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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股份代號：5090) 

 

公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財務報告 

 

根據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 9.22 段之規定，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本公司」)為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之上市公司，於二
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向馬來西亞證交所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及其於一間聯營
公司之權益。 
 
本公布並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1) 條之規定而作
出。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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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鉅卿先生、拿督
斯里張翼卿醫生、張裘昌先生、蕭依釗女士及沈賽芬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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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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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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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營業額 
 

117,991 105,935  356,333 319,924 

已售貨品成本 
 

(72,432) (63,631)  (218,745) (192,166) 

毛利 
 

45,559 42,304  137,588 127,758 

其他收入 
 

2,391 1,625  7,221 4,907 

其他收益淨額 
 

464 432  1,401 1,305 

銷售及分銷支出 
 

(17,001) (14,595)  (51,343) (44,077) 

行政支出 
 

(10,443) (9,083)  (31,538) (27,431) 

其他經營支出 
 

(1,693) (1,593)  (5,113) (4,811) 

經營溢利 
 

19,277 19,090  58,216 57,651 

融資成本 
 

(142) (220)  (429) (664)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81) (76)  (244) (229) 

除所得稅前溢利 
 

19,054 18,794  57,543 56,758 

所得稅支出 
 

(5,292) (5,291)  (15,982) (15,979) 

季度溢利 
 

13,762 13,503  41,561 40,779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575 13,315  40,996 40,211 

非控股權益 
 

187 188  565 568 

 
 

13,762 13,503  41,561 40,77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利 

 
     

基本(美以/馬以) # 
 

0.81 0.79  2.45 2.39 

攤薄(美以/馬以) # 
 

0.81 0.79  2.45 2.39 
 
# 有關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之計算請參閱 B13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美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
馬來西亞令吉(「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0200 馬幣換算為馬幣，惟僅供參考之用。該換算不應視為有關美元數額已實
際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為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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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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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季度溢利  13,762 13,503  41,561 40,779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819 2,135  2,473 6,448 

       

季度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819 2,135  2,473 6,448 

       

季度全面收益總額  14,581 15,638  44,034 47,22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4,375 15,514  43,412 46,852 

 非控股權益  206 124  622 375 

       

  14,581 15,638  44,034 47,227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馬幣之補

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0200馬幣換算為馬
幣，惟僅供參考之用。該換算不應視為有關美元數額已實際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何其
他匯率換算為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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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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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營業額 
 

117,991 105,935  356,333 319,924 

已售貨品成本 
 

(72,432) (63,631)  (218,745) (192,166) 

毛利 
 

45,559 42,304  137,588 127,758 

其他收入 
 

2,391 1,625  7,221 4,907 

其他收益淨額 
 

464 432  1,401 1,305 

銷售及分銷支出 
 

(17,001) (14,595)  (51,343) (44,077) 

行政支出 
 

(10,443) (9,083)  (31,538) (27,431) 

其他經營支出 
 

(1,693) (1,593)  (5,113) (4,811) 

經營溢利 
 

19,277 19,090  58,216 57,651 

融資成本 
 

(142) (220)  (429) (664)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81) (76)  (244) (229) 

除所得稅前溢利 
 

19,054 18,794  57,543 56,758 

所得稅支出 
 

(5,292) (5,291)  (15,982) (15,979) 

期間溢利 
 

13,762 13,503  41,561 40,779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575 13,315  40,996 40,211 

非控股權益 
 

187 188  565 568 

 
 

13,762 13,503  41,561 40,77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利 

 
     

基本(美以/馬以) # 
 

0.81 0.79  2.45 2.39 

攤薄(美以/馬以) # 
 

0.81 0.79  2.45 2.39 
 
# 有關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之計算請參閱 B13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馬幣之補
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0200 馬幣換算為
馬幣，惟僅供參考之用。該換算不應視為有關美元數額已實際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何
其他匯率換算為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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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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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期間溢利  13,762 13,503  41,561 40,779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819 2,135  2,473 6,448 

       

期間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819 2,135  2,473 6,448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4,581 15,638  44,034 47,22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4,375 15,514  43,412 46,852 

 非控股權益  206 124  622 375 

       

