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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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布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本公司」，前稱明報企業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合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
二零零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3	 328,260		 304,563
已售貨品成本 4 (212,171	)	 (204,5�9 )    
毛利  116,089		 �00,044
其他收入 3	 4,674		 4,0�8
其他收益淨額 5	 1,401		 �,64�
收購南洋報業而產生之負商譽  13,094		 –
銷售及分銷成本 4 (50,289	)	 (44,666 )
行政支出 4 (30,547	)	 (28,67� )
其他經營支出 4 (9,951	)	 (4,445 )    
經營溢利  44,471		 27,92�
融資成本 6	 (710	)	 (�,�55 )    
除所得稅前溢利  43,761		 26,766
所得稅支出 7	 (11,809	)	 (6,604 )    
年度溢利  31,952		 20,�62    
由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9,188		 ��,489
少數股東權益  12,764		 8,673    
  31,952		 20,�6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美仙） 9	 2.10		 �.26
 攤薄（美仙） 9	 2.10		 �.26
股息總額 8
 本公司 
  擬派及已派付第一次中期股息  1,037		 �,56�
  擬派第二次中期股息  15,610		 –
 星洲媒體
  擬派首期及末期股息  –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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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施 	 112,603		 63,558
 投資物業 	 7,056		 �,455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4,262		 22,479
 無形資產 	 22,022		 6,000
 商譽 	 62,450		 �5,782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1,128		 972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 	 579		 �,4�9
 遞延所得稅資產 	 3,630		 4,589    

 	 233,730		 ��6,254    

流動資產	
 存貨 	 50,531		 �9,75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644		 605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276		 25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76,896		 56,534
 可收回所得稅	 	 2,760		 63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6,559		 67,459    

 	 207,666		 �45,24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58,982		 39,236
 所得稅負債 	 4,067		 2,�62
 短期銀行貸款 	 24,414		 9,479
 銀行透支（有抵押） 	 2,962		 2,535
 長期負債之流動部分 	 6,460		 3,602    

 	 96,885		 57,0�4    

流動資產淨值 	 110,781		 88,22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4,511		 20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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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5,167		 5,205
 股份溢價 	 12,809		 �3,480
 其他儲備 	 196,554		 22,478
 保留溢利 
  －擬派末期股息 	 15,610		 7,78�
  －其他 	 91,136		 84,755    

 	 321,276		 �33,699

少數股東權益 	 7,952		 59,367    

權益總額	 	 329,228		 �93,066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6,453		 5,366
 遞延所得稅負債 	 8,830		 6,050    

 	 344,511		 20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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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

根據本公司與星洲媒體集團有限公司（「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控股有限公司（「南洋報
業」）之合併，本公司已向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之現有股東發行新股份，以換取星洲媒
體及南洋報業各自之全部股權。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刊發之公布所披露，合
併訂約各方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確認，合併協議所載之所有適用先決條件已獲接
受、取得、履行或達成（視情況而定）。

由於在合併前後本公司及星洲媒體均由相同控股方共同控制，本集團已就與星洲媒體之
業務合併採用合併會計法，猶如合併已於本公司及星洲媒體首次共同受控股方控制之日
期進行。於採用合併會計法時，本公司每股面值0.�港元之509,308,796股普通股（即本公
司之經擴大股本之30.2%）被視為在本公司與星洲媒體處於共同控制期間，經已就收購其
於星洲媒體之控股權益而發行予控股方。因此，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經已編製，猶如本公司及星洲媒體之架構於
整個期間存續；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
表經已編製，以呈列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
產及負債，猶如上述架構於該等日期一直存續。已確認之92,647,000美元合併儲備，乃
本公司已發行509,308,796股普通股之公平值與控股方擁有之星洲媒體股本及股份溢價之
股本權益之差額。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合併完成之生效日），本公司被視為已向少數股東收購星洲
媒體之餘下股本權益。已確認之49,0�8,000美元商譽，乃本公司已發行506,667,259股普
通股之公平值與星洲媒體少數股東權益之賬面值之差額。

