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馬來西亞公司代號：995098-A） 

（香港股份代號：685） 

（馬來西亞股份代號：5090） 

 
公布公布公布公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 

中期財務報告中期財務報告中期財務報告中期財務報告 
 

 

根據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馬來西亞交易所」）上市規定第 9.22 段（季度報告）

之規定，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馬來西亞交易所主板之上市公

司，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向馬來西亞交易所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本公布並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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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之規定而作出。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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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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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季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季度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 

 千美千美千美千美元元元元 千美千美千美千美元元元元 千馬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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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109,483 83,245 357,517 271,836 

已售貨品成本 (69,937) (55,738) (228,379) (182,012) 

毛利 39,546 27,507 129,138 89,824 

其他收入  1,716 1,133 5,603 3,700 

其他收益淨額 460 332 1,502 1,08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017) (11,716) (52,304) (38,259) 

行政支出 (10,593) (6,966) (34,591) (22,747) 

其他經營支出 (1,524) (1,192) (4,977) (3,892) 

經營溢利 13,588 9,098 44,371 29,710 

融資成本 (445) (247) (1,453) (80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143 8,851 42,918 28,903 

所得稅支出 (4,034) (2,622) (13,173) (8,562) 

季度溢利 9,109 6,229 29,745 20,341 

由以下應佔由以下應佔由以下應佔由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821 3,464 28,805 11,312 

少數股東權益 288 2,765 940 9,029 

 9,109 6,229 29,745 20,34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
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基本 (美仙/馬仙) 0.52 0.38  1.70 1.24 

攤薄 (美仙/馬仙) 0.52 0.38  1.70 1.24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 -  - - 
 

 

附註： 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列賬貨幣為美元（「美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馬來西亞令吉（「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

匯率每 1 美元兌 3.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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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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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表表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累計累計累計累計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累計累計累計累計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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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馬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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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109,483 83,245 357,517 271,836 

已售貨品成本 (69,937) (55,738) (228,379) (182,012) 

毛利 39,546 27,507 129,138 89,824 

其他收入 1,716 1,133 5,603 3,700 

其他收益淨額 460 332 1,502 1,08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017) (11,716) (52,304) (38,259) 

行政支出 (10,593) (6,966) (34,591) (22,747) 

其他經營支出 (1,524) (1,192) (4,977) (3,892) 

經營溢利 13,588 9,098 44,371 29,710 

融資成本 (445) (247) (1,453) (80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143 8,851 42,918 28,903 

所得稅支出 (4,034) (2,622) (13,173) (8,562) 

本期溢利 9,109 6,229 29,745 20,341 

由以下應佔由以下應佔由以下應佔由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821 3,464 28,805 11,312 

少數股東權益 288 2,765 940 9,029 

 9,109 6,229 29,745 20,34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
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基本 (美仙/馬仙) 0.52 0.38  1.70 1.24 

攤薄 (美仙/馬仙) 0.52 0.38  1.70 1.24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 -  - - 
 

 

附註： 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馬幣

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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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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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於於於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於於於於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於於於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於於於於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馬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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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施 109,353 112,603 357,092 367,705 
投資物業 6,887 7,056 22,490 23,041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3,751 24,262 77,559 79,228 
無形資產 21,945 22,022 71,661 71,913 
商譽 62,134 62,450 202,899 203,930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1,123 1,128 3,667 3,683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 595 579 1,943 1,891 
遞延所得稅資產 3,281 3,630 10,714 11,854 

 229,069 233,730 748,025 763,245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43,129 50,531 140,838 165,00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641 644 2,093 2,103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276 276 901 90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75,749 76,896 247,358 251,104 
可收回所得稅 2,598 2,760 8,484 9,0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8,208 76,559 320,698 250,003 

 220,601 207,666 720,372 678,133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68,240 58,982 222,838 192,606 
所得稅負債 5,166 4,067 16,870 13,281 
應付股息 15,513 - 50,658 - 
短期銀行貸款 19,067 24,414 62,263 79,724 
銀行透支 (有抵押) 3,196 2,962 10,437 9,672 
長期負債之流動部分 6,079 6,460 19,851 21,095 

 117,261 96,885 382,917 316,378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03,340 110,781 337,455 361,7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2,409 344,511 1,085,480 1,125,000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股本 21,684 5,167 70,809 16,873 
股份溢價 280,341 12,809 915,454 41,828 
其他儲備 (92,499) 196,554 (302,055) 641,847 
保留溢利     
- 擬派股息 - 15,610 - 50,974 
- 其他 100,036 91,136 326,668 297,605 