  14,581 15,638  44,034 47,227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馬幣之補
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0200 馬幣換算為
馬幣，惟僅供參考之用。該換算不應視為有關美元數額已實際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何
其他匯率換算為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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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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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資產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施  155,936 157,145 470,927 474,578 
投資物業  11,447 11,428 34,570 34,513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064 2,079 6,233 6,279 
無形資產  79,587 79,300 240,353 239,486 
遞延所得稅資產  959 972 2,896 2,935 
界定福利計劃資產  294 277 888 83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2,298 2,379 6,940 7,184 
可換股票據投資－貸款部分  545 537 1,645 1,621 

  253,130 254,117 764,452 767,433 

流動資產      
存貨  65,000 69,153 196,300 208,842 
可供出售金融資產  97 97 293 293 
按公帄值經損益入賬之金融
資產 

 
215 213 649 64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74,307 68,911 224,407 208,111 
可收回所得稅  1,423 1,471 4,298 4,443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129,663 110,519 391,582 333,767 

  270,705 250,364 817,529 756,099 

流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79,982 68,816 241,546 207,824 
所得稅負債  6,552 5,671 19,787 17,127 
應付股息  19,437 - 58,700 - 
短期銀行貸款  7,613 14,865 22,991 44,892 
長期負債之流動部分  134 451 404 1,362 

  113,718 89,803 343,428 271,205 

流動資產淨值  156,987 160,561 474,101 484,894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410,117 414,678 1,238,553 1,252,327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1,697 21,681 65,525 65,477 
股份溢價  280,545 280,299 847,246 846,503 
其他儲備  (66,957) (67,757) (202,210) (204,626) 
保留溢利  154,323 160,185 466,055 483,759 

  389,608 394,408 1,176,616 1,191,113 
非控股權益  5,663 5,457 17,102 16,480 

權益總額  395,271 399,865 1,193,718 1,207,593 

      
非流動負債      

其他長期負債  855 1,267 2,582 3,826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991 13,546 42,253 40,908 

  14,846 14,813 44,835 44,734 

  410,117 414,678 1,238,553 1,252,32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
資產淨值(美以/馬以) 

 
23.11 23.41 69.79 70.70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馬幣之補充資料連

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0200馬幣換算為馬幣，惟僅
供參考之用。該換算不應視為有關美元數額已實際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
算為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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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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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留溢利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21,672 280,160 (92,337) 131,814 341,309 8,263 349,572 

 

期間溢利 - - - 13,315 13,315 188 13,503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貨幣匯兌差額 - - 2,198 - 2,198 (63) 2,135 

長期服務金承擔之精算收益/   

(虧損) - - 1 - 1 (1) - 

期間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2,199 - 2,199 (64) 2,135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2,199 13,315 15,514 124 15,638 

        

與股東之交易：        

收購一間上市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 722 - 722 (2,429) (1,707)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授出購股權之 

股份酬金成本 - - 93 - 93 (87) 6 

擬付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   

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12,983) (12,983) - (12,983) 

與股東之交易總額 - - 815 (12,983) (12,168) (2,516) (14,68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1,672 280,160 (89,323) 132,146 344,655 5,871 350,526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21,681 280,299 (67,757) 160,185 394,408 5,457 399,865 

 

期間溢利 - - - 13,575 13,575 187 13,762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 - 800 - 800 19 819 

期間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800 - 800 19 819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800 13,575 14,375 206 14,581 

        

與股東之交易：        

行使購股權 16 246 - - 262 - 262 

擬付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   

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19,437) (19,437) - (19,437) 

與股東之交易總額 16 246 - (19,437) (19,175) - (19,17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21,697 280,545 (66,957) 154,323 389,608 5,663 39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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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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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留溢利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65,449 846,083 (278,858) 398,078 1,030,752 24,954 1,055,706 

 

期間溢利 - - - 40,211 40,211 568 40,779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貨幣匯兌差額 - - 6,638 - 6,638 (190) 6,448 

長期服務金承擔之精算收益/(虧損) - - 3 - 3 (3) - 

期間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6,641 - 6,641 (193) 6,448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6,641 40,211 46,852 375 47,227 

        

與股東之交易：        

收購一間上市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 2,180 - 2,180 (7,335) (5,155)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授出購股權之股份

