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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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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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綜合中期業績，連同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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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4 153,643 168,251
已售貨品成本 (103,365) (108,606)

  

毛利 50,278 59,645
其他收入 5 3,758 4,434
其他虧損淨額 6 (99) (102)
銷售及分銷支出 (25,649) (28,543)
行政支出 (15,646) (15,763)
其他經營支出 (2,419) (2,815)

  

經營溢利 10,223 16,856
融資成本 8 (1,311) (2,624)
應佔稅後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業績 84 311

  

除所得稅前溢利 8,996 14,543
所得稅支出 9 (3,848) (4,674)

  

期間溢利 5,148 9,869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724 10,169
 非控股權益 (576) (300)

  

5,148 9,86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美仙） 10 0.34 0.60
 攤薄（美仙） 10 0.34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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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期間溢利 5,148 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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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1 (9,052)

  

除稅後之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7,211 (9,052)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2,359 817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918 1,149
 非控股權益 (559) (332)

  

12,359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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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7年
9月30日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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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35 96,266
 投資物業 15,117 14,587
 無形資產 44,870 43,231
 遞延所得稅資產 236 226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529 731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118 –

  

157,105 155,041
  

流動資產
 存貨 22,143 19,91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7 97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343 34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43,633 41,239
 可收回所得稅 1,239 2,133
 短期銀行存款 12,366 10,0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2,344 79,946

  

172,165 153,76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52,813 46,634
 所得稅負債 2,010 1,644
 銀行及其他借貸 14 7,984 2,506
 其他非流動負債之流動部分 27 26

  

62,834 50,810
  

流動資產淨值 109,331 102,9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6,436 25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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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7年
9月30日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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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72) (126,266)
 保留溢利 243,390 243,581

  

200,697 193,694
非控股權益 2,629 3,621

  

權益總額 203,326 197,315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14 53,292 50,870
 遞延所得稅負債 8,504 8,622
 其他非流動負債 1,314 1,189

  

63,110 60,681
  

266,436 25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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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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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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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
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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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2017年3月31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此中期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

2 會計政策

除採納於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外，編製此中
期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貫徹一致。

概無於此中期期間首次生效之經修訂準則及詮釋預期將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

截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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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作出撥備。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下列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和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投資 2018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2018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刪除對首次採用者之短期豁免 2018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之分類及

 計量
2018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保險合約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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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之間的資產轉讓或投入

生效日期待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釐清 2018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018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2018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2019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201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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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的準則的影響

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以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22號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不會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闡述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計量及終止
確認、引入對沖會計之新規則以及金融資產之新減值模式。本集團決定於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在2018年4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時，方會採納該項準則。

本集團預期新指引不會對其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有重大影響，原因如下：

• 現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金融工具，似乎符合條件將其分類為按公平值計
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工具，因此該等資產之會計處理不會改變。

• 現分類為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股權投資，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下可能
會繼續按相同的基礎計量。

本集團金融負債之會計處理將不受影響，由於新規定只影響被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之金融負債之會計處理，而本集團並無任何此等負債。終止確認之規則來自國
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且無任何變動。

新減值模式要求按預期信貸虧損確認減值撥備，而非按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僅根據
已產生的信貸虧損確認減值撥備。其適用於按攤銷成本分類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債務工具、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下
的合約資產、應收租賃款項、貸款承擔及若干財務擔保合約。

本集團仍在詳細評估新模式對其減值撥備之影響，有可能導致提早確認信貸虧損。

新準則亦引入擴大之披露規定及呈列變動。預期會改變本集團有關其金融工具之披
露性質及範圍，尤其是在新準則採納的年度內。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收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處理收益之確認。此將取代涵蓋銷售貨品及提供服務產生
的收益之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以及涵蓋建造合約之國際會計準則第11號。

新準則建基的原則為收益於貨品或服務之控制權轉移至客戶後確認。

此準則容許全面追溯採納或經修改追溯方式採納。本集團決定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在2018年4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時，方會採納該項準則。

管理層現正評估應用新準則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影響。

本集團現階段未能估計新規則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影響。本集團將更深入評估有關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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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提供了租賃的定義及其確認和計量。此準則取代國際會計
準則第17號「租賃」及其相關詮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帶來的一個關鍵變化是
大多數經營租賃將計入承租人的財務狀況表內。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就租賃的會計處理方法提供了新規定，承租人再也不能於
財務狀況表外攤銷若干租賃。在新準則下，所有非流動租賃必須確認為資產（就使用
權而言）及金融負債（就支付責任而言）。因此，各項租賃將計入承租人之財務狀況表內。
少於12個月的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之租賃獲豁免報告責任。因此，新準則將導致
承租人的財務狀況表內之使用權資產及金融負債增加。此將影響相關比率，如資本
負債比率。

