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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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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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連
同2011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營業額 3 472,237 445,844
已售貨品成本 (285,492) (265,271)

  

毛利 186,745 180,573
其他收入 5 9,707 7,652
其他收益淨額 6 3,037 2,108
銷售及分銷支出 (70,489) (64,233)
行政支出 (36,969) (40,026)
其他經營支出 (6,516) (10,682)

  

經營溢利 85,515 75,392
融資成本 7 (339) (831)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294) (354)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攤薄之收益 33 —

  

除所得稅前溢利 84,915 74,207
所得稅支出 8 (20,572) (18,422)

  

年度溢利 64,343 55,785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3,209 54,825
 非控股權益 1,134 960

  

64,343 55,78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美仙） 9 3.75 3.26
 攤薄（美仙） 9 3.75 3.25

股息 10 24,431 3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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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年度溢利 64,343 55,785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3,941) 23,299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之精算虧損 (830) (117)
長期服務金承擔之精算虧損 (93) (9)
持作自用物業轉作投資物業時確認之重估收益 — 699

  

除稅後之年度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4,864) 23,872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59,479 79,65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8,287 78,653
 非控股權益 1,192 1,004

  

59,479 79,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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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2年
3月31日

於2011年
3月31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施 151,049 157,145
 投資物業 11,212 11,428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025 2,079
 無形資產 78,124 79,3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426 972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 — 27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253 2,379
 可換股票據投資 — 貸款部分 — 537  

246,089 254,117  
流動資產
 存貨 57,899 69,15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7 97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191 213
 可換股票據投資 — 貸款部分 568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76,140 68,911
 可收回所得稅 1,625 1,47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4,657 110,519  

271,177 250,36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70,623 68,816
 所得稅負債 5,520 5,671
 短期銀行貸款 5,285 14,865
 長期負債之流動部分 145 451  

81,573 89,803  
流動資產淨值 189,604 160,56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35,693 414,678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1,715 21,681
 股份溢價 280,818 280,299
 其他儲備 (72,679) (67,757)
 保留溢利
 — 應付股息 24,431 19,437
 — 其他 159,279 140,748  

413,564 394,408
非控股權益 6,229 5,457  
權益總額 419,793 399,865  
非流動負債
 其他長期負債 1,348 1,267
 遞延所得稅負債 14,552 13,546  

15,900 14,813  
435,693 41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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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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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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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此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重估投資物業、可供出售金
融資產及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作出調整。

(a) 本集團已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修改及詮釋

本公司於2011年4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必須首次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修改
及詮釋載列如下：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改） 供股權之分類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號（2011年修改）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對首次採納者披露比較
 資料的有限度豁免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第14號（修改）

預付最低融資要求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第19號

以權益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年度改進計劃 於2010年5月刊發之第3個年度改進計劃 (2010)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修改及詮釋之影響，並確定採納此等
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修改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無構成重大影響，且
亦無需對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會計呈報作出重大變更。

(b) 尚未生效且無被提早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修改及詮釋

本集團並未採納以下已頒布但於2011年4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
修訂的準則、修改及詮釋：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之
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改） 財務報表之呈報 2012年7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改）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201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2011年修訂） 僱員福利 2013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2013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修訂） 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2013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改） 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 2014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改） 嚴重惡性通貨膨脹及為首次

 採納者刪除固定日期
2011年7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改） 首次採納者之政府貸款 201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改） 披露 — 轉移金融資產 2011年7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改）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 201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015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201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201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201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201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2011年11月）

201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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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正評估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修改及詮釋之影響，惟仍未能判斷
上述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修改及詮釋會否為本集團之綜合財務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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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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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對集團本年度
之盈虧構成重大影響。

於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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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確認之匯兌變動儲備減少4,003,000美元，主要來
自美元兌馬幣之匯率變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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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份中文報章及雜誌，以及其他相關印刷及電子刊物。此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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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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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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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997 79,924 29,999 401,920 70,317 472,237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 72,718 9,217 1,452 83,387 2,461 85,848
     