酬金成本 - - 281 - 281 (263) 18 

擬付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第二次

中期股息 - - - (39,208) (39,208) - (39,208) 

與股東之交易總額 - - 2,461 (39,208) (36,747) (7,598) (44,345)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65,449 846,083 (269,756) 399,081 1,040,857 17,731 1,058,588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65,477 846,503 (204,626) 483,759 1,191,113 16,480 1,207,593 

 

期間溢利 - - - 40,996 40,996 565 41,561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 - 2,416 - 2,416 57 2,473 

期間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2,416 - 2,416 57 2,473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2,416 40,996 43,412 622 44,034 

        

與股東之交易：        

行使購股權 48 743 - - 791 - 791 

擬付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第二次

中期股息 - - - (58,700) (58,700) - (58,700) 

與股東之交易總額 48 743 - (58,700) (57,909) - (57,909)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65,525 847,246 (202,210) 466,055 1,176,616 17,102 1,193,718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馬幣之補

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0200馬幣換算為馬
幣，惟僅供參考之用。該換算不應視為有關美元數額已實際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何其
他匯率換算為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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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8 

簡明綜合現金流量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經營業務所得現金流量     

經營業務所得現金 31,710 35,103 95,764 106,011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利息 (98) (214) (296) (646) 

償還融資租賃之利息部分 (44) (6) (133) (18) 

已繳所得稅 (3,957) (2,522) (11,950) (7,617) 

已付長期服務金 (41) (12) (124) (36) 

經營業務所得現金淨額 27,570 32,349 83,261 97,694 

     

投資活動所得現金流量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施 (1,474) (5,881) (4,451) (17,761) 

購入無形資產 (116) (124) (350) (37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施所得款項 23 14 69 42 

出售投資物業所得款項 - 47 - 142 

已收利息 557 244 1,682 737 

已收股息 5 6 15 18 

投資活動所耗現金淨額 (1,005) (5,694) (3,035) (17,196) 

     

融資活動所得現金流量     

行使購股權所得款項 262 - 791 - 

收購一間上市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1,707) - (5,155) 

償還銀行貸款 - (260) - (785) 

收取短期銀行貸款所得款項 2,211 11,538 6,677 34,844 

償還短期銀行貸款 (9,493) (15,270) (28,669) (46,115) 

償還融資租賃之本金部分 (722) (91) (2,180) (275) 

融資活動所耗現金淨額 (7,742) (5,790) (23,381) (17,486) 

     

現金、現金等價物及銀行透支之增加淨額 18,823 20,865 56,845 63,012 

於四月一日之現金、現金等價物及銀行透支 110,519 77,437 333,767 233,860 

現金、現金等價物及銀行透支之匯兌調整 321 231 970 698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金、現金等價物及 
銀行透支 129,663 98,533 391,582 297,570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馬幣之補

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0200 馬幣換算為
馬幣，惟僅供參考之用。該換算不應視為有關美元數額已實際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何
其他匯率換算為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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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 
 

A1. 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 
 

a) 會計基準  
此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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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1)條及馬來西亞證券
交易所(「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第 9.22 段之規定而編製。 
  
此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編製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此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 

 

b)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外，編製此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為一致。 
 
中期所得稅乃按預期年度總盈利所適用之稅率作出撥備。 
 
本集團已採納以下與本集團有關並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必須採納之
準則修訂及對準則之修改： 
 
 國際會計準則第 24 號(修訂)「關連方披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或之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此修訂提出政府關連實體與政府間之交易可獲豁免國際會計準則第 24
號所有披露要求，並闡明及簡化關連方之定義。此修訂並無對此未經審核財務資
料構成重大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改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此修改強調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之現行披露原則，並就說
明如何應用此等原則提供進一步指引。其更加強重大事件及交易之披露原則。額
外規定涵蓋公帄值計量變動（如重大）之披露及更新自最近期年報以來之相關資
料之需要。此修改並無對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布但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之新準
則、準則修訂及對準則之修改。本集團現正評估此等新準則、準則修訂及對準則之修
改於應用初期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所帶來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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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 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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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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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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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以往年度財務報表之核數師報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之核數師報告並無任何保留意
見。 