 309,562 321,276 1,010,876 1,049,127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 8,288 7,952 27,064 25,967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317,850 329,228 1,037,940 1,075,094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5,300 6,453 17,307 21,072 
遞延所得稅負債 9,259 8,830 30,233 28,834 

 332,409 344,511 1,085,480 1,125,000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資產淨值(美仙/馬仙) 18.86 19.52 61.60 63.74 

 

 

附註： 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馬幣

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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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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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已確認收支結算表未經審核綜合已確認收支結算表未經審核綜合已確認收支結算表未經審核綜合已確認收支結算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期間期間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累計累計累計累計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累計累計累計累計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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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馬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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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匯兌差額 (4,641) (168) (15,155) (549) 

     

在權益直接確認之收入 (4,641) (168) (15,155) (549) 

     

本期溢利 9,109 6,229 29,745 20,341 

     

本期確認之總收入 4,468 6,061 14,590 19,792 

     

由以下應佔由以下應佔由以下應佔由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144 3,300 13,532 10,776 

     

少數股東權益 324 2,761 1,058 9,016 

 

 4,468 6,061 14,590 19,792 

 

 

附註： 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馬幣

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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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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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期間期間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累計累計累計累計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累計累計累計累計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二二二零零七年零零七年零零七年零零七年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馬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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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 33,710 10,923 110,080 35,669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404) (219) (1,319) (715) 
償還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41) (28) (134) (92) 
已繳利得稅 (1,921) (528) (6,273) (1,724)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31,344 10,148 102,354 33,138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施 (1,075) (747) (3,510) (2,439) 
購入無形資產 (40) - (131) - 
購入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 (502) - (1,63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施所得款項 141 33 460 107 
已收利息 463 572 1,512 1,867 
已收股息 8 6 26 20 

投資活動所耗投資活動所耗投資活動所耗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現金淨現金淨現金淨額額額額 (503) (638) (1,643) (2,084) 
     
融資融資融資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行使購股權所得款項 16 6 52 20 
購回普通股股份 (378) - (1,234) - 
償還銀行貸款 (1,504) (993) (4,911) (3,243) 
償還短期銀行貸款 (4,851) (9,206) (15,841) (30,062) 
償還融資租賃之本金部分 (169) (109) (552) (356) 

融資活動所耗融資活動所耗融資活動所耗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現金淨額現金淨額現金淨額  (6,886) (10,302) (22,486) (33,641) 
     
現金、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之增加/(減

少)淨額 23,955 (792) 78,225 (2,587)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

支 73,597 64,924 240,331 212,009 
現金、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之匯兌調整 (2,540) (196) (8,295) (639)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現金等價物及銀行現金等價物及銀行現金等價物及銀行現金等價物及銀行

透支透支透支透支  95,012 63,936 310,261 208,783 

 

 

附註：  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馬幣

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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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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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A1.  會計準則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準則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準則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準則及會計政策之更改 

 
a) 會計基準會計基準會計基準會計基準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

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並根據國際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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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第 9(1)段及馬來西亞

證券交易所（「馬來西亞交易所」）上市規定第 9.22 段之規定而編製。 

 

此等中期財務報告須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以及隨附於此中期財務報告之說明附註一併閱讀。 

 

b)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 
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中期財務報告須採納若干重要

會計估計，同時亦須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過程時作出判斷。 

 

此財務報告除使用與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致之會計

政策外，亦採用以下與本集團營運有關並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期間

必須採納之新準則、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對現有準則之註釋：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詮釋詮釋詮釋 12「「「「服務經營權安排服務經營權安排服務經營權安排服務經營權安排」」」」－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 12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頒布，並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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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承擔之義

務及可獲得之權利。由於本集團並無成員公司為服務經營權使用者，此詮釋對本集團

並無任何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詮釋詮釋詮釋 14，，，，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19「「「「界定福利資產界定福利資產界定福利資產界定福利資產之上限之上限之上限之上限、、、、最低資最低資最低資最低資

金要求及金要求及金要求及金要求及其其其其相互相互相互相互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14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頒布，

並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此詮釋為如何考量根據國際會

計準則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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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詮釋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業績並無影響。 

 