由於本公司及南洋報業並非受共同控制，本集團已將根據合併在完成生效日（二零零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收購南洋報業（作為全資附屬公司）之股本權益採用收購法記賬。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之綜
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a)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計算存貨之準則由先入先出法改為加權平
均法。此項會計政策之更改並無對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及財政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b) 呈列貨幣已由港元（「港元」）變為美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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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續）

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綜合財務報表須使用若干重要會計估計，同時亦須管理層
在應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過程中作出判斷。

以下為與本集團營運有關並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必須採用之新準
則、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7「金融工具：披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7引入了有關金融工具之
新披露規定。採用此項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出現重大變更。

(b) 國際會計準則�（修訂本）「財務報表之呈報：資本披露」：該修訂規定本集團披露新
資料，讓使用財務報表之人士得以評估本集團資本管理之目標、政策及程序。

(c)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8「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國際財務報
告詮釋委員會－詮釋8規定凡涉及發行權益工具之交易，當中所收取之可識別代價
低於所發行權益工具之公平值時，必須確定其是否屬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之範圍
內。該準則對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及財政狀況並無任何影響。

(d)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9「重新評估附帶衍生工具」：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詮釋9訂明實體首次成為合約一方之日期，即為評估該合約中是否附帶衍生
工具之日期，並規定當合約條款有變導致合約原有之現金流量發生重大改變時，才
需要進行重估。由於本集團並無須與主合約分開處理之附帶衍生工具，該詮釋對本
集團之財務狀況或業績並無影響。

(e)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0「中期財務報告和減值」：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0禁止將已於中期期間確認對按成本值列賬之商譽、權益工具投資及金
融資產投資之減值虧損在結算日之後撥回。採用該詮釋並無導致本集團之營運業績
及財務狀況出現重大變更。

(f)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規定當企業獲取貨物或服務，並以股份為基礎
之付款方式作支付時，該支付應作為以權益結算之股份支付交易，而不管如何獲取
所需之權益工具。同時，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還提供了指引，當貨
物或服務之提供方獲取企業控股公司之權益工具作為代價時，應該如何以現金或權
益結算方式記錄於企業之財務報表中。預期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對
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及財政狀況不會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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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續）

以下為已頒布並須於本集團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或之後之會計期間採納而未有提早採納
之新準則、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8「經營分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8規定本集團須披露其經營分部
之資料，並取代釐定本集團主要（業務）及從屬（地域）報告分部之規定。本集團已
釐定經營分部與先前根據國際會計準則�4「分部報告」識別之業務分部相同。此準
則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之分類及呈列並無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b) 國際會計準則�「財務報表之呈報」（經修訂）：國際會計準則�已作修訂，以加強呈列
於財務報表內之資料之有效性。國際會計準則�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
重大影響。

(c) 國際會計準則23「借貸成本」（經修訂）：經修訂之國際會計準則23「借貸成本」於二零
零七年三月頒布並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之財政年度起生效。此準則已作修
訂，規定將借貸成本（倘該等成本與合資格資產有關）撥充資本。合資格資產為必
需一段長時間方可達至擬定用途或銷售之資產。根據此準則之過渡性規定，本集團
對此準則之採納應採用未來適用法。因此，從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將對合格資
產相關之借貸成本進行資本化。對於在此日期之前已列賬支出之借貸成本毋須作出
調整。

(d) 國際會計準則 27（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此項修訂規定非控制性權益
（即少數股東權益）必須在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內之權益中呈列並與母公司擁有人權
益分開列報。即使會導致非控制性權益出現虧損結餘，收入總額必須歸屬於母公司
擁有人及非控制性權益。母公司在附屬公司不導致失去控制權之權益變動在權益中
記賬。當失去對附屬公司之控制權時，將該前附屬公司之資產、負債及相關權益部
份剔除確認。任何虧損在收益表中確認。在該前附屬公司所保留之任何投資按控制
權失去當日之公平值記賬。本集團將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應用國際會計準則
27（經修訂） 。

(e) 國際會計準則32－對國際會計準則32及國際會計準則�「可贖回金融工具」之修訂：
對國際會計準則32及國際會計準則�之修訂已於二零零八年二月頒布並於二零零九
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之年度期間起生效。對國際會計準則32之修訂規定，若干可贖
回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可按若干條件被分類為權益。國際會計準則�修訂
本規定需披露分類為權益之可贖回工具之若干資料。本集團預期該等修訂不會對本
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產生影響。