 
 
A3. 季節或周期因素 

 
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可能受主要節日或重大事件影響，廣告及旅遊業務收入可能因此而有所增
減。 

 
 
A4. 非經常性項目 
 

本季度並無任何非經常性項目影響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權益、淨收益或現金流量。 
 
 
A5. 估計之變動 

 
對上財政年度所呈報之估計金額並無重大變動以致對本回顧季度之業績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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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6. 債務及股本之變動 

 
a) 根據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之購股權計劃，為

鼓勵全職僱員，本公司董事可酌情邀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全職僱員（包括執行董
事），按照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及條件接納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授予之購股權須
於授出日起計十年內或自計劃採納日期起計十年內(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兩者中
較早之日期內行使。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屆滿，本公司亦無採納任何
新購股權計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購股權之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涉及購股權之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於二零一一年 
四月一日 

於本期間 
內失效之

購股權 

於本期間 
內行使之

購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港元 

等值 
美元 

    

       

二零零一年 
八月三十一日 1.592 0.205 1,815,000 - (600,000) 1,215,000 

二零零三年 
八月二十九日 1.320 0.170 573,000 - - 573,000 

二零零三年 
九月十五日 1.800 0.232 900,000 - (600,000) 300,000 

   3,288,000 - (1,200,000) 2,088,000 

 
 
b)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股份之變動詳情如下：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1,684,586,241 
行使購股權 1,200,00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685,786,241 

 
 
A7. 已付股息 

 
於本季度並無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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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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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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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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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00 18,605 8,050 99,055 18,936 117,991 
 ═════ ═════ ════ ═════ ═════ ═════ 
       
除所得稅前之分部溢利 16,234 1,637 972 18,843 493 19,336 
 ═════ ═════ ════ ═════ ═════  
       
未能分配至個別分部之費用
淨額 

     
(20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81) 
      ───── 
除所得稅前溢利      19,054 
所得稅支出      (5,292) 
      ───── 
季度溢利      13,762 
      ═════ 
       
其他資料：       
利息收入 513 50 - 563 1 564 
利息開支 (97) (1) (44) (142) - (142) 
折舊 (2,102) (385) (136) (2,623) (19) (2,642)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 (15) - (15) - (15) 
無形資產攤銷 (224) (19) (20) (263) (2)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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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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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23 17,647 7,431 90,101 15,834 105,935 
 ═════ ═════ ════ ═════ ═════ ═════ 
       
除所得稅前之分部溢利  16,694 677 1,072 18,443 575 19,018 
 ═════ ═════ ════ ═════ ═════  
       
未能分配至個別分部之費用
淨額 

     
(148)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76) 
      ───── 
除所得稅前溢利      18,794 
所得稅支出      (5,291) 
      ───── 
季度溢利      13,503 
      ═════ 
       
其他資料：       
利息收入 226 25 - 251 - 251 
利息開支 (202) (12) (6) (220) - (220) 
折舊 (1,765) (439) (139) (2,343) (25) (2,368)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 (15) - (15) - (15) 
無形資產攤銷 (187) (9) (11) (207) (1)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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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部資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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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436 80,950 14,443 508,829 18,655 (6,741) 520,743 
 ═════ ═════ ═════ ═════ ════ ════  
未能分配至個別分部之資
產 

      
3,092 

       ───── 
總資產       523,835  
       ═════ 
總資產包括：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2,298 - 2,298 - - 2,298 
添置非流動資產(於一間
聯營公司之權益、界定福
利計劃資產、金融資產及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1,418 62 64 1,544 46 - 1,590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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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5) 501,339 
 ═════ ═════ ═════ ═════ ════ ════  
未能分配至個別分部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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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間
聯營公司之權益、界定福
利計劃資產、金融資產及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18,906 725 223 19,854 72 - 1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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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15 

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間之對銷指分部間之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之對銷。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施、投資物業、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無形資產、於一
間聯營公司之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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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帄值經損益入賬之
金融資產(上市股本證券)及可收回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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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確認之營業額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69,267 61,806 
報章、雜誌及書籍之銷售額，經扣除貿易折扣及退貨 29,788 28,295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18,936 15,834 
 ───── ───── 
 117,991 105,935 
 ═════ ═════ 
 
