上交易平台，目標對象為本集團本身的獨有網上社群。「熱購」為雙語平台，專
門為新業務及現有中小型企業推出網上業務而設。自今年10月以來，本集團
已舉辦一系列講座及工作坊，以向銷售人員、商號及廣告客戶介紹有關業務
模式。「熱購」擬於本財政年度最後一季開始營運。該新業務模式預期有助促
進收益並增加本集團於電子商務範疇的知名度。

本集團已於2014年7月推出「百格時視」(Pocketimes)。「百格時視」為新流動裝置
影片內容平台，對象為於馬來西亞之年輕流動裝置用戶。除播放每日早晨新
聞外，該平台亦提供即時新聞及現場新聞報導。本集團冀可藉此擴闊客戶基
礎及增加收益。

前景

我們預期下半財政年度的營商環境將變得更艱難及充滿挑戰。

馬來西亞政府的津貼合理化措施以及即將實行的商品及服務稅為當本地經濟
帶來更多不明朗因素。受當地業界及消費者繼續抱持審慎態度影響，本集團
預料馬來西亞分部將面對疲弱的廣告營商環境。

香港及中國內地零售業，尤其是華貴品市場，出現持續放緩跡象，部分原因
為中國內地加強控制政府開支。廣告商對其支出會更為審慎，將對本集團於
相關市場的廣告收入構成影響。

受到市場競爭越趨激烈以及伊波拉病毒疫情影響，本集團旅遊業務將持續面
臨嚴峻的經營環境。

正面消息方面，白報紙價格預期於本財政年度餘下時間將持續疲弱。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提高營業收入及市場份額，同時透過嚴格成本控制以加強
整體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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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14年9月30日， 若 干 附 屬 公 司 賬 面 淨 值10,817,000美 元（2014年3月31日：
11,974,000美元）之全部資產已按一般抵押協議抵押予若干銀行，作為本集團獲
授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或然負債

於2014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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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於此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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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0日，獲本集團之已訂約但未於此中期財務資料撥備之物業、廠
房及設備資本開支為1,970,000美元，而未訂約且未於此中期財務資料撥備之
已審批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開支則為5,930,000美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淨資本負債比率

於2014年9月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08,828,000美元（2014年3月31日：
102,852,000美元），而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則為146,970,000美元（2014年3月31日：
150,530,000美元）。負債淨值為38,142,000美元（2014年3月31日：47,678,000美元）。
擁有人權益為223,628,000美元（2014年3月31日：217,812,000美元）。

於2014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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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014年3月31日：21.9%）。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4年9月30日，本 集 團 有4,613名 僱 員（2014年3月31日：4,6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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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數字。概無董事或
其任何聯繫人士參與釐定其本身之酬金。本集團已設立購股權計劃，作為對
董事及合資格僱員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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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根據馬來西亞公司法之條文，本公司於2014年9月於香港聯交所公開市場以每
股2.15港元之價格購回其上市股份合共2,000股，致使有關股份購回授權之有
償債能力聲明生效。購回以內部產生之資金支付。購回之詳情概述如下：

（未經審核）

年╱月

已購回
普通股

股份數目
每股回購價

總購回代價 等值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港元 美元

2014年 9月 2,000 2.15 2.15 4,300 555
   

所有於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購回之股份已被註銷，本公司之已發行股
本亦已按購回股份之面值相應減少。就該等股份支付之溢價已自股份溢價賬
扣除，而相等於被註銷股份面值之金額則由本公司之保留溢利轉撥至股本贖
回儲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
概無購買及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且本公司亦無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
市證券。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於2014年12月17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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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資格收取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430
美仙，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2014年12月16日（星
期二）下午4時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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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7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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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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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中期股息將於2015年1月15日派付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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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1日至2014年12月17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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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會致力實踐企業管治之最高水平，並奉行按照馬來西亞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馬來西亞守則」）及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香港守則」）之建議而制定之管治框架來營運。本公司已採納馬來西亞
守則之原則及推薦意見及香港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作為其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守則所載守則條文。至於馬來西亞守則，除 (i)
委任一名資深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ii)委任一名獨立非執行主席或設立由大部
分獨立董事組成之董事會外，本公司於可能情況下一直遵守馬來西亞守則所
載原則及推薦意見。董事會將繼續檢討及評估馬來西亞守則項下之推薦意見，
並致力達到及維持良好企業管治水平。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 (i)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第14章（上市證券買賣）（「馬
來西亞證交所上市規定第14章」）及 (ii)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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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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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

中期財務業績之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本集團所採納會
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此中期財務資料亦已由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國
際審計和核證準則委員會頒布之國際審閱業務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
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承董事會命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張裘昌
董事

2014年11月26日

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
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張裘昌先生、黃澤榮先生及梁秋明先生；非執行董事
張聰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俞漢度先生、丹斯里拿督劉衍明及天猛公拿督
肯勒甘雅安納天猛公柯。

本公布以英文及中文發出。中、英文版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