另外，尚有一系列已頒布但仍未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生效的

新準則、準則修訂及對現有準則之註釋。本集團已對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作出初步

評估，並認為國際會計準則 1（經修訂）及國際會計準則 23（經修訂）對本集團之營

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未必會構成重大影響。本集團將繼續對有關準則、修訂及詮釋進行

詳細評估。本集團亦正評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8 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13

所帶來之影響。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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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1.  會計準則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準則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準則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準則及會計政策之更改（（（（續續續續）））） 
 

c) 綜合賬目基準綜合賬目基準綜合賬目基準綜合賬目基準 
本公司及星洲媒體集團有限公司（「星洲媒體」）在合併前後，均由同一控股方控制，

有關詳情已於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刊發之公布中披露。因此，就本集團與星洲

媒體及其附屬公司（「星洲媒體集團」）之業務合併，本集團已採用合併會計原則作確

認，猶如合併已於本公司及星洲媒體首次受同一控股方控制之日期進行。 

 

由於本公司與南洋報業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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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之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已包括星洲媒

體及南洋報業之業績，而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之比較數字則只包括星洲

媒體之業績。 

 

d) 功能貨幣及換算至呈列貨幣功能貨幣及換算至呈列貨幣功能貨幣及換算至呈列貨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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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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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實體可以其功能貨幣或功能貨幣以外之任何貨幣呈報

其財務報表。就功能貨幣並非呈列貨幣（即美元）之一間實體而言，其業績及財政狀

況已換算為美元。資產負債表所列之資產及負債已按結算日（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之收市匯率換算；收益表所列之收入及支出則按照該等交易之交易日匯率換算。

所有由此產生之匯兌差額已確認為匯兌變動儲備內之匯兌調整。 

 

e) 匯率折算匯率折算匯率折算匯率折算 
除以美元呈報此中期財務報告外，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以馬幣呈報之補

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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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本公司以往年度財務報表之審核報告本公司以往年度財務報表之審核報告本公司以往年度財務報表之審核報告本公司以往年度財務報表之審核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並無任何核數師的保留意

見。 

 

A3. 季節或周期因素季節或周期因素季節或周期因素季節或周期因素 
 
  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可能受主要節日或重大事件影響，廣告及旅遊業務可能因此而有所增減。 

 
A4. 非經常性項目非經常性項目非經常性項目非經常性項目 

 
  於本季度並無任何非經常性項目影響資產、負債、權益、淨收益或現金流量。 

 
A5. 估計估計估計估計之之之之變動變動變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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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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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6. 債務及股本之變動債務及股本之變動債務及股本之變動債務及股本之變動 

 
a)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本公司於香港聯交所購回其上市股份合

共 1,430,000 股，目的在於提高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價。購回之詳情概述如下： 

 

     每股購回價 
年/月 

已購回普通股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總購回代價 等同 

   港元 港元 港元 美元 
      
二零零八年四月 600,000 2.20 1.85 1,285,000 164,908 
二零零八年五月 50,000 2.00 2.00 100,000 12,821 
二零零八年六月 780,000 2.05 1.99 1,565,830 200,565 
 ────────   ──────── ─────── 

 1,430,000   2,950,830 378,294 
 ════════   ════════ ═══════ 

 
所有購回之股份已於回顧期間內註銷，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亦已按購回股份之面值

減少。該等購回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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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儲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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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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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購股權之變動如下： 
 

 涉及購股權之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於二零零八年

四月一日 
已授出 
購股權 

已失效 
購股權 

已行使 
購股權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等同      
 港元 美元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1.592 0.205 2,551,000 - - (30,000) 2,521,000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1.320 0.170 839,000 - - (60,000) 779,000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 1.800 0.232 1,200,000 - - - 1,200,000 

   4,590,000 - - (90,000) 4,500,000 

 

c)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股份之變動詳情如下： 

  
 股份數目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401,475,000 
發行股份以換取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全部普通股股份（附註）  1,284,815,241 
購回普通股股份 (1,430,000) 
行使購股權 90,000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1,684,950,241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 

 9 

 
A.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6. 債務及股本之變動債務及股本之變動債務及股本之變動債務及股本之變動（（（（續續續續）））） 
 

附註：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向星洲媒體股東配發 1,015,976,055 股每股面值 0.1 港元

之新普通股股份，作為換取星洲媒體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 0.5 馬幣之全部普通股股份之代

價；另向南洋報業股東配發 268,839,186 股每股面值 0.1 港元之新普通股股份，作為換取南

洋報業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 1 馬幣之全部普通股股份之代價。 

 