 

A9. 物業、廠房及設施 
 
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施之估值已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財務
報表結轉，並無作出修改。 
 
於本季度購入及出售之物業、廠房及設施之賬面淨值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千美元 
   
購入  1,474 
出售  (53) 

 
 
A10. 結算日後之重大事項 

 
於此季度完結後並無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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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1. 本集團組成之變動 
 

除下文所述外，於本回顧季度本集團之組成並無重大變動： 
 
於本回顧季度，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萬華媒體」)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 One Media 
Holdings Limited 以代價 1 美元收購一間名為天達企業有限公司(「天達」)之現成公司以作
投資控股之用。萬華媒體為本公司間接持有 73.18%權益之非全資附屬公司。天達於二零一
一年三月十七日於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已發行及實繳股本為 1 美元，由 1 股無面值股份構
成。 
 
此外，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 291AA 條撤銷一間名為商安企業有限公司的無業務全
資附屬公司於香港公司註冊處公司名錄之註冊登記。 

 
 
A12.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就若干附屬公司所獲授一般銀行信貸向有關附屬公司提供
財務擔保合共 28,061,000 美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7,799,000 美元)。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已動用之信貸共達 1,805,000 美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318,000 美元)。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就該等財務擔保而遭索償機會不大。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
公司於財務擔保項下之最高負債為其附屬公司提取之信貸，因此並無就此於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作出撥備(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A13.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履行之資本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千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施   

 已獲批准並已訂約 1,533 
 已獲批准但未訂約 4,527 

 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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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 
 
B1.  業績回顧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營業額   117,991 105,935 
除所得稅前溢利   19,054 18,794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第一季錄得營業額 117,991,000 美元，較去年同季增加 11.4%。
不過由於營運支出上升，抵銷營業額增長，令溢利只輕微增加。 
 
本季度除所得稅前溢利為 19,054,000 美元，較去年同季上升 260,000 美元或 1.4%。 

 
由於馬來西亞令吉及加拿大元兌美元升值，為集團的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利帶來匯算收
益，分別為 5,645,000 美元及 2,531,000 美元。 

 
於本季度，集團各主要營運市場的通脹升溫，令集團持續受壓。白報紙成本較去年同季上漲
13%，加上員工成本及其他營運開支亦不斷上升，本季度的總支出較去年同期攀升 14.2%  

 
由於廣告收入增加，出版及印刷業務分部的營業額較去年同季增加 9.9%，不過營運成本上
升抵銷營業額增長，導致此分部的除稅前溢利只錄得 2.2%輕微增幅。 

 
受惠於持續經濟及消費者信心改善，旅遊業務分部於本季度繼續取得良好表現，營業額增長
達 19.6%至 18,936,000 美元。此外，市場對該分部所精心策劃的中國旅行團及長線行程(特
別是歐洲旅行團)的需求強勁亦是因素之一。 

 
 
B2. 與上一季度比較之業績變動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千美元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117,991 107,410 9.9% 
除所得稅前溢利 19,054 12,446 53.1% 

 
由於廣告及旅遊收入增加，第一季度的營業額為 117,991,000 美元，較上季度的 107,410,000
美元上升 9.9%。除所得稅前溢利由 12,446,000 美元增加 53.1%至 19,054,000 美元，主要由
於上季度內確認了一項 4,132,000 美元之減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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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3.  本年度之前景 

 
鑑於集團主要業務所在的市場狀況波動及不明朗，董事會對餘下季度的前景持審慎態度。 
 
預期收入增長將逐步緩和，同時集團將繼續面對由白報紙價格及員工成本上漲所帶來的成本
攀升的挑戰。 
 
然而管理層將繼續持審慎樂觀的態度管理集團的業務，確保各業務分部保持成本效益及溢利
能力。 
 
 

B4.  溢利預測及溢利擔保 
 

本集團概無於任何公眾文件內作出任何溢利預測或溢利擔保。 
 
 
B5.  稅項 
 
 稅項包括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所得稅開支     4,832  4,58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1  1 
遞延所得稅支出     439  701 