於全面收益表內，租賃將會確認為使用權資產折舊及攤銷，且將不再記錄為物業租
賃及相關支出。租賃負債之利息支出將包括於融資成本內並獨立於折舊及攤銷呈列。
因此，在相同情況下物業租金及相關支出仍將減少，而折舊及攤銷和利息支出則會
增加。以直線法計算使用權資產之折舊及以實際利率法應用於租賃負債將導致首年
於損益確認之總支出提高，而租賃往後期間之支出減少。

本集團為目前被分類為經營租賃之辦公室的承租人。本集團已進行初步評估，並估
計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及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將繼續詳細評估有關影響。本集團決定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於2019年
4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時，方會採納該準則。

於2017年9月30日，並未反映於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的不可撤銷未來經營租賃承
擔總值3,410,000美元。

概無其他尚未生效的新訂、經修正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和詮釋預計會對本集團
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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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收益表構成重大影響。

截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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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7,19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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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行政委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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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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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及發行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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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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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51 26,140 7,828 103,219 50,424 153,643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10,485 (1,605) (1,301) 7,579 2,901 10,480
     

未能作出分配之融資成本 (1,261)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
 費用淨額 (307)
應佔稅後合營企業及
 聯營公司之業績 84

 

除所得稅前溢利 8,996
所得稅支出 (3,848)

 

期間溢利 5,148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1,051 17 19 1,087 18 1,105
融資成本 (29) (21) – (50) – (5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74) (653) (159) (3,986) (43) (4,029)
無形資產攤銷 (358) (99) (8) (465) (18) (483)
所得稅支出 (2,810) (280) – (3,090) (758) (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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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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作出分配之融資成本 (2,611)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
 費用淨額 (353)

應佔稅後合營企業及
 聯營公司之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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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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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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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70,820 85,421

報章、雜誌、書籍及電子內容銷售額，
 經扣除貿易折扣及退貨 32,399 36,604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50,424 46,226
  

153,643 16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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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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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867 44,998 12,594 305,459 22,041 (248) 327,252
      

未能分配之資產 2,018
 

總資產 329,270
 

總資產包括：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 529 – 529 – – 529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419 46 25 490 3 – 493

       

       
分部負債 (23,600) (17,023) (6,842) (47,465) (13,065) 248 (60,282)

      

未能分配之負債 (65,662)
 

總負債 (125,944)
 



– 11 –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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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16 44,068 13,256 288,440 17,586 (150) 305,876
      

未能分配之資產 2,930
 

總資產 308,806
 

總資產包括：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 731 – 731 – – 731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825 901 92 1,818 52 – 1,870
       

分部負債 (16,363) (14,480) (6,678) (37,521) (11,054) 150 (48,425)
      

未能分配之負債 (63,066)
 

總負債 (11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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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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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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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部資產（已對銷於附屬公司之權益及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分部負債主要包括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銀行及其他借貸及其他非流動負債，惟不包括
本集團遞延所得稅負債及所得稅負債及本公司之全部負債（已對銷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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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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7年9月30日及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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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7年
9月30日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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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70 131,126

 香港、台灣及中國內地 15,701 16,737

其他國家 6,998 6,952
  

156,869 154,815
  

5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股息收入 12 11

利息收入 1,105 1,732

特許權及版權收入 74 73

其他與媒體有關之收入 883 886

租金及管理費收入 390 394

舊報紙及雜誌廢料銷售 1,276 1,280

其他 18 58
  

3,758 4,434
  

6 其他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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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額 (1) (2)

匯兌虧損淨額 (98) (100)
  

(99)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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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無形資產攤銷 483 54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029 4,543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之直接成本 43,165 39,184

僱員褔利支出（包括董事酬金） 45,336 48,75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 (2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撥備及撇銷 122 191

存貨減值撥備及撇銷 83 81

使用之原材料及消耗品 22,746 28,055

其他開支 31,115 34,400
  

已售貨品成本、銷售及分銷支出、行政支出及
 其他經營支出總額 147,079 155,727

  

8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中期票據之利息費用 1,261 2,611

短期銀行貸款之利息費用 50 13
  

1,311 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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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0日止6個
月稅率16.5%進行撥備（以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稅率為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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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稅率24%進行
撥備（以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稅率為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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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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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支出包括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稅項
 本期 512 567

