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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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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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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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
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權益，連同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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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2012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營業額 4 251,787 244,702
已售貨品成本 (158,600) (154,659)

  

毛利 93,187 90,043
其他收入 6 5,681 4,617
其他收益淨額 7 600 3,135
銷售及分銷支出 (35,892) (35,699)
行政支出 (20,000) (21,645)
其他經營支出 (3,333) (3,310)

  

經營溢利 40,243 37,141
融資成本 8 (4,390) (82)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虧損 (203) (8)

  

除所得稅前溢利 35,650 37,051
所得稅支出 9 (9,885) (8,297)

  

期間溢利 25,765 28,754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5,393 28,219
 非控股權益 372 535

  

25,765 28,75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美仙） 10 1.51 1.67
 攤薄（美仙） 10 1.51 1.67

股息 11 12,654 1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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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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期間溢利 25,765 28,754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7,641) 482
不會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退休福利承擔之重新計量 – 153

  

除稅後之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7,641) 635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8,124 29,389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7,748 28,848
 非控股權益 376 541

  

18,124 2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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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4,109 150,935
 投資物業 16,847 17,579
 無形資產 73,613 77,90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681 1,674
 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權益 3,023 3,142

  

239,273 251,238
  

流動資產
 存貨 56,646 50,12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7 97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220 23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73,332 74,695
 可收回所得稅 642 87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4,125 101,829

  

235,062 227,84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75,675 72,898
 所得稅負債 8,151 7,147
 短期銀行借貸 161,756 170,602
 長期負債之流動部分 55 58

  

245,637 250,705
  

流動負債淨值 (10,575) (22,85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8,698 22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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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88) (71,643)
 保留溢利
 — 擬派股息 12,654 17,125
 — 其他 197,884 185,145

210,538 202,270
  

207,629 207,006
非控股權益 6,821 6,939

  

權益總額 214,450 213,945
  

非流動負債
 其他長期負債 1,410 1,332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838 13,105

  

14,248 14,437
  

228,698 22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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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6個月

1. 編製基準

此截至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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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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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所述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中所描
述之會計政策一致。

(a)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正）「財務報表之呈列」規定其他全面收益項目應按其可否於
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作分組呈列。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內其他全面收益
之呈列已隨之更改，比較數字亦已重新呈列。

(b)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僱員福利」修訂僱員福利的會計方式。本集團已根據此
準則之過渡條文追溯應用此準則。對本集團的影響如下：

此準則以界定福利資產或負債淨值計量的利息成本淨值（以年初計量之貼現率為基準），
取代界定福利承擔利息成本及計劃資產預期回報。釐定貼現率方法並無更改，仍以
優質公司債券孳息率作為參照。因應用於資產的貼現率較資產之預期回報為低，收
益表支出將會上升。由於收益表上升的支出會由一項其他全面收益所抵銷，全面收
益總額將不受影響。該變動導致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6個月及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
年度之收益表支出分別上升153,000美元及307,000美元。

此準則有一新詞彙「重新計量」，乃由精算盈虧組成，指實際投資回報與淨利息成本
所蘊含之回報的差額。

此準則規定重新計量須於保留溢利或個別儲備中確認。本集團選擇於保留溢利中確
認重新計量，於2012年4月1日及2013年4月1日之其他儲備因而分別增加2,573,000美元
及2,639,000美元，而保留溢利則相應減少。

(c) 中期所得稅乃按預期年度總盈利所適用之稅率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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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其他於此中期期間首次生效的經修訂準則或詮釋預期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其他已頒布但於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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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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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5,000美元，主要來
自美元兌馬幣之匯率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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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份以華文為主的報章及雜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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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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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
 聯營公司之虧損 – (203) – (203) – (203)
所得稅支出 (8,623) (510) (211) (9,344) (541) (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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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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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及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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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22 38,297 13,921 196,540 48,162 244,702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
 （虧損） 31,169 4,405 (227) 35,347 1,913 37,260

     

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淨額 (201)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8)
 

除所得稅前溢利 37,051

所得稅支出 (8,297)
 

期間溢利 28,754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1,246 158 – 1,404 3 1,407

利息支出 (82) – – (82) – (8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211) (796) (244) (5,251) (22) (5,273)

土地使用權攤銷 – (30) – (30) – (30)

無形資產攤銷 (485) (56) (41) (582) (8) (590)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8) – (8) – (8)

所得稅支出 (6,800) (970) (136) (7,906) (391) (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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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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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125 71,498 16,922 452,545 19,181 (165) 471,561
      