     5,292  5,291 

 
本集團於本季度之實際稅率較馬來西亞之法定稅率為高，此乃由於若干開支不能用作扣減所
得稅，以及若干附屬公司於外地司法管轄區營運，其適用之稅率較高。 
 

 
B6.  非上市投資及物業 
 

於本回顧季度並無出售任何非上市投資及物業。 
 

 
B7.  上市投資 
 

a) 於本季度概無購入或出售任何上市投資。 
 

b)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持有之上市及可出售證券投資之詳情如下： 
 

 (未經審核) 
 千美元 
  
按成本計算之總投資 601 
按賬面值計算之總投資(扣除減值撥備) 215 
按市值計算之總投資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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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8.  企業活動狀況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五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世華網絡資源有限公司(「世華網絡資源」)
與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萬華媒體」)之全資附屬公司天達企業有限公司(「天達」)訂立
買賣協議。據此，世華網絡資源將以合法及實益擁有人身份出售而天達將購入本公司之全資
附屬公司世華傳訊投資有限公司(「世華傳訊」)之 1 股無面值普通股(即該公司全部發行股
本)，代價為 25,800,000 港元(相當於 3,307,000 美元) (「出售」)。於出售完成後(須待買賣協
議之所有條件均全部達成)，世華傳訊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而世華網絡資
源亦不再於世華傳訊擁有權益，包括其於 ByRead Inc.之投資。 
 
萬華媒體為本公司間接持有 73.18%權益之非全資附屬公司。 
 
出售預期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第二季度完成。 

 
除上文所述外，於本公布日期，概無已公布但尚未完成之企業提案。 

 
 
B9.  集團借貸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借貸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有抵押 無抵押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流動    

短期銀行貸款 155 7,458 7,613 
融資租賃承擔 11 - 11 

 166 7,458 7,624 

 
本集團借貸按其列值貨幣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短期借貸  千美元 
   
馬來西亞令吉  7,469 
美元  155 

總借貸  7,624 

 
 
B10. 資產負債表外之金融工具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具資產負債表外風險之金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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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11. 重大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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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財務資料日期，訴訟之最終裁決仍未能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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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2. 應付股息 
 

董事宣布派發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 0.400 美以(二零一零年：無)。上述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
十月六日以馬幣或港元現金並參考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
時正所報美元適用之匯率中位數釐定之匯率向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
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支付。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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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股息數款如下： 
 
 匯率 每股普通股股息 
   
美元兌馬幣 2.9725 1.189馬以 
美元兌港元 7.7970 3.119港以 
 
馬來西亞股東毋須就收取本公司宣派之股息繳稅，原因為根據一九六七年馬來西亞所得稅法
附表六第二十八段，有關股息屬於來自外地之收入。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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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資格收取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 0.400 美以，所有填妥之股份過
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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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號金鐘匯中心
二十六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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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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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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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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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1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a) 基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 (千美元) 13,575 13,315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帄均數 1,685,173,054 1,683,897,241 

 

每股基本盈利 (美以) 0.81 0.79 

 
b) 攤薄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 (千美元) 13,575 13,315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帄均數 1,685,173,054 1,683,897,241 

就購股權之調整 993,496 309,070 

計算每股攤薄盈利之普通股加權帄均數 1,686,166,550 1,684,206,311 

 

每股攤薄盈利 (美以) 0.81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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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14. 已變現及未變現保留溢利/(累計虧損)之披露 
 

下列已變現及未變現保留溢利分析乃根據馬來西亞會計師公會頒布之特別事務指引第1號《根
據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定於披露資料內釐定已變現及未變現之溢利或虧損》而釐定，
並已按馬來西亞證交所指定之格式披露。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保留溢利總額：   

- 已變現 182,434 187,692 
  - 未變現 (12,147) (11,756) 
 170,287 175,93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累計虧損總額：   

- 已變現 (519) (438) 
  - 未變現 - - 
 (519) (438) 
   
減：綜合調整 (15,445) (15,313) 
   
 
按綜合資產負債表本集團之保留溢利總額 

 
154,323 

 
160,185 

 
上述已變現及未變現保留溢利之披露僅為遵守馬來西亞證交所指令之披露要求規定而編
製，並不供作其他用途。 
 

 
 
 
 
 

 
 

承董事會命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羅玉娟 
秘書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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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