同時，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有關香港聯交所授出用作換取星洲媒體股份及南洋報業

股份而發行予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股東之合共 1,294,408,797 股新股份（假設根據南洋報業

之僱員購股權計劃所有未行使之購股權已於本公司、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合併完成前獲全數

行使）得以上市及買賣之批准已成為無條件。 

 

本公司獲准納入馬來西亞交易所官方名單以及本公司新股份於馬來西亞交易所主板上市及

報價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上午九時起生效。 

 

故此，由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起，股東可於香港聯交所及馬來西亞交易所買賣本公司股

份，惟須依循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九日刊發之通函所載之手續。 

 
A7. 已支付股息已支付股息已支付股息已支付股息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宣派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第二

次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0.926 美仙，總計 15,610,000 美元，並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支付。 

 
A8.  出售非上市投資或物業出售非上市投資或物業出售非上市投資或物業出售非上市投資或物業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並無出售任何非上市投資或物業。 

 

A9. 結算日後之重大事項結算日後之重大事項結算日後之重大事項結算日後之重大事項 
 

除附註 B9 所披露外，於本公布日期並無任何其他重大事項影響本回顧財政期間之財務業

績。 

 
A10. 具資產負債表外風險之金融工具具資產負債表外風險之金融工具具資產負債表外風險之金融工具具資產負債表外風險之金融工具 
 

  於本報告日期並無具資產負債表外風險之金融工具。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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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11.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業務分部業務分部業務分部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 

 出版及印刷出版及印刷出版及印刷出版及印刷 旅遊旅遊旅遊旅遊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營業額 93,108 16,375 109,483 

    

分部業績 13,378 (47) 13,331 

利息收入   463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206) 

經營溢利   13,588 

融資成本   (44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143 

所得稅支出   (4,034) 

季度溢利   9,109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 

出版及印刷出版及印刷出版及印刷出版及印刷 旅遊旅遊旅遊旅遊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營業額 63,411 19,834 83,245 

    

分部業績 8,315 276 8,591 

利息收入   572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65) 

經營溢利   9,098 

融資成本   (247) 

除所得稅前溢利   8,851 

所得稅支出   (2,622) 

季度溢利   6,229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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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11.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續續續續）））） 
  
 地區分部地區分部地區分部地區分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及東南亞及東南亞及東南亞及東南亞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北美洲北美洲北美洲北美洲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營業額 64,135 26,642 18,001 705 109,483 

     

分部業績 11,872 2,986 (743) (435) 13,680 

利息收入    463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555)

經營溢利    13,588 

融資成本    (44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143 

所得稅支出    (4,034)

季度溢利    9,109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及東南亞及東南亞及東南亞及東南亞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北美洲北美洲北美洲北美洲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大陸大陸大陸大陸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營業額 34,747 27,915 18,882 1,701 83,245 

     

分部業績 7,291 2,146 (4) (434) 8,999 

利息收入    572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473)

經營溢利    9,098 

融資成本    (247)

除所得稅前溢利    8,851 

所得稅支出    (2,622)

季度溢利    6,229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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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12. 物業物業物業物業、、、、廠房及設施廠房及設施廠房及設施廠房及設施 

 

本公司物業、廠房及設施之估值已由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結轉，

並無作出修訂。 

 
A13.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就若干附屬公司所獲授之一般銀行信貸為其承擔合共

23,368,000 美元之財務擔保。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已動用之銀行信貸合共 6,818,000

美元。 

 

A14.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並無在中期財務報告中作出撥備之已批准資本開支： 千美元 
－ 已訂約 1,634 
－ 未訂約 15,551 

 17,185 

 

A15. 本本本本集團集團集團集團組成之變動組成之變動組成之變動組成之變動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本集團之組成並無變動。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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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16.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少數少數少數少數  
 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合併儲備合併儲備合併儲備 其他儲備其他儲備其他儲備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保留溢利保留溢利保留溢利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12,809 (92,647) 289,201 106,746 316,109 7,952 324,061 
        
匯兌調整 1 - (4,678) - (4,677) 36 (4,641) 

直接於權益確認的淨收入 1 - (4,678) - (4,677) 36 (4,641) 
本期溢利 - - - 8,821 8,821 288 9,109 

        
本期確認的總收入 1 - (4,678) 8,821 4,144 324 4,468 
購回普通股股份 (360) - 18 (18) (360) - (360) 
發行股份以換取星洲媒體