未能分配之資產 2,774
 

總資產 474,335
 

總資產包括：
於共同控制實體及
 聯營公司之權益 – 3,023 – 3,023 – – 3,023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4,638 322 117 5,077 12 – 5,089

於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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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398 73,512 18,043 464,953 13,786 (2,674) 476,065
      

未能分配之資產 3,022
 

總資產 479,087
 

總資產包括：
於共同控制實體及
 聯營公司之權益 – 3,142 – 3,142 – – 3,142

添置非流動資產（可轉換
 債券投資 — 股票衍生
 工具及遞延所得稅
 資產除外） 15,855 2,750 3,554 22,159 67 – 2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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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間之對銷指分部間之公司內部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無形資產、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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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總額與上一年度財務報表中所披露的數額並無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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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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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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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58 144,322

 香港及中國內地 34,157 38,297

其他國家 13,059 13,921
  

192,374 196,540
  

於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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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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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576 218,812

 香港及中國內地 22,063 22,574

其他國家 7,953 8,178
  

237,592 24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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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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136,595 13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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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79 56,961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59,413 48,162
  

251,787 244,702
  

5.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僱員褔利支出（包括董事酬金） 57,117 59,648

使用之原材料及消耗品 55,136 59,44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117 5,273

無形資產攤銷 574 5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48 (33)

土地使用權攤銷 – 30
  

6.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舊報紙及雜誌廢料銷售 2,578 2,440

其他與媒體有關之收入 1,427 –

利息收入 823 1,407

租金及樓宇管理費收入 710 610

特許權及版權收入 84 153

股息收入 9 7

其他 50 –
  

5,681 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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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匯兌收益淨額 374 312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11) 18
出售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 1,126
其他 237 1,679

  

600 3,135
  

8.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銀行借貸之利息 4,39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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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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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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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簡明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支出包括：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稅項
 本期 1,077 973

馬來西亞稅項
 本期 8,307 7,933
 過往年度餘額撥回 – (50)

其他國家稅項
 本期 247 153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6 196

遞延所得稅支出╱（收入） 248 (908)
  

9,885 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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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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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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2012年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25,393 28,21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87,239,968 1,687,241,066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1.51 1.67
  

每股攤薄盈利（美仙） 1.51 1.67
  

於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期間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
利相同。

11.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3年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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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0美仙 
 （2012/2013年度：0.673美仙） 12,654 11,355

  

於本期間支付之股息：
已付2012/2013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15美仙
 （2011/2012年度：1.448美仙）（附註 a） 17,125 24,431

  

董事會宣布就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750美仙（2012/2013
年度：0.673美仙）。股息將於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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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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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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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資料視為應付股息。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於2013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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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款如下：

匯率
每股

普通股股息

美元兌馬幣 3.2240 2.418馬仙
美元兌港元 7.7521 5.814港仙

附註：

(a) 第二次中期股息指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派發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1.015美仙，已於2013年7月31日派付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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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賬款 61,244 66,452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1,870) (2,362)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附註） 59,374 64,090
按金及預付款項 9,063 7,063
其他應收賬款 4,895 3,542

  

73,332 74,695
  

於2013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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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30日，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貿易應收賬款淨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43,638 45,739
61至120日 12,786 14,631
121至180日 1,864 2,023
180日以上 1,086 1,697

  

59,374 64,090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23,354 22,60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33,354 30,283
預收款項 16,761 16,921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2,206 3,093

  

75,675 72,898
  

於2013年9月30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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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2013年9月30日，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19,764 19,990

61至120日 2,650 1,889

121至180日 577 253

180日以上 363 469
  

23,354 22,601
  

14. 結算日後事項

一項500,000,000馬幣（相當於153,146,000美元）的短期銀行借貸於2013年11月26日到期，並已
延續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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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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2012年 變動
（經重列）

營業額 251,787 244,702 +2.9%
經營溢利 40,243 37,141 +8.4%
除所得稅前溢利 35,650 37,051 –3.8%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44,908 41,619 +7.9%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1.51 1.67 –9.6%

整體業務回顧

儘管全球經濟環境艱困，本集團經營溢利仍較去年同期之37,141,000美元增加8.4%
或3,102,000美元至40,243,000美元。經營表現有所改善，主要由於期內收益增長
及嚴格成本控制所推動。