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
 淨額 (672)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294)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攤薄
 之收益 33

 

除所得稅前溢利 84,915
所得稅支出 (20,572)

 

年度溢利 64,343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2,278 285 4 2,567 5 2,572
利息支出 (286) (9) (44) (339) — (339)
折舊 (8,309) (2,146) (511) (10,966) (78) (11,044)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攤銷 — (60) — (60) — (60)
無形資產攤銷 (877) (88) (79) (1,044) (12) (1,056)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294) — (294) — (294)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攤薄
 之收益 — 33 — 33 — 33
所得稅支出 (18,581) (1,180) (450) (20,211) (361) (2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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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2011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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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76,185 74,542 29,790 380,517 65,327 445,844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 64,390 5,245 3,468 73,103 1,892 74,995
     

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
 淨額 (434)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
 之虧損 (354)

 

除所得稅前溢利 74,207
所得稅支出 (18,422)

 

年度溢利 55,785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1,240 124 — 1,364 2 1,366
利息支出 (773) (34) (24) (831) — (831)
折舊 (7,388) (1,645) (551) (9,584) (85) (9,669)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攤銷 — (60) — (60) — (60)
無形資產攤銷 (776) (52) (69) (897) (4) (901)
無形資產減值 (4,132) — — (4,132) — (4,132)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
 之虧損 — (354) — (354) — (354)
所得稅支出 (15,244) (1,346) (1,566) (18,156) (266) (18,422)

營業額源自出版、印刷及發行中文報章、雜誌及書籍，以及提供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於年內確認之營業額如下：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285,369 264,004
報章、雜誌及書籍之銷售額，經扣除貿易折扣及退貨 116,551 116,513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70,317 65,327

  

472,237 44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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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2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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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824 85,138 14,814 508,776 11,352 (6,309) 513,819
      

未能分配之資產 3,447
 

總資產 517,266
 

總資產包括：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2,253 — 2,253 — — 2,253
添置非流動資產
 （界定福利計劃
 資產及遞延
 所得稅資產除外） 5,949 1,520 203 7,672 114 — 7,786

於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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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079 74,122 14,680 494,881 9,233 (2,755) 501,339
      

未能分配之資產 3,142
 

總資產 504,481
 

總資產包括：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
 權益 — 2,379 — 2,379 — — 2,379
添置非流動資產
 （可換股票據
 投資 — 貸款部分、
 界定福利計劃
 資產及遞延
 所得稅資產除外） 18,906 725 223 19,854 72 — 19,926

分部間之對銷指分部間之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之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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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施、投資物業、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無形資產、於
聯營公司之權益、可換股票據投資、存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惟不包括界定福利計劃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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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收回所得稅。

本公司以百慕達為註冊地，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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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及2011年3月31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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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主要營運國家 371,921 350,727

其他國家 29,999 29,790
  

401,920 380,517
  

於2012年3月31日，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界定福利計劃資產、可換股票據投資及遞延所
得稅資產除外）總值按營運國家分析如下：

於2012年
3月31日

於2011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主要營運國家 239,178 246,346

其他國家 5,485 5,985
  

244,663 25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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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 1,056 901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60 60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693 60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33 41

折舊 11,044 9,669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之直接成本 61,427 57,547

僱員褔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 107,224 105,18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施之（收益）╱虧損淨額 (27) 7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虧損 (19) 11

無形資產減值 — 4,132

出售無形資產之虧損 — 1

經營租賃開支
 土地及樓宇 2,033 1,824

 機器 18 18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及撇銷 205 344

陳舊存貨撥備 102 137

使用之原材料及消耗品 118,065 109,910

其他開支 97,552 8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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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466 380,212

  

5. 其他收入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舊報紙及雜誌廢料銷售 5,610 5,009