馬來西亞稅項
 本期 3,152 4,495

其他國家稅項
 本期 590 24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3 3

遞延所得稅抵免 (409) (635)
  

3,848 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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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5,724 1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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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0.34 0.60
  

每股攤薄盈利（美仙） 0.34 0.60
  

由於截至2017年及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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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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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美仙
 （2016/2017年度：0.36美仙） 4,218 6,074

  

於本期間支付之股息：
2016/2017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36美仙
 （2015/2016年度：0.60美仙）（附註 (a)） 6,074 10,123

  

董事會宣布就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25美仙（2016/2017
年度：0.36美仙）。股息將於2017年12月29日（星期五）以馬幣或港元（「港元」）現金，按截至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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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3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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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中確
認為應付股息。其將於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於股東權益中確認。

截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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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40 1.074馬仙
美元兌港元 7.8111 1.953港仙

附註：

(a) 就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36美仙，總計6,074,000
美元，已於2017年7月10日派付。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7年
9月30日

於2017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賬款 37,429 35,199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199) (2,294)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附註） 35,230 32,905
按金及預付款項 5,522 6,139
其他應收賬款 2,881 2,195

  

43,633 41,239
  

於2017年9月30日及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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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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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一般介乎7至120日。

於2017年9月30日及2017年3月31日，貿易應收賬款淨額（包括與貿易相關之應收關連人士之金額）按發票
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7年
9月30日

於2017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25,281 22,320

61至120日 7,294 7,934

121至180日 1,690 1,196

180日以上 965 1,455
  

35,230 32,905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7年
9月30日

於2017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15,610 11,47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23,697 19,954

預收款項 13,506 15,206
  

52,813 46,634
  

於2017年9月30日及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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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0日及2017年3月31日，貿易應付賬款（包括與貿易相關之應付關連人士之金額）按發票日期
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7年
9月30日

於2017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12,642 8,820

61至120日 2,713 2,434

121至180日 117 91

180日以上 138 129
  

15,610 1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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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及其他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7年
9月30日

於2017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
 短期銀行借貸（有抵押） 4,469 1,636

 短期銀行借貸（無抵押） 3,515 870
  

7,984 2,506
  

非流動
 中期票據（無抵押） 53,292 50,870

  

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 61,276 5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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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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變動

營業額 153,643 168,251 –8.7%
除所得稅前溢利 8,996 14,543 –38.1%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13,714 20,519 –33.2%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0.34 0.60 –43.3%

整體業務回顧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降8.7%或14,608,000美
元 至153,643,000美 元。此 乃 主 要 由 於 本 集 團 出 版 及 印 刷 分 部 之 營 業 額 下 跌
15.4%，有關跌幅已因旅遊分部之營業額上升9.1%而部分減緩。

本期間之除所得稅前溢利較去年同期下降38.1%或5,547,000美元至8,996,000美元。
因此，本集團於2017/2018年度首半年之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較上一年
度期間下降33.2%或6,805,000美元至13,714,000美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下跌主要由於業內營商環境充滿挑戰，致使本集團出版及印
刷分部表現轉弱。有關影響已因旅遊分部溢利貢獻上升及持續減省所有業務
營運成本而部分抵銷。此外，隨著部分中期票據已於2017年2月贖回，本期間
融資成本由去年之2,624,000美元下跌50.0%至1,311,000美元。

本回顧期間，就本集團出版及印刷分部而言，受消費者及企業支出放緩以及
數碼媒體帶來之挑戰所拖累，市況仍然疲弱。與去年同期相比，本集團印刷
及出版分部之營業額由122,025,000美元下降15.4%或18,806,000美元至103,219,000
美元，而除所得稅前溢利則由14,416,000美元下跌47.4%或6,837,000美元至7,579,000
美元。

於本期間，本集團旅遊分部之營業額為50,424,000美元，按年增長9.1%或4,198,000
美元。受收益增長所推動，旅遊分部之除所得稅前溢利由去年同期之2,780,000
美元增長4.4%或121,000美元至2,90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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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由於馬來西亞令吉（「馬幣」）及加拿大元（「加元」）
兌美元均有所貶值，致使本集團本期間之營運業績錄得負面匯兌影響。倘撇
除匯兌影響，本集團之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則分別下跌約6.0%及33.3%。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為0.34美仙，較去年同期之0.60美
仙下跌0.26美仙或43.3%。倘撇除匯兌影響，每股基本盈利則錄得38.5%之跌幅。

