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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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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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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以及本集團於合營企業及聯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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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項下的內幕消
息條文(按香港上市規則之定義)之規定而作出。 
 
 
 
 

2014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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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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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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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營業額 
 

115,465  126,302   370,758  405,556  

已售貨品成本 
 

(74,048) (78,109)  (237,768) (250,808) 

毛利 
 

41,417  48,193   132,990  154,748  

其他收入 
 

2,708  2,799   8,695  8,988  

其他收益淨額 
 

137  168   440  539  

銷售及分銷支出 
 

(17,574) (18,385)  (56,430) (59,034) 

行政支出 
 

(10,734) (9,898)  (34,467) (31,782) 

其他經營支出 
 

(1,686) (1,704)  (5,414) (5,472) 

經營溢利 
 

14,268 21,173   45,814 67,987  

融資成本 
 

(1,712) (2,182)  (5,497) (7,007)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 
虧損 

 

(61) (114)  (196) (366) 

除所得稅前溢利 
 

12,495  18,877   40,121  60,614  

所得稅支出 
 

(4,052) (5,315)  (13,011) (17,066) 

季度溢利 
 

8,443  13,562   27,110  43,548  

 
 

     

以下人士應佔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8,289  13,326   26,616  42,790  

非控股權益 
 

154  236   494  758  

 
 

8,443  13,562   27,110  43,54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基本(美仙/馬仙) # 
 

0.49 0.79  1.57 2.54 

攤薄(美仙/馬仙) # 
 

0.49 0.79  1.57 2.54 
 
#  有關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之計算請參閱 B11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美元」)。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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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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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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3 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季度溢利  8,443 13,562  27,110 4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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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匯兌差額  3,016 (3,672)  9,685 (11,791) 

       

除稅後之季度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 

 
3,016 (3,672)  9,685 (11,791) 

       

季度全面收益總額  11,459 9,890  36,795 31,757 

       

以下人士應佔季度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283  9,647   36,230  30,977  

 非控股權益  176  243   565  780  

       

  11,459  9,890   36,795  31,757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季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
同比較數字已按2014年6月30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2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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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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期間  截至6月30日止期間 
  2014 年 2013 年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營業額 
 

115,465  126,302   370,758  405,556  

已售貨品成本 
 

(74,048) (78,109)  (237,768) (250,808) 

毛利 
 

41,417  48,193   132,990  154,748  

其他收入 
 

2,708  2,799   8,695  8,988  

其他收益淨額 
 

137 168   440 539  

銷售及分銷支出 
 

(17,574) (18,385)  (56,430) (59,034) 

行政支出 
 

(10,734) (9,898)  (34,467) (31,782) 

其他經營支出 
 

(1,686) (1,704)  (5,414) (5,472) 

經營溢利 
 

14,268 21,173   45,814 67,987  

融資成本 
 

(1,712) (2,182)  (5,497) (7,007)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 
虧損 

 

(61) (114)  (196) (366) 

除所得稅前溢利 
 

12,495  18,877   40,121  60,614  

所得稅支出 
 

(4,052) (5,315)  (13,011) (17,066) 

期間溢利 
 

8,443  13,562   27,110  43,548  

 
 

     

以下人士應佔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8,289  13,326   26,616  42,790  

非控股權益 
 

154  236   494  758  

 
 

8,443 13,562  27,110 43,54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基本(美仙/馬仙) # 
 

0.49 0.79  1.57 2.54 

攤薄(美仙/馬仙) # 
 

0.49 0.79  1.57 2.54 
 
#  有關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之計算請參閱 B11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
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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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第 1 季度之財務報告 

 

 4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期間  截至6月30日止期間 
  2014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3 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期間溢利  8,443 13,562  27,110 4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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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匯兌差額  3,016 (3,672)  9,685 (11,791) 

       

除稅後之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 

 
3,016 (3,672)  9,685 (11,791)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1,459 9,890  36,795 31,757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283  9,647   36,230  30,977  

 非控股權益  176  243   565  780  

       

  11,459 9,890  36,795 31,757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
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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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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 