利息收入 2,572 1,366

租金及樓宇管理費收入 1,210 1,012

特許權及版權收入 305 256

股息收入 10 9
  

9,707 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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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匯兌收益淨額 534 364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118 (7)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22) (1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撥備 — (546)
其他 2,407 2,307

  

3,037 2,108
  

7. 融資成本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295 807
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44 24

  

339 83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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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6.5%）計算。本集團馬來西亞業務之所得稅則根據年內來自馬來西亞之估計應課稅溢利
以稅率25%（2011年：25%）計算。其他國家溢利之稅項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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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稅項
 本期 1,687 1,522
 過往年度餘額撥回 — (3)

馬來西亞稅項
 本期 17,712 14,51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餘額撥回） 39 (599)

其他國家稅項
 本期 471 1,60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餘額撥回） 3 (37)

遞延所得稅支出 660 1,427
  

20,572 1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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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公司本年度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不包括
本公司購回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63,209 54,825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1,686,608,949 1,683,914,726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3.75 3.26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獲兌換後，調整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股數計算。本公司擁有一類潛在攤薄普通股股份，即購股權。本公司已根據未行使
購股權所附認購權之貨幣價值，計算應可按公平值（根據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年度市
價釐定）購入之股份數目。按上述方式計算之股份數目與假設該等購股權獲行使時
應已發行之股份數目作比較。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63,209 54,825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1,686,608,949 1,683,914,726

就購股權進行調整 363,463 641,295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86,972,412 1,684,556,021
  

每股攤薄盈利（美仙） 3.75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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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歸屬於本年度之股息：
已派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400美仙（2010至2011年度：無） 6,749 —

已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800美仙
 （2010至2011年度：0.800美仙） 13,498 13,471
於報告期間完結後宣派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448美仙（2010至2011年度：1.153美仙） 24,431 19,437

  

44,678 32,908
  

於本年度支付之股息：
2010至2011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153美仙
 （2009至2010年度：0.771美仙） 19,437 12,983
2011–2012年度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400美仙
 （2010至2011年度：無） 6,749 —

2011–2012年度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800美仙
 （2010至2011年度：0.800美仙） 13,498 13,471

  

39,684 26,454
  

附註：

(a) 每股普通股0.400美仙之特別股息（2010至2011年度：無），總計6,749,000美元，已於2011
年10月6日派付。

(b) 每股普通股0.800美仙之第一次中期股息（2010至2011年度：0.800美仙），總計13,498,000
美元，已於2011年12月30日派付。

(c) 於2012年5月30日，董事會宣布派發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448美仙以取代截至
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上述股息將於2012年6月27日以馬幣或港元現金
並參考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於2012年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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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4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普通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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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於2012年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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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中期股息金額如下：

匯率
每股

普通股股息

美元兌馬幣 3.1595 4.575馬仙
美元兌港元 7.7634 11.241港仙

(d) 2010至2011年度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指就截至2011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之股息每股普
通股1.153美仙，該項股息已於2011年8月2日派付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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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3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66,638 63,258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806) (3,082)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附註） 63,832 60,176
按金及預付款項 8,622 5,650
其他應收賬款 3,686 3,085

  

76,140 68,911
  

於2012年3月31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附註：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一般介乎7日至120日。

於2012年3月31日，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貿易應收賬款淨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3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日至60日 44,711 43,487
61日至120日 15,241 13,430
121日至180日 2,756 2,496
180日以上 1,124 763

  

63,832 60,176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3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23,271 20,10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31,627 35,310
預收款項 15,725 13,398

  

70,623 68,816
  

於2012年3月31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附註： 於2012年3月31日，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3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日至60日 20,628 16,176
61日至120日 1,928 2,577
121日至180日 239 260
180日以上 476 1,095

  

23,271 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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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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2012年 2011年 變動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營業額 472,237 445,844 6%
除所得稅前溢利 84,915 74,207 14%
年度溢利 64,343 55,785 1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63,209 54,825 15%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3.75 3.26 15%

