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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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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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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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4 168,251 197,280
已售貨品成本 (108,606) (125,156)

  

毛利 59,645 72,124
其他收入 6 4,434 4,173
其他虧損淨額 7 (102) (178)
銷售及分銷支出 (28,543) (29,527)
行政支出 (15,763) (17,123)
其他經營支出 (2,815) (3,080)

  

經營溢利 16,856 26,389
融資成本 8 (2,624) (2,823)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溢利 311 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543 23,571
所得稅支出 9 (4,674) (7,199)

  

期間溢利 9,869 16,372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0,169 16,453
 非控股權益 (300) (81)

  

9,869 16,3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美仙） 10 0.60 0.98
 攤薄（美仙） 10 0.60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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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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期間溢利 9,869 1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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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2) (24,907)

  

除稅後之期間其他全面虧損 (9,052) (24,907)
  

期間全面收益╱（虧損） 817 (8,535)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49 (8,383)
 非控股權益 (332) (152)

  

817 (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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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6年
9月30日

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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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36 114,596
 投資物業 14,769 15,451
 無形資產 50,384 53,516
 遞延所得稅資產 532 300
 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權益 931 749

  

172,252 184,612
  

流動資產
 存貨 28,850 23,86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7 97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338 34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47,883 51,669
 可收回所得稅 1,313 1,40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5,708 140,950

  

214,189 218,32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53,282 53,131
 所得稅負債 4,247 3,871
 銀行及其他借貸 14 54,743 58,453
 其他非流動負債之流動部分 79 83

  

112,351 115,538
  

流動資產淨值 101,838 102,79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4,090 28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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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35) (107,715)
 保留溢利 244,406 244,360

  

204,050 213,024
非控股權益 5,364 5,703

  

權益總額 209,414 218,727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14 54,407 57,663
 遞延所得稅負債 9,172 9,981
 其他非流動負債 1,097 1,031

  

64,676 68,675
  

274,090 28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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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

1 編製基準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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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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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截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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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所
載本公司截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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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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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日開始之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
修訂準則及對準則之修改。本集團現正評估此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準則修訂於應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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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損益表構成重大影響。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基於集團業務的主要部分位處馬來西亞，因此對承受美元
兌馬幣之匯率波動影響尤其顯著，期內確認之匯兌變動儲備減少9,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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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及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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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及電子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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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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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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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73 27,415 8,837 122,025 46,226 168,251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16,209 (1,027) (766) 14,416 2,780 17,196
     

未能作出分配之利息支出 (2,611)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
 費用淨額 (353)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
 之溢利 311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543
所得稅支出 (4,674)

 

期間溢利 9,869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1,666 47 9 1,722 10 1,732
利息支出 (6) (7) – (13) –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555) (746) (178) (4,479) (64) (4,543)
無形資產攤銷 (403) (111) (7) (521) (20) (541)
所得稅（支出）╱抵免 (4,115) (70) 196 (3,989) (685) (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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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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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69 31,070 9,798 138,837 58,443 197,280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21,106 336 (754) 20,688 6,020 26,708
     

未能作出分配之利息支出 (2,754)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
 費用淨額 (388)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
 之溢利 5

 

除所得稅前溢利 23,571

所得稅支出 (7,199)
 

期間溢利 16,372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1,180 100 – 1,280 6 1,286

利息支出 (43) (26) – (69) – (6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752) (769) (193) (4,714) (62) (4,776)

無形資產攤銷 (453) (83) (10) (546) (23) (569)

所得稅（支出）╱抵免 (5,461) (380) 76 (5,765) (1,434) (7,199)

營業額源自出版、印刷及發行以華文為主的報章、雜誌、書籍及電子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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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85,421 97,973

報章、雜誌、書籍及電子內容銷售額，
 經扣除貿易折扣及退貨 36,604 40,864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46,226 58,443
  

168,251 19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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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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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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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873 58,641 13,650 366,164 18,105 (213) 384,056
      