本集團之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較去年同期改善7.9%或3,289,000美元至
44,908,000美元。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2.9%或7,085,000
美元至251,787,000美元。收益增長主要受惠於旅遊分部表現改善。然而，收益
增長被期內較高融資成本所抵銷，導致除所得稅前溢利較去年之37,051,000美
元減少3.8%至35,650,000美元。

出版及印刷分部上半年業績反映本集團經營所在市場之營商環境艱鉅。分部
收益較去年同期之196,540,000美元減少2.1%或4,166,000美元至192,374,000美元。
然而，由於期內營運成本下降，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微升1.7%。

旅遊分部業績顯著改善，收益及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
23.4%及145.9%，此顯著增長乃受分部旗下高質素旅行團（尤其是旗艦歐洲旅
行團）需求殷切所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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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00美元及400,000美元的負面匯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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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為1.51美仙，較去年同期1.67美仙
下跌0.16美仙或9.6%。

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04,125,000美元，較2013年3
月31日上升2.3%；而本集團之淨資本負債比率則由2013年3月31日之33.2%下降
至27.8%。

於2013年9月30日，本 集 團 之 資 產 淨 值 為214,450,000美 元，較2013年3月31日 之
213,945,000美元增加0.2%。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750
美仙（2012/2013年度：每股普通股 0.673美仙），將於2014年1月15日派付。

分部回顧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本集團為馬來西亞具領導地位的華文報業集團，旗下4份華文報章之每日平
均讀者總人數達2,708,000人，佔據華文報章廣告市場74.6%之市場份額。

本集團亦出版1份小報、4份學生刊物及18份雜誌，並為旗下刊物設立網站、平
板電腦及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網上內容涵蓋16份報章及雜誌。本集團亦有參
與展覽及活動業務。

於2013/2014財政年度上半年，儘管當地營商環境持續困難，馬來西亞業務仍
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共34,040,000美元，增長率達9.2%，而營業額則微升0.6%至
145,158,000美元。

根 據 尼 爾 森 媒 體 研 究，於2013年4月 至9月 期 間，馬 來 西 亞 廣 告 開 支 增 加
19.8%，主要由於收費電視的強勁增長，於此分部的廣告開支按年增加76.3%。
然而，若撇除收費電視分部，相關廣告開支則維持於去年同期相若水平。

投放於報章之廣告開支增加5.0%至23億馬幣，其中英文及華文報章分別錄得
10.8%及4.7%增長，而馬來文報章則下跌1.3%。廣告開支增長主要受2013年5月
馬來西亞舉行第13屆大選之相關廣告所帶動。



– 17 –

然而，分部旗下的雜誌繼續受到雜誌廣告市場不景氣影響。由於經濟放緩，
於雜誌的廣告開支縮減11.9%，此乃主要由於一眾雜誌廣告商（特別是化妝品
及時裝業者）對經濟抱持審慎態度而於期內削減廣告經費。

在最近期發表之AC尼爾森讀者調查，本集團旗下報章之市場領導地位獲得肯
定。《星洲日報》讀者人數達1,200,000人，繼續穩佔馬來西亞華文報章之首。本
集團其他報章不論於發行量及讀者人數方面均繼續佔據各市場之龍頭地位。

本集團持續改善旗下刊物之編採內容，作為其中一環，《星洲日報》於2013年8
月進行了大規模革新，加強報道與版面設計質素，吸引更多讀者。此改革已
廣為市場所接納。

《中國報》穩守最受歡迎晚報地位，並為馬來西亞第二大華文報章，每日吸引
近1,000,000名讀者。

《光明日報》仍為北部市場最受歡迎之華文報章，每日平均讀者人數達368,000人。

《南洋商報》於今年慶祝90週年，一直專注高質素商業報道，亦積極提拔年青及
新晉企業家。每年頒發之「金鷹獎」為最享負盛名年度商業獎項之一，深受馬
來西亞商界認同。

香港及中國內地

2013/2014年度上半年，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內地之出版及印刷分部面對嚴峻
經營環境。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 6個月之分部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分別
為34,157,000美元及1,764,000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0.8%及60.0%，主要由於政
府推出嚴格降溫措施令來自香港物業市場的廣告收益受壓。除此之外，中國
內地打擊奢華消費令奢侈品市場疲弱，而奢侈品市場正是分部廣告收益之主
要來源之一。

《明報》一直堅持優質新聞報道，內容涵蓋本地及海外經濟、政治及社會議題，
穩守香港最具影響力及公信力報章之一。憑藉準確市場定位，《明報》得以於
競爭激烈之報章行業中維持其報章發行量排名及整體廣告消費市場的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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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網站作為網上新聞平台，為本集團穩步成為多媒體領導企業之印證。憑
藉此數碼平台，本集團可為廣告商提供交叉銷售機會及全方位行銷方案。