整體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業績反映其業務表現強勁，乃受惠於業務
本身雄厚的市場地位及本集團主要市場的經濟表現穩步改善。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之營業額為472,237,000美元，按年增長6%。除所得稅前溢利
較上一個財政年度上升14%至84,915,000美元，年度溢利則增加15%至64,343,000
美元。儘管成本（尤其是白報紙及旅行團成本）上升，惟由於本集團之出版及印
刷業務以及旅遊分部表現理想，本集團溢利仍錄得雙位數增幅。就出版及印
刷分部而言，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分別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增加6%及 14%
至401,920,000美元及83,387,000美元。出版及印刷分部溢利急升，乃因廣告量及
收費均有所增長，從而帶動廣告收益上升所致。

於回顧年度，旅遊分部錄得營業額70,317,000美元及除所得稅前溢利2,461,000美元，
分別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增加8%及30%。

於回顧年度，馬來西亞令吉及加拿大元兌美元強勢，為本集團營業額及除所
得稅前溢利分別帶來約8,142,000美元及1,627,000美元的貢獻。

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為3.75美仙，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增
加15%。於2012年3月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本公司權益持有
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分別為134,657,000美元及2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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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業務受馬來西亞經濟持續增長所支持，繼續錄得驕人業績。馬來西
亞業務的收益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分別升至291,997,000美元及72,718,000美元的新高，
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分別增加6%及13%。

經營業績增長主要受到廣告收益於回顧年度按年增加8%所帶動。此增長亦由
於其他收入增加，惟部分增長被年內產生之較高經營成本所抵銷。有關增長
亦反映馬來西亞業務憑藉其4份日報的崇高市場地位及有效的銷售組合，把
握馬來西亞廣告開支增長的時機以取得成功。根據尼爾森之資料，2011年 4月
至2012年3月期間馬來西亞的總廣告開支為77億5千萬馬幣（相當於25億3千萬
美元）。同期於報章之廣告開支則為38億9千萬馬幣（相當於12億7千萬美元），
按年增加9%。馬來西亞業務方面，差不多所有廣告類別之收益均有所增加，
其中房地產、銀行、電訊及政府廣告的增長尤其強勁。

本集團馬來西亞分部的4份華文報章以不同背景及需要的讀者群為目標，清
楚劃分各份刊物的不同市場定位，有助促進本集團於同一市場營辦各份刊物
之發展。於回顧年度，4份日報之每日平均讀者人數合共達2,794,000人，並繼
續在其各自之市場穩佔領導地位。

《星洲日報》於回顧年度之每日平均讀者人數達1,237,000人，該報繼續領導華文
報章市場。該報讀者人數較去年同期上升4%，發行量亦持續上升。

《中國報》於回顧年度繼續成為銷量最高之晚報及馬來西亞第二大最受歡迎的
華文報章。每日平均讀者人數於年內增加8%至1,011,000人。於2012年2月，《中國報》
重新推出地區版，並使用新字體及新版面設計。此地區版的新形象及精彩內
容廣受讀者歡迎。

《光明日報》為地區報章，於回顧年度之每日讀者人數達409,000人，為北方地區
最受歡迎之報章。該報不斷革新內容，以提升其於極具挑戰的馬來西亞半島
北部地區之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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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報》繼續以報道商業及經濟新聞為主，於回顧年度每日平均讀者人數
為137,000人。

雜誌出版業務生活雜誌在過去12個月市場競爭激烈及充滿挑戰的情況下，能
維持理想表現。

生活雜誌為馬來西亞國內知名的華文雜誌出版商，擁有19份刊物，內容涵蓋時事、
室內設計、女性生活及時裝、男士生活、親子教育、婚嫁及飲食。生活雜誌亦
出版多份知名華文雜誌，包括《風采》、《新潮》、《都會佳人》、《美味風采》、《媽
咪寶貝》、《大家健康》及《釣魚月刊》。