於 2014 年 
3 月 31 日 

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 

於 2014 年 
3 月 31 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附註) 
資產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4,850  144,308  465,113  463,373  
投資物業  17,379  17,144  55,804  55,049  
無形資產  74,001  72,920  237,617  234,146  
遞延所得稅資產  1,371  1,455  4,402  4,672  
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權益  2,897  2,956  9,302  9,492  

  240,498  238,783  772,238  766,732  
流動資產      
存貨  53,208  52,386  170,851  168,212  
可供出售金融資產  97  97  311  311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金融資產  261  237  838  76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71,863  67,779  230,752  217,638  
可收回所得稅  579  684  1,859  2,196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124,842  102,852  400,868  330,258  

  250,850  224,035  805,479  719,376  
流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86,564  68,746  277,957  220,743  
應付股息  11,473  - 36,840  -  
所得稅負債  4,347  5,384  13,958  17,288  
銀行及其他借貸  10,153  12,726  32,601  40,863  
其他非流動負債之流動部分  63  62  202  199  

  112,600  86,918  361,558  279,093  
      
流動資產淨值  138,250  137,117  443,921  440,283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378,748  375,900  1,216,159  1,207,01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1,715  21,715  69,727  69,727  
股份溢價  54,664  54,664  175,526  175,526  
其他儲備  (76,952) (79,946) (247,093) (256,707) 
保留溢利      
 - 擬派股息  -  11,473  -  36,840  
 - 其他  218,195  209,906  700,624  674,008  

  217,622  217,812  698,784  699,394  
非控股權益  7,413  7,237  23,803  23,238  
權益總額  225,035  225,049  722,587  722,632  
      
非流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140,143 137,804 450,000  442,489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765  12,306 40,988  39,515  
其他非流動負債  805 741 2,584  2,379  
  153,713  150,851 493,572  484,383  

      
  378,748  375,900 1,216,159  1,207,0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 

(美仙/馬仙) 
 

12.90 12.91 41.42 41.45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於2014年6月30日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

數字已按2014年6月30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2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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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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非控股  

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留溢利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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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4 月 1 日(經重列) 21,715  54,664  (71,643) 202,270 207,006  6,939  213,945  

        

全面收益        

 期間溢利 -  - - 13,326  13,326  236  1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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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679) - (3,679) 7  (3,672)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  - (3,679) - (3,679) 7  (3,672)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全面(虧損)/收益  
總額 -  - (3,679) 13,326  9,647  243  9,890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本公司擁有人出資及應佔分派 
總額        

已付 2012/2013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17,125) (17,125) - (17,125)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  - - (17,125) (17,125) - (17,125)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21,715  54,664  (75,322) 198,471  199,528  7,182  206,710  

        

於 2014 年 4 月 1 日 21,715  54,664  (79,946) 221,379  217,812  7,237  225,049  

        

全面收益        

 期間溢利 -  - - 8,289  8,289  154  8,443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  - 2,994  - 2,994  22  3,016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2,994  - 2,994  22  3,016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全面收益總額 -  - 2,994  8,289  11,283  176  11,459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本公司擁有人出資及應佔分派 
總額        

擬付 2013/2014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11,473) (11,473) - (11,473)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  - - (11,473) (11,473) - (11,473) 

 

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 21,715  54,664  (76,952) 218,195  217,622  7,413  22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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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非控股  

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留溢利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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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4 月 1 日 69,727  175,526  (230,046) 649,489 664,696  22,281  686,977  

        

全面收益        

 期間溢利 - - - 42,790 42,790  758  4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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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813) - (11,813) 22  (11,791)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  - (11,813) - (11,813) 22  (11,791)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全面(虧損)/收益  
總額 -  - (11,813) 42,790 30,977 780  31,757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本公司擁有人出資及應佔分派 
總額        

已付 2012/2013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54,988) (54,988) - (54,988)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  - - (54,988) (54,988) - (54,988)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69,727  175,526  (241,859) 637,291  640,685  23,061  663,746  

        

於 2014 年 4 月 1 日 69,727  175,526  (256,707) 710,848  699,394  23,238  722,632  

        

全面收益        

 期間溢利 - - - 26,616  26,616  494  27,110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  - 9,614  - 9,614  71  9,685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9,614  - 9,614  71  9,685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全面收益總額 - - 9,614  26,616  36,230  565  36,795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本公司擁有人出資及應佔分派 
總額        