於2017年9月30日， 本 集 團 之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以 及 短 期 銀 行 存 款 為
104,710,000美元，較2017年3月31日增長16.3%；而本集團之淨資本負債比率則
為零，與2017年3月31日相同。

分部回顧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本集團出版及印刷分部之營商環境於回顧期內仍面臨挑戰。縱使馬來西亞經
濟狀況轉好，由於通脹及馬幣貶值令生活成本上升，導致消費支出仍然疲弱。
於2017年4月至9月期間，馬來西亞廣告開支總額按年下跌12%，而報章廣告開
支則下跌21%。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馬來西亞分部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之85,773,000
美元下跌19.3%或16,522,000美元至69,251,000美元。此乃主要由於此分部之印刷
業務收益下降，有關影響已因此分部之數碼業務收益增長及減省成本而有所
減緩。此分部之除所得稅前溢利由16,209,000美元按年下跌35.3%至10,485,000美元。
倘撇除匯兌影響，馬來西亞分部之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則分別下跌約
13.9%及31.0%。

《星洲日報》維持馬來西亞華文報章市場龍頭地位，根據出版銷數公證會報告（「出
版銷數公證會報告」），於2016年7月至12月期間，印刷版及數碼版之每日發行
量合共達446,099份。《中國報》之讀者人數仍然於馬來西亞華文報章中排行第
二位，於2016年7月至12月期間，印刷版及數碼版之平均每日發行量為187,346
份（資料來源：出版銷數公證會報告）。

自大約四年前推出《南洋商報》首個電子報章版本以來，本集團馬來西亞四份
報章之電子版本發行量總數截至2017年9月已上升至約157,700份。《星洲日報》
之數碼版發行量增至約127,400份，而本集團於馬來西亞半島北部發行之《光明
日報》之電子版本發行量則增至約12,400份。



– 20 –

本集團透過善用其報章印刷版及數碼版平台並配合各營銷盛事及活動，重新
部署有關報章之銷售策略，同時亦專注將其網絡擴展至根植地區社群之廣告商。

馬來西亞業務仍然致力增潤其數碼平台之內容，如Pocketimes，個別刊物網站
及其社交媒體網站。

香港、台灣及中國內地

本6個月期間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之27,415,000美元下跌4.7%或1,275,000美元至
26,140,000美元。於香港方面，由於經濟仍然疲弱，廣告商對宣傳開支仍然抱持
審慎態度，奢侈品市場尤甚。此外，鑑於由印刷媒體轉至數碼媒體的廣告開
支逐漸增加，分部表現進一步受壓。儘管整體市場廣告開支於本期間錄得約5%
增長，有關增長乃主要受電視、互動及流動裝置分部推動，報章及雜誌印刷
版則分別錄得約5%及30%跌幅。

此分部於本期間之除所得稅前虧損由去年的1,027,000美元擴大至為1,605,000美
元。分部表現轉弱，乃主要由於本集團生活雜誌業務萬華媒體集團之表現因
持續受到奢侈品廣告開支低迷之不利影響而錄得虧損。

藉著提供跨平台針對性宣傳解決方案及優質數碼內容，此分部之數碼業務收
益於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錄得雙位數增長。

此分部之教科書業務亦持續按計劃增長，市場對其最近出版之刊物《STEM》迴
響正面。本集團將繼續借助其資源及分銷網絡，進一步擴展此業務。

北美

由於當地經濟增長緩慢且面對數碼市場增長迅速持續帶來之挑戰，本集團北
美業務之表現受壓。此分部之營業額由8,837,000美元下跌11.4%至7,828,000美元，
而分部虧損則由去年同期之766,000美元擴大至1,301,000美元。本集團一直致力
擴大此分部的收益來源、同時控制成本及精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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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旅遊分部本6個月期間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之46,226,000美元增加9.1%或4,198,000
美元至50,424,000美元。收益增長很大程度上受美元及加元升值而引致之北美
出境旅遊業務需求上升所帶動。然而，由於航空公司於夏季旅遊旺季提供價
格低廉之機票加上歐元升值，導致分部利潤率受到不利影響。於回顧期內，
分部除所得稅前溢利由去年之2,780,000美元增加4.4%或121,000美元至2,901,000
美元。

數碼業務

為順應數碼化轉型浪潮，本集團加強為旗下數碼平台打造包括影片內容在內
之優質內容。本集團亦已改善創新廣告銷售模式，向廣告商提供更具針對性、
當中涉及印刷、數碼及營銷活動之跨平台營銷解決方案。