香港及中國內地

於回顧年度，香港及中國內地之經營業績維持2010/2011財政年度之上升趨勢。
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增加7%至79,924,000美元，而除所得稅前溢
利則較上一個財政年度急升76%至9,217,000美元。

本集團透過廣受歡迎之華文日報《明報》、涵蓋廣泛領域的香港新聞平台明報
網站以及萬華媒體集團（「萬華媒體」）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經營出版及印刷業務。
萬華媒體為本集團之雜誌出版分部，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香港及中國內地經營業績顯著改善，乃因廣告收益增長所致。

年內，《明報》憑藉其高質素的內容吸引高收入讀者群，因而繼續吸引高級知
名品牌之廣告客戶。根據尼爾森香港媒體指數 (Nielsen Hong Kong Media Index)，
《明報》為5份發行量最高的日報當中唯一於2011年錄得讀者人數增加之日報。
儘管市場上免費報章數目於回顧年度有所增加，惟《明報》堅守新聞工作應有
的專業精神及全面報導社會、政治及經濟等議題，廣告收益仍然獲得滿意增長。

萬華媒體於年內錄得強勁業績，為本集團帶來更顯著的利潤貢獻。萬華媒體
之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分別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增加12%及48%。此理想表
現乃由於萬華媒體持續致力改善其營運及成本結構，同時透過優化及發展多
樣化平台吸納更廣泛讀者，以擴闊盈利基礎，從而保留並吸引新廣告客戶。

萬華媒體旗下的《明報周刊》（「明周」）、《Top Gear極速誌》及《Top Gear汽車測試報
告》繼續成為廣告客戶的最佳選擇。該3本雜誌憑藉本身獨特的市場定位及豐
富的編採內容，使廣告收益得到可觀增長，並為萬華媒體帶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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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萬華媒體推出其手錶雜誌《明錶》及新旅遊指南《港澳台自由行專輯》，
旨在擴闊其收益來源。專業手錶雜誌《明錶》藉著其獨持市場定位及豐富內容
吸引尊貴品牌的廣告客戶，並已開始為萬華媒體帶來正面貢獻。《港澳台自由
行專輯》目標對象為普羅市場，與萬華媒體另一本重點介紹高檔市場的旅遊指
南《優遊香港》互相配合。

北美洲

北美洲於年內的經營業績反映員工及白報紙成本上升以及多倫多工會於談判
期間涉及若干法律成本之影響，除所得稅前溢利由上一個財政年度之3,468,000
美元減至1,452,000美元，而營業額則由29,790,000美元輕微上升至29,999,000美元。
業務分部預期將於2012/13財政年度回復正常增長。

旅遊

本集團以翠明假期及Delta Group經營旅遊業務。適逢翠明假期於2012年慶祝銀禧，
旅遊分部於回顧年度之除所得稅前溢利創出新高，再次肯定翠明假期於旅遊
業的鞏固地位。

儘管分部成本結構面臨通脹壓力，惟營業額仍按年增加8%至70,317,000美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則較上一個財政年度急升30%至2,461,000美元。此乃主要由於
集團開辦的長線旅行團需求殷切，致使旅遊業務表現持續改善，尤其於財政
年度上半年表現更為理想。

電子媒體

媒體內容將繼續以各種平台向更廣闊層面之讀者發布。此將成為媒體行業之
趨勢。有鑑於此，除印刷刊物外，本集團繼續投放資源於電子媒體。此舉可讓
本集團透過多媒體平台分銷，以增加其資訊內容的使用率。結合印刷及電子
媒體拓展不同市場，不但能為本集團吸引更多讀者，亦有助本集團為廣告客
戶提供全面的市場推廣策略及透過不同刊物之交叉銷售擴闊收益基礎。本集
團將繼續發展其多樣化廣告平台，吸引正物色具創意的市場推廣渠道以更有
效接觸目標觀眾的廣告客戶。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於馬來西亞之華文新聞網站www.sinchew.com.my受歡迎程
度日增，訪客人數按年增加18%至約9,472,000人，而瀏覽量則按年增加17%至
約121,751,000頁次（資料來源：Google Analytics）。此表現提升主要由於本集團持
續採用多項創新意念吸引讀者及廣告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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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香港網上平台明報網站，繼續透過其涵蓋新聞、時事、財經、健康、
教育、科技、旅遊、娛樂和生活潮流等全面內容吸引全球讀者。