未能分配之資產 2,385
 

總資產 386,441
 

總資產包括：
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
 之權益 – 931 – 931 – – 931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508 637 43 1,188 50 – 1,238

       

分部負債 (22,529) (13,847) (6,819) (43,195) (9,419) 213 (52,401)
      

未能分配之負債 (124,626)
 

總負債 (17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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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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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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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346 60,419 14,197 383,962 16,877 (167) 400,672
      

未能分配之資產 2,268
 

總資產 402,940
 

總資產包括：
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
 之權益 – 749 – 749 – – 749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2,065 1,075 103 3,243 69 – 3,312

       

分部負債 (20,901) (16,255) (6,690) (43,846) (8,968) 167 (52,647)
      

未能分配之負債 (131,566)
 

總負債 (18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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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不包括本集團遞延所得稅資
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及可收回所得稅及本公司全部
資產。

分部負債主要包括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退休福利承擔、界定福利計劃負債及短期銀行
借貸，惟不包括本集團遞延所得稅負債及所得稅負債及本公司全部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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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於馬來西亞、其他東南亞國家、香港、台灣及中國內地（「主要營運國家」）從事
出版及印刷業務。截至2016年及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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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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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73 97,969

 香港、台灣及中國內地 27,415 31,070

其他國家 8,837 9,798
  

122,025 138,837
  

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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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9月30日

於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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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58 159,413

 香港、台灣及中國內地 17,645 17,755

其他國家 7,017 7,144
  

171,720 184,312
  

5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僱員褔利支出（包括董事酬金） 48,755 50,778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之直接成本 39,184 48,057

使用之原材料及消耗品 28,055 33,29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543 4,776

無形資產攤銷 541 56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撥備及撇銷 191 276

存貨減值撥備及撇銷╱（撥回） 81 (5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2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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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利息收入 1,732 1,286
舊報紙及雜誌廢料銷售 1,280 1,516
其他與媒體有關之收入 886 801
租金及管理費收入 394 417
特許權及版權收入 73 104
股息收入 11 8
其他 58 41

  

4,434 4,173
  

7 其他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2) 11
匯兌虧損淨額 (100) (189)

  

(102) (178)
  

8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中期票據之利息 2,611 2,754
短期銀行借貸之利息 13 69

  

2,624 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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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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6.5%）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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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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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支出包括：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稅項
 本期 567 936

馬來西亞稅項
 本期 4,495 5,714

其他國家稅項
 本期 244 79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3 (83)

遞延所得稅抵免 (635) (165)
  

4,674 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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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10,169 16,453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87,236,241 1,687,237,050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0.60 0.98
  

每股攤薄盈利（美仙） 0.60 0.98
  

由於截至2016年及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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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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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0美仙
 （2015/2016年度：0.500美仙） 6,074 8,436

  

於本期間支付之股息：
2015/2016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00美仙
 （2014/2015年度：0.500美仙）（附註 a） 10,123 8,436

  

董事會宣布就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360美仙（2015/2016
年度：0.500美仙）。股息將於2016年12月30日（星期五）以馬幣或港元現金，按截至2016年9
月30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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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15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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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期間美元兌馬幣及美元兌港元之平均匯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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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34 1.448馬仙
美元兌港元 7.7542 2.792港仙

附註：

(a) 第二次中期股息指就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之股息每股普通股0.600美仙，已
於2016年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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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9月30日

於2016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賬款 39,900 44,144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085) (2,132)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附註） 37,815 42,012
按金及預付款項 7,166 6,274
其他應收賬款 2,902 3,383

  

47,883 5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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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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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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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9月30日

於2016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27,589 29,113

61至120日 8,160 9,409

121至180日 1,223 2,140

180日以上 843 1,350
  

37,815 42,012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6年
9月30日

於2016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15,708 13,08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24,305 26,011

預收款項 12,112 13,711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1,157 320
  

53,282 53,131
  

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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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30日，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6年
9月30日