擬付 2013/2014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36,840) (36,840) - (36,840)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 - - (36,840) (36,840) - (36,840) 

 

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 69,727  175,526  (247,093) 700,624  698,784  23,803  722,587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料連
同比較數字已按2014年6月30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2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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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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金流量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期間 截至6月30日止期間 
 2014年 2013年 2014年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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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95  32,152  92,782  103,240  

已付利息 (81) (1,759) (260) (5,648) 

已繳所得稅 (4,712) (5,342) (15,130) (17,153) 

經營業務所得現金淨額 24,102  25,051  77,392  80,439  
     

投資活動所得現金流量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1) (1,948) (3,278) (6,255) 

購入無形資產 (157) (69) (504) (22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9 3 61  10  

已收利息 445 429 1,429  1,378  

已收股息 6 11 19  35  

投資活動所耗現金淨額 (708) (1,574) (2,273) (5,054) 
     

融資活動所得現金流量     

收取銀行及其他借貸所得款項 4,300 619 13,807  1,988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 (6,990) (6,178) (22,445) (19,838) 

融資活動所耗現金淨額 (2,690) (5,559) (8,638) (17,850)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20,704  17,918  66,481  57,535  

於期初之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102,852  101,829  330,258  326,973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之匯兌調整 1,286  (1,759) 4,129  (5,649) 

於期終之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124,842  117,988  400,868  378,859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
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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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 
 

a) 編製基準 
 
此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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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 13.09(2)(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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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財務資料應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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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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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所得稅乃按預期年度總盈利所適用之稅率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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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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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換算為美元。 

 
 
 
A2. 過往年度財務報表之核數師報告 
 

本集團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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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開支及旅遊業務收入可能因此而有
所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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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4. 非經常性項目 
 

本回顧季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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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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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 債務及股本證券之變動 

 
本回顧季度內並無發行、註銷、購回、轉售及償還債務及股本證券。 

 
 

 
A7. 已付股息 

 
於本季度並無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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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及發行以華文為主的報章、雜誌、電子內容及書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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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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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於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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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98 16,979 5,997 89,674 25,791 115,465 
 ════ ════ ════ ════ ════ ════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利 12,030 929 60 13,019 1,269 14,288 
 ════ ════ ════ ════ ════  
       
未能作出分配之利息支出      (1,631)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淨
額      (101)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
虧損      (61) 

      ──── 
除所得稅前溢利      12,495 
所得稅支出      (4,052) 
      ──── 
季度溢利      8,443 
      ════ 
其他資料：       
利息收入 379 63 - 442 3 445 
利息支出 (62) (19) - (81) - (8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50) (367) (103) (2,620) (30) (2,650) 
無形資產攤銷 (221) (37) (19) (277) (5) (282) 
所得稅支出 (3,282) (343) (55) (3,680) (372) (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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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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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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27 17,507 6,856 100,490 25,812 126,302 
 ════ ════ ════ ════ ════ ════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利 18,054 976 379 19,409 1,907 21,316 
 ════ ════ ════ ════ ════  
       
未能作出分配之利息支出      (2,113)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淨
額      (212)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
虧損      (114) 

      ──── 
除所得稅前溢利      18,877 
所得稅支出      (5,315) 
      ──── 
季度溢利      13,562 
      ════ 
其他資料：       
利息收入 386 42 - 428 1 429 
利息支出 (69) - - (69) - (6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62) (342) (96) (2,600) (11) (2,611) 
無形資產攤銷 (228) (33) (22) (283) (5) (288) 
所得稅支出 (4,642) (260) (198) (5,100) (215) (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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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於 201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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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348 74,382 16,803 463,533 25,684 (331) 488,886 

 ═════ ═════ ═════ ════ ════ ════  
未能分配之資產       2,462 

       ─── 
總資產       491,348 

       ════ 
總資產包括：        
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
之權益 - 2,897 - 2,897 - - 2,897 

添置非流動資產(遞延所
得稅資產除外) 822 308 22 1,152 26 - 1,178 

 ═════ ═════ ═════ ════ ════ ════ ════ 

 
 
於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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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121 72,071 16,813 445,005 15,387 (221) 460,171 