(f)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修訂本）－「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之歸屬條件及註銷」：該修訂
本澄清「歸屬條件」之定義並訂明對手方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安排進行「註銷」之會
計處理。歸屬條件僅為對手方須完成指定服務期之服務條件以及須完成指定服務期
及達到指定表現指標之表現條件。估計獲授權益工具之公平值時須計入所有屬市場
條件之「非歸屬條件」及歸屬條件。所有註銷均須當作提早歸屬處理，而原本可於
餘下歸屬期確認之金額須即時確認。本集團將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應用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2（修訂本），但預期此修訂不會對本集團之賬目構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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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續）

(g)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3（經修訂）「企業合併」：此項修訂或會令更多交易採用收購會計
法記賬，因為單純以合約方式合併及互助實體之合併已被納入此項準則之範圍內，
而企業之定義已作出輕微修訂。該準則現說明有關成份乃「能夠進行」而非「進行及
管理」。該修訂規定了代價（包括或然代價）、每項可識別資產及負債必須按其收購
日之公平值計量，惟租賃及保險合約、重新購入之權利、賠償保證資產以及須根據
其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之若干資產及負債則除外。這些項目包括所得稅、僱員
福利、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以及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在某一
被收購方之任何非控制性權益可按公平值，或按非控制性權益以比例應佔被收購方
之可識別淨資產計量。本集團將會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3（經修訂）。

(h)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2「服務經營權安排」：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2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頒布並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之年度期間
起生效。此詮釋適用於服務經營權使用者並解釋了如何確認在經營權安排中承擔之
義務及獲得之權利。本集團概無成員公司為經營權使用者，故此詮釋對本集團並無
影響。

(i)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3「客戶忠誠度計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3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頒布並將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之年度期間起
生效。此詮釋要求向客戶授予之忠誠度獎勵應當作為一個獨立部分在銷售交易中予
以確認，從而獲得之代價之公平值應當分配到忠誠獎勵中並且在獎勵兌現之期間予
以遞延。由於目前並無有關計劃，故本集團預期此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
表有任何影響。

(j)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4，國際會計準則�9「界定福利資產之上限、最低
資金要求及其相互影響」：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4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
頒布並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之年度期間起生效。此詮釋為如何考量根據
國際會計準則�9「僱員福利」可以被確認為資產之福利資產之上限提供了指引。本
集團預期此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財政狀況或業績有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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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包括出版、印刷及發行中文報章、期刊與書籍，以及提供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之收入。本年度確認之營業額及其他收入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188,736  �69,862
 報章、期刊及書籍之銷售額，經扣除貿易折扣及退貨 75,268  70,540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63,684  63,675
 旅遊代理佣金收入 572  486   

 328,260  304,563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2,153  �,890
 租金及樓宇管理收入 297  255
 股息收入 11  �0
 特許權及版權收入 159  �56
 白報紙廢料銷售 2,054  �,707   

 4,674  4,0�8   

總收益 332,934  3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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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本年度之營業額和業績按業部分部及地區分部分析如下：

主要報告格式	－	業務分部

	 出版及印刷		 旅遊		 對銷		 總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64,004		 64,256		 –		 328,260
       

分部業績 35,092		 99		 –		 35,191
收購南洋報業而產生之負商譽 13,094		 –		 –		 13,094
商譽及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5,393	)	 –		 –		 (5,393	)       

	 42,793		 99		 –		 42,892
     

利息收入       2,153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574	)       

經營溢利       44,471
融資成本       (710	)       

除所得稅前溢利       43,761
所得稅支出       (11,809	)       

年度溢利       31,952
       

分部資產 432,539		 7,736		 (4,744	)	 435,531
未能作出分部之資產       5,865       

總資產       441,396
       

分部負債 (100,485	)	 (8,055	)	 4,744		 (103,796	)
未能作出分部之負債       (8,372	)       

總負債       (112,168	)
       