於2016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9,958 11,076

61至120日 5,413 1,796

121至180日 168 84

180日以上 169 133
  

15,708 1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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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及其他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6年
9月30日

於2016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
 短期銀行借貸（有抵押） 130 361

 短期銀行借貸（無抵押） 206 429

 中期票據（無抵押） 54,407 57,663
  

54,743 58,453
  

非流動
 中期票據（無抵押） 54,407 57,663

  

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 109,150 11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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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於4月1日 116,116 131,091

新增銀行及其他借貸 2,534 1,706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 (2,973) (10,912)

貨幣匯兌差額 (6,527) (19,188)
  

於9月30日 109,150 102,697
  

15 出售計劃

茲 提 述 本 公 司 於2016年8月1日 之 公 布，董 事 會 公 布 於2016年7月22日Comwell Investment 

Limited（「Comwell」）（一間本公司全資持有的附屬公司）（作為賣方）、本公司（作為擔保人）及
青島西海岸控股（國際）有限公司（「青島西海岸」）（作為買方）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據此，
Comwell有條件同意出售而青島西海岸有條件同意購入292,700,000股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
司（「萬華媒體」）股份（佔萬華媒體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3.01%）。青島西海岸為於英屬維爾京
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最終控股股東為中國國有企業青島西海岸發展（集團）有限
公司。

茲提述本公司於2016年11月28日之公布，董事會公布於2016年11月28日，Comwell與青島西
海岸訂立補充協議，將股份轉讓之最後完成日期延後至2017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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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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變動

營業額 168,251 197,280 –14.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543 23,571 –38.3%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20,519 30,453 –32.6%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0.60 0.98 –38.8%

整體業務回顧

2016/2017年度上半年，本集團仍然面對疲弱消費意欲及廣告市場萎縮所帶來
之 挑 戰。截 至2016年9月30日 止6個 月，本 集 團 之 營 業 額 按 年 下 跌14.7%或
29,029,000美元至168,251,000美元，而除所得稅前溢利則由去年同期之23,571,000
美元減少38.3%或9,028,000美元至14,543,000美元。

2016/2017年度上半年之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較去年同期下跌32.6%或
9,934,000美元至20,519,000美元。

本集團旗下出版及印刷分部因消費意欲及商界環境疲弱而受到不利影響。與
去 年 同 期 相 比，分 部 營 業 額 由138,837,000美 元 下 跌12.1%或16,812,000美 元 至
122,025,000美元，而除所得稅前溢利則由去年同期之20,688,000美元減少30.3%
或6,272,000美元至14,416,000美元。

本集團旅遊分部錄得營業額46,226,000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0.9%或12,217,000
美元。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由6,020,000美元按年下跌53.8%或3,240,000美元至
2,780,000美元。

於2016/2017年度上半年，馬來西亞令吉（「馬幣」）及加拿大元（「加元」）兌美元呈
弱勢，令本集團收益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分別錄得約4,493,000美元及799,000美元
之負面匯兌影響。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為0.60美仙，較去年同期之0.98美
仙下跌0.38美仙或38.8%。

於2016年9月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35,708,000美元，較2016年3
月31日下跌3.7%；而本集團之淨資本負債比率為零，與2016年3月31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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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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馬來西亞之業務因廣告市場疲軟及消費意欲低迷、馬幣貶值、石油
及天然氣價格持續低迷而受負面影響。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首6個月，馬來西亞分部之營業額為85,773,000美元，較去
年同期下跌12.4%或12,196,000美元。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下跌23.2%或4,897,000
美元至16,209,000美元，在收益縮減情況下，有效實施成本控制策略已緩和部
分跌幅。美元兌馬幣升值，對分部業績構成不利匯兌影響。倘剔除匯兌影響，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跌幅約為19.4%。

儘管業務環境嚴峻，本集團仍為馬來西亞最具影響力之華文媒體企業。本集
團於馬來西亞半島之平均每日讀者總人數達2,600,000人，佔回顧期內馬來西
亞所有華文報章（以印刷及電子複製版本形式出售）約79%。