 ═════ ═════ ═════ ════ ════ ════  
未能分配之資產       2,647 

       ─── 
總資產       462,818 

       ════ 
總資產包括：        
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
之權益 - 2,956 - 2,956 - - 2,956 

添置非流動資產(遞延所
得稅資產除外) 9,840 711 289 10,840 329 - 11,169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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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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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第 1 季度之財務報告 

 

 14 

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9.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估值 

 
於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本集團並無重估其物業、廠房及設備。 

 
 
 
A10. 結算日後之重大事項 

 
本集團並無結算日後的重大事項。 

 
 
 
A11. 本集團組成之變動 
 

於本回顧季度內本集團之組成並無重大變動。 
 

 
 
A12. 資本承擔 
 

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尚未履行之資本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千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獲批准並已訂約 2,373 

 已獲批准但未訂約 6,151 

 8,524 

 
 
 
A13. 關連人士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向一間關連公司購買白報紙(附註 1)   9,778 12,860 
向關連公司支付之租金(附註 1)   19 5 
向一間關連公司購買機票(附註 1)   7 6 
向一間關連公司支付銷售書籍及影碟之版權費(附註 1)   3 - 
向一間關連公司銷售舊報紙及雜誌之廢料(附註 1)   (694) (759) 
向一間聯營公司收取之代理費用   (66) (41) 
向一間合營企業收取之內容供應及視頻製作收入   (30) - 
向一間關連公司收取之租金(附註 1)   (9) (18) 
向關連公司提供機票及住宿安排服務(附註 1)   (4) (73) 
向一間關連公司提供會計服務(附註 1)   (1) - 
代表一間聯營公司收取之廣告收入   - (134) 

 
附註： 
 
1) 本公司若干股東及董事為此等關連公司之股東及/或董事。 
2) 上述所有交易均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且有關金額已按訂約各方雙互協定之預定價格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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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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分析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2014 年 
千美元 

2013 年 
千美元 

營業額   115,465 126,302 
除所得稅前溢利   12,495 18,877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   16,694 23,529 

 
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季度，集團錄得營業額 115,465,000美元，較去年同季的 126,302,000 
美元減少 8.6%或 10,837,000 美元。營業額下跌主要由於出版及印刷分部收入減少所致。 
 
除所得稅前溢利較去年首季的 18,877,000 美元下降 33.8%或 6,382,000 美元至 12,495,000 美
元。溢利減少反映營業額下跌，惟營運支出及融資成本減少，抵銷部分跌幅。 
 
本季度之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為 16,694,000 美元，較去年同季的 23,529,000 美元減
少 29.0%或 6,835,000 美元。 
 
由於收入減少 10.8%，集團出版及印刷分部錄得除所得稅前溢利 13,019,000 美元，較去年同
季下跌 32.9%或 6,390,000 美元。 
 
集團馬來西亞業務之除所得稅前溢利下降 33.4%至 12,030,000 美元，分部營業額亦由去年同
季的 76,127,000 美元減少 12.4%至 66,698,000 美元。自馬來西亞政府去年下半年宣布開徵商
品及服務稅以及實行津貼合理化措施後，消費意欲疲弱，拖累當地廣告市場，影響季內集團
馬來西亞業務的廣告收入。而馬航 MH 370 事件令 4 月及 5 月的廣告市場環境進一步惡化，
多個宣傳活動被廣告商延後甚至擱置。此外，集團去年同期較高的廣告收入乃主要由於國會
選舉帶來的一次性政治宣傳廣告。 
 
儘管香港房地產市道開始漸趨活躍，惟此增長被零售銷售放緩(尤其是奢侈品及名牌商品)所
抵銷。期內集團香港及中國內地業務營業額微跌 3.0%至 16,979,000 美元，除所得稅前溢利
則減少 4.8%至 929,000 美元。 
 
集團北美出版及印刷分部於本季度受到當地經濟放緩及惡劣天氣的不利因素影響，營業額下
跌 12.5%，導致期內除所得稅前溢利由去年同季的 379,000 美元減少至 60,000 美元。 
 