於物業、廠房及設施之
 資本開支 5,711		 86		 –		 5,797
折舊 7,500		 114		 –		 7,614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448		 –		 –		 448
無形資產攤銷 506		 –		 –		 506
其他非現金開支淨額 2,338		 7		 –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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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主要報告格式	－	業務分部（續）

 出版及印刷  旅遊  對銷  總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40,402  64,�6�  – 	 304,563
       

分部業績 27,063  (38 ) –		 27,025
     

利息收入       �,890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994 )       

經營溢利       27,92�
融資成本       (�,�55 )       

除所得稅前溢利       26,766
所得稅支出       (6,604 )       

年度溢利       20,�62
       

分部資產 244,247  7,827  (3,205 ) 248,869
未能作出分部之資產       �2,627       

總資產       26�,496
       

分部負債 (59,739 ) (7,38� ) 3,205  (63,9�5 )
未能作出分部之負債       (4,5�5 )       

總負債       (68,430 )
       

於物業、廠房及設施之
 資本開支 6,035  �08  –  6,�43
折舊 6,333  97  –  6,43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506  –  –  506
無形資產攤銷 373  –  –  373
其他非現金開支淨額 �,050  (�9 )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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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從屬報告格式－地區分部

	 		 		 		 馬來西亞
	 香港		 北美		 中國大陸		 及東南亞		 對銷		 總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108,399		 65,477		 6,628		 147,756		 –		 328,260
           

分部業績 8,760		 (2,310	)	 (1,793	)	 32,132		 –		 36,789

收購南洋報業而產生之負商譽 –		 –		 –		 13,094		 –		 13,094
商譽及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5,393	)	 –		 –		 –		 –		 (5,393	)           

 3,367		 (2,310	)	 (1,793	)	 45,226		 –		 44,490
         

利息收入           2,153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2,172	)           

經營溢利           44,471
融資成本           (710	)           

除所得稅前溢利           43,761
所得稅支出           (11,809	)           

年度溢利           31,952
           

分部資產 190,559		 20,268		 27,748		 250,676		 (53,720	)	 435,531
未能作出分部之資產           5,865           

總資產           441,396
           

分部負債 (17,507	)	 (50,056	)	 (15,868	)	 (74,085	)	 53,720		 (103,796	)
未能作出分部之負債           (8,372	)           

總負債           (112,168	)
           

於物業、廠房及設施之資本開支 1,199		 1,721		 172		 2,705		 –		 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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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從屬報告格式－地區分部（續）

       馬來西亞
 香港  北美  中國大陸  及東南亞  對銷  總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09,527  60,652  7,294  �27,090  –  304,563
           

分部業績 9,62�  (2,825 ) (2,08� ) 23,720  –  28,435
         

利息收入           �,890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2,404 )           

經營溢利           27,92�
融資成本           (�,�55 )           

除所得稅前溢利           26,766
所得稅支出           (6,604 )           

年度溢利           20,�62
           

分部資產 ��4,035  �7,772  27,354  �39,672  (49,964 ) 248,869
未能作出分部之資產           �2,627           

總資產           26�,496
           

分部負債 (�7,938 ) (44,928 ) (�6,093 ) (34,920 ) 49,964  (63,9�5 )
未能作出分部之負債           (4,5�5 )           

總負債           (68,430 )
           

於物業、廠房及設施之資本開支 �,885  472  2��  3,575  –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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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分類的開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532	 5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2	 �2
使用之原材料及消耗品 91,364	 87,23�
折舊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施 7,270	 6,�34
 租賃物業、廠房及設施 344	 296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448	 506
無形資產攤銷 506	 373
僱員褔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 78,610	 72,034
經營租賃開支 	 
 土地及樓宇 1,614	 �,693
 機器 19	 23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及撤銷 2,232	 945
呆壞存貨撥備 113	 8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施、租賃土地及
 土地使用權之（收益）╱虧損－淨額 (308	) 74
出售其他投資之虧損 –  �4
商譽及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5,393	 –
其他開支 114,809	 ��2,289   

已售存貨成本、銷售及分銷成本、
 行政支出及其他經營開支總額 302,958  282,30�
   

5.	 其他收益淨額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匯兌收益淨額 204	 4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322	) (47 )
其他	 1,519	 �,684   