受惠於此，本集團數碼業務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收益錄得雙位數增長。

作為新聞及內容供應商，本集團於馬來西亞當地華文報章中享有領導地位。
於過往數年，本集團一直憑藉其優勢將其業務拓展至多個數碼平台（即電子版
本、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以提升消費者及讀者之支持度。本集團亦已透過
Logon進軍數碼商貿市場，並設立網上門戶網站Pocketimes。每月網頁總瀏覽量
由2016年9月之74,800,000次增至2017年 9月之116,400,000次，按年增長36%，而數
碼讀者人數則增至11,100,000名獨立訪客。同期，Pocketimes之每月視頻觀看次
數達到4,100,000次。上述各項反映本集團旗下產品繼續廣受讀者及用戶歡迎。
龐大讀者群亦將為本集團帶來更多數碼廣告（尤其視頻廣告）商機。

憑藉其全面及高質之新聞報道，本集團《明報》主要網站mingpao.com在個別訪客
人 數 方 面 於 香 港 傳 統 印 刷 報 章 數 碼 部 分 中 排 名 前 五 位。除 主 要 網 站 外，
mingpao.com之 facebook專頁亦廣受歡迎，其讚好數量接近340,000個，於香港中
文報章專頁排名第二位。《明報》亦推出有關新聞、雜誌、書籍、電視節目及求
職等多元化主題之其他網站以及多個流動應用程式，以吸納網上廣泛讀者群。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專注利用其數碼流量及內容，並透過結合本集團旗下傳
統印刷廣告與網上及流動渠道之數碼廣告提供多平台廣告服務，從而賺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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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活動狀況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8月1日之公布（「首份公布」），董事會宣布，於2016
年7月22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Comwell Investment Limited（「Comwe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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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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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萬華媒體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3.01%。

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8月31日之公布（「失效公布」），根據股份轉讓協議（經
日期為2017年6月30日之第五份補充協議補充），股份轉讓完成須待首份公布
所載條件於2017年8月31日（「最後截止日期」）或股份轉讓協議訂約方可能書面
同意之較後日期前達成或獲豁免（視乎適用情況而定）後，方告作實。截至最後
截止日期，股份轉讓協議各項先決條件均未達成或（視乎適用情況而定）獲豁免。
由於股份轉讓協議訂約方並未就進一步延後最後截止日期達成任何協議，故
股份轉讓協議已告失效及不再具有任何效力。有關詳情請參閱首份公布及失
效公布。

股份轉讓協議失效對本集團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期間之綜合財務資料並無
重大影響。

前景

本集團預期2017/2018財政年度下半年之市況仍然充滿挑戰。就印刷媒體而言，
由於消費支出疲弱而印刷廣告開支持續轉移至Google及Facebook等數碼及社交
媒體巨擘，廣告開支仍將低迷。此外，白報紙價格開始呈現升勢，此舉將進一
步對本集團之表現構成壓力。

然而，本集團將繼續致力發展融合印刷及數碼業務之創新營銷方案，加強其
數碼基建，打造數碼內容，並確保其產品及內容仍具競爭力且貼近讀者需求。

資產抵押

於2017年9月30日及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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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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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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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於此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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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0日，本集團已獲批准及已訂約但未於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撥備之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開支金額為105,000美元，而已獲批准但未訂約
且未於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撥備之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開支金額則為
323,000美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淨資本負債比率

於2017年9月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短期銀行存款為104,710,000
美元（2017年3月31日：90,032,000美元），而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則為61,276,000
美元（2017年3月31日：53,376,000美元）。現金淨值為43,434,000美元（2017年3月31日：
36,656,000美元）。擁有人權益為200,697,000美元（2017年3月31日：193,694,000美元）。

於2017年9月30日及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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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0日，本 集 團 有4,071名 僱 員（2017年3月31日：4,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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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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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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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於2017年1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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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美仙，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2017年12月12日（星
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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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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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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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7日（星期四）至2017年12月13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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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守則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聽從
醫生意見告病假休養，董事會主席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未能出席本公司於
2017年8月11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在彼缺席之情況下，本公司集團行政總
裁及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出席上述股東週年大會並擔任大會主席，確保會議
按既定議程進行。本公司認為已採取充足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
較企業管治守則所載者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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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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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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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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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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討論風險及內部監控系統以
及財務報告事宜。

截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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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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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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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