為進軍教育市場，本集團已分配資源開發印刷及數碼教材。《明報》獲授特許
權開發電子教科書，已為此致力開發及推廣通識科相關產品。本集團憑藉其
強大學校網絡及豐富內容資料庫，銳意加強於教育界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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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雜誌出版、
數碼及戶外媒體業務。《明報周刊》於Marketing Hong Kong主辦之2013年度最佳雜
誌中勇奪兩個獎項，分別是2013年度最佳雜誌銀獎（娛樂組）及年度最佳雜誌
總排行榜第4位；而《Top Gear極速誌》亦獲頒汽車組銀獎及2013年度最佳數碼媒
體第1位（汽車組）。萬華媒體一直致力開拓新業務模式，務求優化資源運用及
創造新收入來源。去年，萬華媒體與珠江船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股份
代號：560）（「珠江船務」）聯手成立「匯聚傳媒」。此新業務目前處於早期投資階段，
主力向珠江船務往來珠三角地區之乘客推廣產品，日後可望為萬華媒體帶來
更多商機及協同效益。

北美

由於經濟狀況不明朗，北美物業市場呈下行趨勢，當地出版及印刷業務亦備
受壓力。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分部營業額按年減少6.2%至13,059,000美
元。然而，憑藉嚴格成本監控措施，分部業績成功轉虧為盈，錄得除所得稅前
溢利155,000美元。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透過翠明假期及Delta Group經營之旅遊分部錄得強勁增
長。分部營業額增加23.4%至59,413,000美元，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亦由去年同
期1,913,000美元上升145.9%至4,704,000美元。此卓越業績全因本集團優質旅遊
服務廣受認同，包括作為旗艦之長線旅行團及其他新增旅行團。

本集團已向香港聯交所創業板申請旅遊業務獨立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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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受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市場經濟放緩影響，董事預期未來數季的經營環境仍然
充滿挑戰。

馬來西亞政府於2014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引入商品及服務稅 (GST)，並將進一步
實施津貼合理化措施。此舉將嚴重打擊消費意欲，最終影響馬來西亞廣告開支。
除此之外，中國推行反奢華消費行動及香港政府的樓市降溫措施，亦將繼續
影響本集團於這些市場之廣告收入。

白報紙價格於短期內預期持續穩定，將對集團有正面影響。然而，美元兌馬
來西亞令吉升值所帶來的成本壓力仍不容忽視。

儘管如此，本集團將繼續開拓更多收益來源，同時嚴格控制成本。

除卻任何不可預見之情況下，本集團預期於下半年可錄得滿意表現。

資產抵押

於2013年9月30日， 若 干 附 屬 公 司 賬 面 淨 值10,471,000美 元（2013年3月31日：
12,40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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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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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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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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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8,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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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04,125,000美元（2013年3月31日：
101,829,000美 元 ）， 而 銀 行 借 貸 總 額 則 為161,756,000美 元（2013年3月31日：
170,602,000美元）。負債淨值為57,631,000美元（2013年3月31日：68,773,000美元）。
擁有人權益為207,629,000美元（2013年3月31日：207,006,000美元）。

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以負債淨值除擁有人權益計算之淨資本負債比率為
27.8%（2013年3月31日：33.2%）。

於2013年9月30日，本 集 團 之 流 動 負 債 淨 值 為10,575,000美 元（2013年3月31日：
22,856,000美元），主要因提取一項短期銀行借貸作為於2012年11月28日派發之
特別股息的部分資金而起。儘管如此，本集團有充裕營運資金，並可持續自
其經營業務產生淨現金流入，以便全面履行到期財務責任。此外，本集團目
前正進行有關借貸之再融資。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3年9月30日，本 集 團 約 有4,591名 僱 員（2013年3月31日：約4,6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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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2013年8月於香港聯交所公開市場以每
股2.90港元之價格購回其上市股份合共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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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購回
普通股 每股回購價

年╱月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總購回代價 等值
港元 港元 港元 美元

2013年8月 1,000 2.90 2.90 2,900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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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於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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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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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於2013年12月17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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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0
美仙，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2013年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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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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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12月17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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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於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買入隨附股
息權利之股份。第一次中期股息將於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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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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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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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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財務
資料，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
事宜。

此截至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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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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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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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