《星洲日報》繼續保持領先地位，佔據馬來西亞華人市場多數份額。根據出版
銷數公證會 (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報告（「出版銷數公證會報告」），《星洲日報》
於2015年7月至12月期間之平均每日發行量為407,977份（包括印刷及電子版本）。

《中國報》繼續為馬來西亞最受歡迎之晚報，讀者人數在馬來西亞華文報章中
排行第二。根據出版銷數公證會報告，《中國報》於2015年7月至12月期間之平
均每日發行量為212,431份（包括印刷及電子版本）。

《光明日報》為馬來西亞半島北部具領導地位之華文報章。該報於2015年7月至
12月期間之平均每日發行量為96,913份（包括印刷及電子版本）（資料來源：出
版銷數公證會報告）。

《南洋商報》繼續在商業及經濟報道方面一支獨秀，服務教育水平較高之華人
商界專業人士、行政人員及經理等優質讀者。該報將繼續貫徹其報道任務，
製作高質素之新聞內容以更切合其有洞察力的讀者的需求。

配合全球發行量走勢，本集團已實施多項策略性措施以擴大讀者基礎，以及
維持其市場領導地位並達致長期可持續增長。在應付印刷版本讀者減少事宜
同時，本集團已成功擴大其電子版本（尤其是《星洲日報》）之讀者基礎，從而抵
銷印刷版本讀者人數的減少，致使本期間錄得整體讀者人數淨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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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台灣及中國內地

於2016/2017年度上半年，本集團於香港、台灣及中國內地之出版及印刷業務
錄得總營業額27,415,0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下跌11.8%或3,655,000美元。本地消
費意欲疲弱加上內地旅客人數持續減少及旅客消費下跌對本分部零售銷售及
經濟帶來重大負面影響。由於多個行業因需求疲軟而大幅削減其廣告開支，
本集團表現因而受影響。受營業額下跌影響，分部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1,027,000
美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336,000美元。

於回顧期內，就發行量及市場份額而言，本集團之教育產品業務在印刷及數
碼市場方面均維持穩健增長。本集團將繼續憑藉其資源及分銷網絡，進一步
擴張此業務。

北美

區內經濟放緩繼續影響本集團之經營表現。本集團於北美之出版及印刷業務
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9,798,000美元下跌9.8%至8,837,000美元。儘管營業額下跌，
該分部錄得虧損766,000美元，維持於與去年相若之水平。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全球經濟狀況疲弱及安全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窒礙旅遊意欲，特別是長線旅遊。
此外，市場上航機載客量增加及競爭加劇對旅行團價格構成壓力，繼而影響
本集團旅遊分部之表現。該分部於本期間錄得營業額46,226,000美元，較去年
同期減少20.9%或12,217,000美元。除稅前分部溢利為2,780,000美元，按年減少
53.8%或3,240,000美元，主要由於收益及毛利率減少。

數碼業務

本集團一直注重加強其於數碼市場的地位和重要性以及增加用戶。本集團之
數碼業務亦提供各類平台，為廣告商設計綜合營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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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別訪客人數方面，本集團之《明報》主網站mingpao.com於香港傳統印刷報章
數碼部分一直位列頭五名。此外，根據最新統計數據，mingpao.com之面書專頁
於華文報章專頁排行第二。基於數碼廣告及透過向廣告商提供有效之跨平台
營銷解決方案日漸普遍，mingpao.com於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收益錄
得雙位數之增長。

集團於馬來西亞網上流動裝置影片門戶網站「百格時視」(Pocketimes)專注於有
關娛樂、體育、生活時尚及商業之最流行話題。本集團之電子商貿購物平台「熱
購」(Logon)將繼續發展電子商貿平台，連繫目標客戶與中小型企業╱中小型工業。
本集團預期將透過多元化之數碼業務策略創造額外收益。