及南洋報業全部普通股

股份 267,876 - (284,411) - (16,535) - (16,535) 
行使購股權 15 - - - 15 - 15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授出購

股權之股份酬金成本 - - 18 - 18 12 30 
擬派二零零八年第二次中

期股息 - - - (15,513) (15,513) - (15,513)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280,341    (92,647) 148 100,036 287,878 8,288 296,16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應佔權益應佔權益應佔權益   

    少數少數少數少數  
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合併儲備合併儲備合併儲備 其他儲備其他儲備其他儲備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保留溢利保留溢利保留溢利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 13,480 (92,647) 115,125 92,536 128,494 59,367 187,861 
        
匯兌調整 - - (164) - (164) (4) (168) 

直接於權益確認的淨收入 - - (164) - (164) (4) (168) 
本期溢利 - - - 3,464 3,464 2,765 6,229 

        
本期確認的總收入 - - (164) 3,464 3,300 2,761 6,061 
行使購股權 6 - - - 6 - 6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授出購 

股權之股份酬金成本 - - 77 - 77 45 122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13,486 (92,647) 115,038 96,000 131,877 62,173 19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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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證券證券證券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 

 
B1. 業績回顧業績回顧業績回顧業績回顧 

  
 本季度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去年季度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營業額 109,483 83,24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143 8,851 

 
 如附註 A1 所述，本集團於本季度之業績包括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之業績，而去年同期之業

績則只包括星洲媒體之業績。 

 

 於本回顧季度，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 109,483,000 美元，及綜合除所得稅前溢利 13,143,000

美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分別增長達 31.5%及 48.5%。倘不包括南洋報業之業績，本集團之

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分別為 86,219,000 美元及 10,876,000 美元，逐年增幅分別達

2,974,000 美元及 2,025,000 美元，或 3.6%及 22.9%。 

 

 本集團於馬來西亞之出版業務表現理想，成為營業額增長之主要元素，並帶動收益較去年同

期增加 17.7%或 6,124,000 美元。然而部分增長卻因本集團之旅遊收益減少而抵銷，其減少

主要是受燃油價格上升及美元貶值而導致之消費疲弱所影響。 

 

 除所得稅前溢利得以改善，主要由於本集團營業額之上升，尤其廣告收入之增加，其毛利率

較本集團其他收益相對為高，及合併後產生之營運協同效益所帶動。 

 
B2. 與與與與上一季度比較之業績變動上一季度比較之業績變動上一季度比較之業績變動上一季度比較之業績變動 

  
 本季度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上一季度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營業額 109,483 74,734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143 13,136 

 

 於本回顧季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 109,483,000 美元，較上一季度之營業額 74,734,000 美元，

增加 34,749,000 美元或 46.5%。倘不包括南洋報業之業績，本季度之營業額為 86,219,000 美

元，較上一季度增加 11,485,000 美元或 15.4%。其上升主要因為本集團於馬來西亞之業務表

現理想所致。 

 

 上一季度之除所得稅前溢利包含收購南洋報業所產生之負商譽 13,094,000 美元，以及商譽及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5,393,000 美元。倘不包括此等項目，本集團於上一季度之除所得稅前溢

利為 5,435,000 美元。於本季度方面，若不包括南洋報業之業績，本集團之除所得稅前溢利

為 10,876,000 美元，與上一季度相比，增長高達 5,441,000 美元或 100.1%。此增長主要為收

益上升所致，然而成本上漲，特別是勞工成本，抵銷了部分收益之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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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證券證券證券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續續續）））） 

 
B3. 本年度之前景本年度之前景本年度之前景本年度之前景 
 

 由於全球經濟不穩定及白報紙價格大幅上升而導致直接成本上漲，本集團預期餘下季度之營

商環境將仍然充滿挑戰。 

 

 儘管如此，除卻不可預見的情況，董事會慎重地確信本集團應能於本年度取得理想業績。 

 

B4. 溢利預測及溢利擔保溢利預測及溢利擔保溢利預測及溢利擔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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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項稅項稅項稅項 

 
 稅項包括下列各項： 

  
 本季度 去年季度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期內稅項開支 3,190 1,879 
遞延稅項 844 743 
 4,034 2,622 

 