 1,40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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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604	 �,077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106	 78   

 710	 �,�55
   

7.	 所得稅支出

有關本集團香港業務之所得稅乃根據本年度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7.5%（二
零零七年︰ �7.5%）計算。有關本集團馬來西亞業務之所得稅則根據本年度來自馬來西
亞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法定稅率26%（二零零七年︰ 27%）計算。來自其他國家之溢利之
稅項則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依本集團經營業務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支出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1,217	 876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餘額撥回） 6	 (6 )

馬來西亞稅項
 本年度 7,511	 4,870
 過往年度餘額撥回 (534	) (287 ) 

其他國家稅項
 本年度 1,049	 76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餘額撥回） 1,450	 (�7 )

遞延所得稅支出 1,110	 403   

 11,809	 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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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
 擬派及已派付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0.258美仙
  （二零零七年：每股0.386美仙）） 1,037	 �,56�
 擬派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0.926美仙（二零零七年：無）） 15,610	 –

星洲媒體
 擬派首期及末期股息
  （無（二零零七年：每股2.576美仙）） –	 7,78� 	 

 16,647	 9,342
    

附註：

(a) 董事會就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宣派第二次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0.926美仙（二零零七年：無）。股息將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營業時間結束時以
馬幣或港元現金並參考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時正
所報美元適用之匯率中位數釐定匯率向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之普通股股東支付。

(b)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財政年度派付任何末期股息（二零零七年：星洲媒體派付之末
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576美仙）。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9,�88,000美元（二零零七年：
��,489,000美元）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9�4,936,623股（二零零七年：
9�3,974,9��股）計算。就計算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而言，已計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及所
有視作已發行之股份。

每股攤薄盈利按9�5,677,867股（二零零七年：9�4,074,894股）普通股計算。該股數乃年
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加上視作無償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74�,244股
（二零零七年：99,983股）（為反映本公司購股權計劃項下所有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
之影響而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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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賬款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淨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46,826	 30,99�
六十一至一百二十日 13,964	 ��,836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4,136	 2,5�3
一百八十日以上 1,564	 2,950   

 66,490	 48,290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七日至一百二十日。

11.	 貿易應付賬款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16,494	 ��,937
六十一至一百二十日 1,769	 �,48�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764	 ��7
一百八十日以上 1,240  270   

 20,267	 �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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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本公司」，前稱明報企業有限公司）在明報企業有限公司（「明
報」）、星洲媒體集團有限公司（「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控股有限公司（「南洋報業」）成
功合併後誕生。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於香港、中國大陸、東南亞及北美出版、印刷及發行華文報章、
雜誌及書籍，以及提供電子內容及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目前，本集團發行5份日
報共�5個版本，每天發行量超過�00萬份，另外在美國發行兩份免費日報，並於東南
亞、北美、香港及中國大陸各大城市出版30多份雜誌，而其不同網站每月總瀏覽頁次
約達4.7億次。其旗艦報章《星洲日報》是東南亞最大之華文報紙，每天發行約357,000
份。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已就與星洲媒體之業務合併採用合
併會計法，猶如合併已於明報及星洲媒體首次共同受控股方控制之日期進行。

由於南洋報業根據收購建議於合併公布後被邀請加入本集團，本集團已將根據建議合
併在完成生效日（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所收購之南洋報業（作為全資附屬公司）
股本權益採用收購法記賬。因此，南洋報業之業績並無計入本財政年度之綜合收益表
內，亦無計入於比較數字。

財務摘要

（千美元）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變動

營業額 328,260  304,563  +8%
毛利 ��6,089  �00,044  +�6%
收購南洋報業而產生之負商譽 �3,094  –  
經營溢利 44,47�  27,92�  +59%
除所得稅前溢利 43,76�  26,766  +63%
年度溢利 3�,952  20,�62  +58%
少數股東權益 (�2,764 ) (8,673 ) +4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9,�88  ��,489  +67%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2.�0  �.26  +67%
總資產 44�,396  26�,496  +69%
每股資產淨值（美仙） �9.52  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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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續）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營業額較上個財政年度增加8%或23,697,000美元，主要是由於本集
團來自東南亞及北美之業務收入增加所致。