《明周》於2011年11月推出社交網絡應用程式Partyline，為觀眾帶來著名品牌時
裝表演派對及名人私人派對等香港觸目盛事的資訊。

本集團透過「hi好酷」提供網上優質娛樂資訊，每日瀏覽量約為500,000頁次。「hi
好酷」由萬華媒體經營，現時以中國內地華人社區為目標觀眾，並計劃於未來
擴展目標觀眾之地域範圍至香港及台灣。

前景

2012年為時局動盪之年，局勢不明朗但潛藏着機遇。最近的香港行政長官選舉、
即將舉行之馬來西亞大選、倫敦奧運會、中國黨軍高層領導於中國共產黨第
18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大換班、美國總統大選及有待解決的歐洲債務危機，不
單左右個別地區經濟之發展路向，亦足以影響全球經濟環境。鑑於此等不明
朗因素，本集團預期本地業務及消費者開支將趨於保守審慎，並可能影響集
團之廣告收益。

若無不可預見之情況，董事會對本集團2012/2013財政年度之表現保持審慎樂觀。

本集團將繼續提升其成本效益，並透過優化內容及發展多樣化分銷平台加強
其媒體業務。除加強其現有業務外，本集團亦將物色可配合其現有業務及互
相發揮協同效益之合適收購項目，務求達至持續發展。

資產抵押

於2012年3月31日，本集團將總值12,967,000美元（2011年3月31日：18,882,000美元）
之若干附屬公司之土地及樓宇及資產抵押予銀行，為授予本集團之一般銀行
信貸提供擔保。

或然負債

於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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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對該等指控強力抗辯。儘管於此公布日期，訴訟之最終裁決仍未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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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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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2012年3月31日，本集團已審批並已訂約但未於此綜合財務資料撥備之物業、
廠房及設施資本開支為2,550,000美元，而已審批但未訂約且未於此綜合財務
資料撥備之物業、廠房及設施資本開支則為3,425,000美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12年3月31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189,604,000美元（2011年3月31日：
160,561,000美元），而股東資金為 413,564,000美元（2011年3月31日：394,408,000美
元）。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承擔合共5,285,000美元（2011年3月31日：15,589,000美元）。

於2012年3月31日 之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總 額 為134,657,000美 元（2011年3月31
日：110,519,000美 元），扣 除 銀 行 貸 款 及 融 資 租 賃 承 擔 總 額 後，現 金 淨 值 為
129,372,000美元（2011年3月31日：94,930,000美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2年3月31日，本集團約有4,728名僱員（2011年：約4,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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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表現及可供比較的市場統計數字。概無董事或其
任何聯繫人士涉及釐定其本身之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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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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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有關股份購回授權之有償債能力聲明生效，
於2011年8月，本公司於香港聯交所公開市場以每股2.95港元之價格購回其上
市股份合共3,000股。購回總代價為8,850港元（相當於1,135美元），以內部產生
之資金支付。

所有於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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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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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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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8
美仙，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2012年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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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辦理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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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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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之股份。第二次中期
股息將於2012年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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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8日至2012年6月14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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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及香港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作為其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年內，本公司已遵循馬來西亞守則之最佳常規（惟委任一位資深獨立非
執行董事除外），並已遵守香港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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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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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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回顧年內一直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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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張裘昌
董事

2012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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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澤榮先生及蕭依釗女士；非執行董事梁秋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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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以英文及中文發出。中、英文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