於本季度內，集團旅遊分部錄得營業額 25,791,000 美元，與去年同季相若。北美旅遊分部業
務改善，全數抵銷香港旅遊分部因當地市場競爭激烈導致收入下跌的影響。不過，由於期內
營運開支增加，集團旅遊分部除所得稅前溢利減少 33.5%至 1,269,000 美元。 
 
期內馬來西亞令吉及加拿大元兌美元貶值，分別為集團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利帶來約
4,065,000 美元及 656,000 美元之負面匯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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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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與上一季度比較之業績變動 
 

 (未經審核)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115,465 99,609 +15.9% 

除所得稅前溢利 12,495 12,993 -3.8% 

 
本集團之營業額由上一季度之 99,609,000 美元上升 15.9%或 15,856,000 美元至 115,465,000
美元。營業額增長乃主要由於旅遊分部受惠於今年 4 月的復活節假期，收入因而增加。再者，
第 4 季度為出版及印刷分部傳統上較淡靜的季度。然而，因季度內員工成本上升，除所得稅
前溢利下跌 3.8%或 498,000 美元至 12,495,000 美元。 
 
 
 

B3.  本年度展望 
 
受經濟不明朗因素及消費者信心下降影響，集團核心市場的廣告業營商環境持續疲弱，我們
預期餘下季度的營商環境將繼續充滿挑戰。 
 
然而，近期白報紙價格回落可為疲弱的市場狀況提供緩衝。 
 
在嚴峻的營商環境下，集團將繼續專注透過積極的銷售推廣以及提升產品質素以推動收入增
長，同時不斷加強所有業務部門的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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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所得稅前溢利 

 
除所得稅前溢利已計入/(扣減)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撥備及撇銷   (63) (162) 
存貨撥備及撇銷   (36) (37) 
匯兌收益淨額   113 84 

  
除上文及於 A8 中所述外，於馬來西亞證交所上市規定附錄 9B 第 A(16)段要求之其他項目並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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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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  所得稅支出 
 
 所得稅支出包括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所得稅支出    3,613 5,132 
過往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53 4 
遞延所得稅支出    386 179 
    4,052 5,315 

 
本集團於本回顧季度之實際稅率較馬來西亞之法定稅率25%為高，主要由於若干開支不能用
作扣減所得稅所致。 

 

 

 
B7.  企業活動狀況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即不早於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刊發前 7 日)，概無已公布但尚未完成之
企業提案。 
 

 

 
B8.  集團借貸 
 
 本集團於2014年6月30日之借貸如下： 
 

 (未經審核) 
 有抵押  無抵押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流動      

  短期銀行借貸 1,461  8,692  10,153 
非流動      

  中期票據 -  140,143  140,143 
 1,461  148,835  150,296 

 
本集團借貸以下列貨幣計值： 

 

 (未經審核) 
 千美元 
  
馬來西亞令吉 144,964 

 美元 1,461 

 港元 3,871 

 150,296 

 
於 2014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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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2014 年 3 月 31 日：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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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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9.  重大訴訟 
 

於 201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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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於此等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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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 應付股息 
 

就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派發獲豁免繳稅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680 美仙，
總計 11,473,000 美元，已於 2014 年 8 月 1 日派付。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回顧季度派發任何股息。 
 
 
 
B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2014 年 2013 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 (千美元)   8,289 13,326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87,239,241 1,687,240,241 

 
每股基本盈利 (美仙)   0.49 0.79 

 
每股攤薄盈利 (美仙)   0.49 0.79 

 
由於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每股攤薄盈利與每股基本盈利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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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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2. 已變現及未變現保留溢利之披露 
 

下列已變現及未變現保留溢利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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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馬來西亞證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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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馬來
西亞證交所指定格式編製。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2014年 

6月30日 
千美元 

於2014年 
3月31日 
千美元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保留溢利總額：   

- 已變現 245,705 248,231 

  - 未變現 (11,008) (10,300) 

 234,697 237,931 

應佔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累計虧損總額：   

- 已變現 (1,332) (1,271) 

  - 未變現 33 33 

 (1,299) (1,238) 

   

減：綜合調整 (15,203) (15,314)  

 
按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載本集團之保留溢利 218,195 22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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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而編製，除此
之外不應作任何其他用途。 
 
 

承董事會命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羅玉娟 
湯琇珺 
聯席公司秘書 
2014 年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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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