本年度除稅前綜合溢利為43,76�,000美元，按年增幅達�6,995,000美元或63%。除稅前
綜合溢利包括於收購南洋報業時確認之一次性負商譽�3,094,000美元及商譽及無形資
產減值撥備5,393,000美元。

撇除以上項目，本集團於本年度之除稅前綜合溢利為36,060,000美元，較去年上升
9,294,000美元或35%。業績較佳主要是由於來自合併之協同效益及營業額增長所致。

每股基本盈利由去年同期之�.26美仙增加67%至2.�0美仙。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76,559,000美元，而每股
資產淨值為�9.52美仙。

股息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五日就402,808,000股普通股派付中期股息每股0.258美
仙（二零零七年：0.386美仙），合計�,037,000美元。董事會就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第四季宣派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0.926美仙（二零零七年：無）。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財政年度派付任何末期股息（二零零七年：星洲媒體已付每股普
通股2.576美仙）。

分部回顧

東南亞

本集團於東南亞之業務包括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之業務。不過，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根據合併會計法之準則，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只包括星洲媒體
之業務。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星洲媒體之除稅前溢利由22,76�,000美
元上升42%至32,274,000美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馬來西亞大選期間之出版刊物發
行量上升帶來之廣告收入以及區內媒體廣告開支整體大幅改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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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回顧（續）

東南亞（續）

於回顧年內，收益增加20,667,000美元或�6%至�47,756,000美元。與此同時，於上個
財政年度，經營開支只上升��%至��8,373,000美元。

旗艦報章《星洲日報》是馬來西亞最大之華文報紙，發行量按年增長3%，每天平均發行
約357,000份。與此同時，其總廣告收入由於馬來西亞大選期間廣告消費增加而較上個
財政年度取得驕人增長達8%。此外，《星洲日報》獲納入二零零八至二零一零年度國際
報業色彩品質協會成員。

《光明日報》每天發行約�27,000份，是馬來西亞第三大華文報章，也是馬來西亞北部
最大之報章。其總廣告收入取得強勁增長達32%，此乃由於電訊公司、娛樂提供者、
銀行及馬來西亞大選之廣告消費上升所致。此外，《光明日報》亦獲納入二零零八至二
零一零年度國際報業色彩品質協會成員，並於二零零八年連續兩年榮獲亞洲報章色彩
品質獎金獎。

儘管由於就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收購南洋報業採用收購法記賬，南洋報業之業績
不會計入本集團本年度之綜合收益表，惟南洋報業於本年度轉虧為盈，截至二零零
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錄得除稅前溢利達6,644,000美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
3,700,000美元。

《南洋商報》之定位為一份高檔報章，其高品質之內容吸引高學歷、富裕及具影響力
之讀者群，備受廣告商重視。《南洋商報》持續達致高水平之能力，從其獎項及殊榮可
見一斑，當中包括由馬來西亞新聞學院就華文媒體頒發之四個獎項，即最佳專題報導
獎、最佳新聞獎、最佳體育新聞獎及最佳集體攝影獎。

《南洋商報》邁向85週年，為慶祝如此盛大之里程，我們為生活與《南洋商報》息息相關
之讀者、客戶及業務夥伴，於馬來西亞各地舉行了一連串之慶祝活動及晚宴。

《中國報》仍為Klang Valley第二大華文日報，每天發行量增至大約240,000份。本土新
聞配合詳盡之專題報導，成功地使《中國報》壓倒一眾對手。《中國報》能夠識別並深入
探討本地民生之重要話題。這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對本土新聞的認識及相關性乃吸
引讀者之關鍵要素。

《生活出版社》是馬來西亞最大之華文雜誌出版商，一直以來備受讀者及廣告商支持。
在編輯組之協同努力下，雜誌內容得到持續提升，加上資深之銷售團隊，《生活出版
社》之表現一直理想，旗下大部分刊號之發行量及讀者群均有改善。至目前為止，《生
活出版社》出版�份小報及�8份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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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回顧（續）