出售計劃

茲提述本公司於2016年8月1日之公布（「第一份公布」），董事會公布於2016年7
月22日Comwell Investment Limited（「Comwell」）（一間本公司全資持有的附屬公司）（作
為賣方）、本公司（作為擔保人）及青島西海岸控股（國際）有限公司（「青島西海岸」）
（作為買方）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據此，Comwell有條件同意出售而青島西海岸
有條件同意購入292,700,000股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萬華媒體」）股份（佔萬
華媒體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3.01%）。青島西海岸為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最終控股股東為中國國有企業青島西海岸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詳情請參閱第一份公布。

茲提述本公司於2016年11月28日之公布（「延後公布」），董事會公布於2016年11
月28日，Comwell與青島西海岸訂立補充協議，將股份轉讓之最後完成日期延
後至2017年1月31日。詳情請參閱延後公布。

前景

董事會預期集團於2016/2017年度下半年之經營環境將維持嚴峻及充滿挑戰。
出版及印刷分部將面臨來自其他媒體之競爭壓力及印刷廣告開支下跌。此外，
於未來數季，消費意欲疲弱加上安全問題及割喉式競爭將繼續影響本集團之
旅遊業務。

預期白報紙價格於2016/2017年度下半年將維持穩定，基於業務環境充滿挑戰，
本集團將繼續對白報紙之使用採取嚴格成本控制措施。此外，本集團將繼續
提升經營效益，並專注於創造收益及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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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16年9月30日及2016年3月31日，概無任何本集團之資產抵押予銀行以作為
銀行信貸之擔保。

或然負債

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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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30日，本集團已審批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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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00美元，而已審批但未訂約且未於此中期財務資
料撥備之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開支則為791,000美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淨資本負債比率

於2016年9月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35,708,000美元（2016年3月31日：
140,950,000美元），而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則為109,150,000美元（2016年3月31日：
116,116,000美元）。現金淨值為26,558,000美元（2016年3月31日：24,834,000美元）。
擁有人權益為204,050,000美元（2016年3月31日：213,024,000美元）。

於2016年9月30日及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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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6年9月30日，本 集 團 有4,253名 僱 員（2016年3月31日：4,3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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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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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30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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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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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於2016年12月15日（星期四）暫停辦理香港股東之股份過戶手續，當日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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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0
美仙，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2016年12月14日（星
期三）下午4時30分前，送交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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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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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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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9日（星期五）至2016年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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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奉行按照馬來西亞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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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營運。本公司亦已採納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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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披露者外，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天猛公拿督肯勒甘雅安納天猛公柯（「天猛公拿督肯勒」）於2016年3月1日離世
後至2016年6月22日，董事會包括八名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
董事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中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人
數低於香港上市規則第3.10(1)條規定之最低人數，並低於香港上市規則第3.10A
條，及馬來西亞證交所主版上市規定（「上市規定」）第15.02段必須佔董事會成
員人數至少三分之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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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猛公拿督肯勒亦擔任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成員及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成員。於天猛公拿督肯勒離世後，
審核委員會之成員人數由三名減少至兩名，因而低於香港上市規則第3.21條，
及上市規定第15.09段規定之最低人數；薪酬委員會之成員人數由五名減少至
四名，其中兩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因而未能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3.25條薪酬
委員會大部分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規定；以及提名委員會主席懸空，
因而未能符合香港上市規則附錄 14守則條文A.5.1之規定。

於2016年6月23日，邱甲坤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提名委員會
主席、審核委員會成員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委任邱先生後，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人數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3.10(1)、3.10A及3.21條以
及上市規定第15.02及15.09段規定之最低人數，而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符合香
港上市規則第3.25條須佔薪酬委員會大部分成員之規定；以及委任提名委員
會主席符合香港上市規則附錄14守則條文A.5.1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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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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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回顧期間內一直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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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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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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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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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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30日

於本公布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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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張啟揚及邱甲坤先生。

本公布以英文及中文發出。中、英文版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