 本集團於本季度之實際稅率較馬來西亞法定之稅率為高，主要由於某些於外地司法管轄區營

運之旗下成員公司適用之稅率較高所致。 

 
B6. 上市投資上市投資上市投資上市投資 

 

a) 於本回顧季度概無購入或出售任何上市投資。 

 

b) 本集團持有之上市及可出售證券投資之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上市投資   千美元 
    
按成本計算之總投資   602 
按賬面值計算之總投資（扣除減值撥備後)   276 
按市值計算之總投資   276 

 

B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回顧季度派付任何股息。 

 

B8. 重大訴訟重大訴訟重大訴訟重大訴訟 
 

 本集團旗下數間成員公司面臨數項索償之誹謗訴訟指控。因目前無法斷定該等訴訟之結果及

賠償（如有），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並無就誹謗訴訟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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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證券證券證券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續續續）））） 
 
B9. 企業活動狀況企業活動狀況企業活動狀況企業活動狀況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四日，星洲媒體與常青實業私人有限公司（「賣方」）訂立土地收購協議。

該幅土地位處 PN3694，Lot No. 50 Seksyen 13, Bandar Petaling Jaya, Daerah Petaling State of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該幅土地」），總面績約 16,271.52 平方米，連同：(i) 單層

廠房，附建兩層高辦公大樓、六層高辦公大樓及三層地庫；及 (ii) 單層廠房，附建兩層高辦

公大樓，單層倉庫及附屬樓，現金代價為 46,000,000 馬幣（相等於 14,086,664 美元）。 

 

 根據馬來西亞交易所上市規定第 10.08 段，鑑於本公司若干董事及主要股東擁有權益，故根

據馬來西亞交易所上市規定，該土地收購事項已構成一項關連方交易。 

 

土地收購協議之完成須待下列條件達成，方可落實： 

 

－ 星洲媒體就收購該幅土地獲馬來西亞海外投資委員會批准； 

 

－ 根據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4A 章之規定，獲獨立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 

 

此土地收購預期於二零零九年第一季完成。 

 

董事會認為，把根據土地收購協議擬收購之該幅土地與星洲媒體目前擁有之土地合併，可增

加兩幅土地之價值，上述土地並可於日後重新發展。此外，該幅土地位處馬來西亞雪蘭莪州

Petaling Jaya 中央核心地段，交通便利，因而擔演星洲媒體旗下刊物之高效分銷中心。 

 

除此之外，星洲媒體與賣方就該幅土地訂有租賃協議，月租為 300,000 馬幣（相等於 93,368

美元）。在完成土地收購後，董事會相信星洲媒體每年可節省租金達 3,600,000 馬幣（相等於

1,120,413 美元）。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由於不能預知之商業環境變化，本公司宣布土地收購協議之有關訂

約方已共同協定重新商議土地收購協議之條款。有關土地收購協議條款之改動，本公司將於

適當時候再作公布。 

 

除以上所述，於本公布日期，並無其他已公布但未完成之企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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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證券證券證券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續續續）））） 
 
B10. 本集團借貸本集團借貸本集團借貸本集團借貸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借貸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有抵押 無抵押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貸款及融資貸款及融資貸款及融資貸款及融資－－－－非流動非流動非流動非流動    
銀行貸款 3,037 - 3,037
承擔及融資租賃 1,338 - 1,338

 4,375 - 4,375
短期借貸短期借貸短期借貸短期借貸－－－－流動流動流動流動    

銀行透支 3,196 - 3,196
短期銀行貸款 661 18,406 19,067
部分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5,433 - 5,433
部分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內到期） 646 - 646

 9,936 18,406 28,342

 

 本集團借貸按其列值貨幣分析如下： 

 
B11.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按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未經審核溢利 8,821,000 美元（二零零七

年：3,464,000 美元）除以季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 1,685,635,296 股（二零零

七年：913,758,302 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按 1,686,762,129 股（二零零七年：914,612,360 股）普通股股份計算。該股數

乃本季度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加上視作無償發行之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股

數 1,126,833 股（二零零七年：854,058 股）（為反映本公司購股權計劃項下所有具潛在攤薄

影響之普通股股份之影響而予以調整）。 

 

 

承董事會命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羅玉娟 

秘書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本公布以英文及中文發出。中、英文版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為主。 

 長期貸款及融資 短期借貸 
 千美元 千美元 

馬來西亞令吉 3,156 26,272 
美元 - 872 
加拿大元 1,219 1,198 
總借貸 4,375 28,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