東南亞（續）

《都會佳人》針對都市女性讀者，一直以來均錄得利潤。於二零零三年十月推出之《媽
咪寶貝》目前為馬來西亞最暢銷之育嬰月刊。

星洲媒體之旗艦報章網站星洲互動，基於每月瀏覽人次增加47%至2,200,000人次，於
回顧年內錄得廣告收入強勁增長達65%，反映廣告商逐漸接納網上報章作為其接觸目
標讀者群之其中一個主要渠道。

《南洋網》仍為目前馬來西亞唯一提供視像新聞之網站，並於來年繼續尋求豐富內容之
方法。

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

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大陸均有業務。自二零零八年六月起，本集團在台灣展開業務。

儘管香港之報章出版業競爭激烈，惟香港業務仍能保持其營業額達�08,399,000美元，
而去年同期則為�09,527,000美元。廣告收入有跡象於去年下半年創新高後見頂，反映
區內經濟增長放緩之大圍趨勢。

《明報》錄得廣告收入增長3%，此乃由於銀行、金融服務及品牌時裝行業增加刊登廣告
所致。這增幅中約一半乃來自網上廣告，此有賴我們加強推廣印刷及網上廣告套餐。
隨著邁向50週年，《明報》繼續豐富其內容。本集團認為這是一個良好機會來吸引廣告
客戶刊登更多廣告。編輯組努力不懈豐富報章內容為讀者增值，使《明報》能夠在市場
上繼續取得成功。

與此同時，業績稍為回軟至6,967,000美元，去年為7,540,000美元，主要是由於與星
洲媒體及南洋報業合併產生之一次過專業費用及營運成本上漲壓力加劇所致。

本集團於大中華地區之生活雜誌出版單位萬華媒體集團（「萬華媒體」）之應佔溢利顯著
改善，於回顧期內錄得�,547,000美元（二零零七年：396,000美元），原因在於萬華媒
體於過去數年所付出努力開始獲得成果。

萬華媒體於香港之旗艦刊物《明報周刊》，由於將邁向40週年，故錄得創紀錄之廣告收
入增長9%，成績令人鼓舞。精裝版及原裝版兩種版本之發行漸受廣告商及讀者歡迎。
《明報周刊》已連續六年獲得亞洲出版業協會頒發獎項，進一步鞏固其於業界品質超卓
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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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回顧（續）

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續）

本集團於中國大陸之業務涉及萬華媒體經營之生活雜誌出版業務，本年度之營業
額由於終止出版兩份表現未如理想之雜誌而由去年同期之7,294,000美元稍為跌至
6,628,000美元。經營虧損由去年之2,08�,000美元減至�,793,000美元。

北美

有關在北美各大城市之海外版出版業務及免費日報開始有跡象轉虧為盈，原因在於廣
告商開始發現本集團之競爭優勢，於免費之發放領域中利用其本身已相當成功之付費
印刷產品之高品質編輯內容。

在溫哥華及多倫多之兩個加拿大版本之表現繼續壓倒同業，錄得驕人之除稅前溢利。
另外於三藩市及紐約之兩份免費報章逐漸獲得廣告商認可。按目前每月廣告收入之增
長步伐計算，預期這免費報章分部將可於稍後開始錄得溢利。該兩份報章已分別易名
為《紐約免費報》及《三藩市免費報》以反映各自市場之產品定位。

其他

儘管業內競爭熾熱、機票燃油附加費飊升導致需求削弱以及美元持續偏軟導致旅行
團價格上漲，本集團透過翠明假期及Delta Group錄得之旅遊業務收入保持穩定，達
64,256,000美元。本集團將不時檢討此項業務，並於有需要時採取適當措施。

前景

繼合併於二零零八年四月成功完成後，本集團乃經營全球最大之華文媒體內容平台之
一。我們具備充足條件，利用這平台之優勢及其組成之媒體內容資產，在資訊科技一
日千里之年代中，將業務由「本地化轉向全球化」，並由「印刷轉向非印刷」。

本集團正尋求將其媒體內容交叉銷售至不同市場。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在台灣推出《明
報周刊》是這策略之好例子。透過特許使用之模式，我們於台灣之夥伴出版之《明報周
刊》台灣版將會與電子版進行交叉宣傳，並經營電視節目明周報報。預計類似以上之
其他舉措，包括我們所經營之不同市場上之印刷及非印刷內容，將於未來數年實現。

與此同時，本集團在面對來自經營環境與日俱增之挑戰時仍持審慎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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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續）

預期白報紙價格之上漲趨勢將會持續，並很可能影響本集團之表現。在無不可預見之
情況下，並考慮到油價不斷上升導致之成本上漲，董事會預計本集團於來年之核心業
務之經營環境將競爭激烈，並充滿挑戰。

然而，本集團將透過有效利用資源，並將成功誕生之經合併實體所建立之共同平台之
營運協同效益最大化來達致理想業績。與此同時，憑藉所建立之全球華文媒體平台，
本集團將繼續發掘擴充業務之商機。

隨著非印刷渠道之內容使用日益普及，本集團高效率之華文製作實力已準備好應付這
使用習慣之轉變，並於稍後觸發市場環境之演變。這最終將會透視媒體及內容提供者
如何重整其業務模型來發掘這演變帶來之商機。本集團相信，本集團已具備所需能力
來受惠於這過程。

財務擔保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若干附屬公司之一般銀行信貸而為該等附屬
公司提供合共23,439,000美元（二零零七年︰ 22,9��,000美元）財務擔保。於二零零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已使用之銀行信貸合共5,0�5,000美元（二零零七年︰ 5,���,000美
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0,78�,000美元（二零零七年：
88,228,000美元），而股東權益為329,228,000美元（二零零七年：�93,066,000美元）。
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承擔合共39,287,000美元（二零零七年：20,794,000美元），資本
負債比率（即貸款總額佔股東權益之比率）為0.��9（二零零七年：0.�08）。於二零零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為76,559,000美元（二零零七年：67,459,000
美元），扣除貸款總額後，現金淨值為37,272,000美元（二零零七年：46,665,000美
元）。

僱員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5,047名僱員（二零零七年：約3,429名僱
員），其中大部分駐於馬來西亞及香港。本集團付予僱員之酬金根據業內慣例及個別
僱員之表現釐定。本集團並為其高層職員設立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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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經營國際業務，須承受不同貨幣所產生之外匯風險，主要為與馬幣（「馬幣」）、
人民幣（「人民幣」）、港元及美元有關之風險。外匯風險來自海外業務之未來商業交
易、已確認之資產及負債及投資淨額。

由本集團業務淨資產所產生之匯率波動（包括來自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及東南
亞以及北美）主要以經營以相關外幣結算之負債應付。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於年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購回其上市股份合共
3,�66,000股，目的在於提升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購回之詳情摘要如下：

	 已購回之		 每股回購價	 總回
年╱月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購代價		 等值
   港元  港元  港元  美元

二零零七年九月 4�6,000  �.95  �.8�  780,660  �00,47�
二零零七年十月 �,�08,000  �.99  �.72  2,045,469  263,252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309,000  2.00  �.85  587,93�  75,668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23,000  �.8�  �.8�  4�,630  5,358
二零零八年一月 �,�0�,000  �.90  �.70  �,983,597  255,289
二零零八年三月 209,000  �.80  �.78  375,626  48,343         

 3,�66,000      5,8�4,9�3  748,38�         

所有購回之股份已於年內被註銷，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亦已按購回股份之面值相應
減少。就該等購回股份所付之溢價已從股份溢價賬中扣除，而相等於被註銷股份之面
值則由本公司之保留溢利轉撥往股本購回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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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董事會致力達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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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香港守則」）之建議而制定之管治框架來營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遵照該等
準則不僅能夠改善本集團之財務表現，亦能保障及提升股東之投資，並保障其他權益
持有人之利益。本公司已採納香港守則內之一切守則條文作為其本身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年內，本公司已遵從香港守則及馬來西亞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
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年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
載之規定標準。

財務報表之審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聯同管理層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
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準則，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承董事會命
張裘昌
董事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六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丹斯里拿督張曉卿、張鉅卿先生、張翼卿醫生、
拿督梁棋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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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明先生、丹斯里拿督劉衍明及天猛公拿督肯勒甘雅安
納天猛公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