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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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公司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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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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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馬來西亞交易

所主板之上市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向馬來西亞交易所公布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業績。 

 

本公布並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1)條之規定

而作出。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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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督斯里張翼卿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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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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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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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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營業額 78,939 74,988  287,851 273,444 已售貨品成本 (57,517) (47,712)  (209,736) (173,982) 毛利 21,422 27,276  78,115 99,462 其他收入  1,178 1,332  4,295 4,857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1,044 (60)  3,807 (219) 收購南洋報業產生之負商譽 - 13,094  - 47,747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560) (14,185)  (45,800) (51,726) 行政支出 (8,674) (7,738)  (31,629) (28,217) 其他經營支出 (5,165) (6,346)  (18,834) (23,140) 經營（虧損）/溢利 (2,755) 13,373  (10,046) 48,764 融資成本 (237) (139)  (864) (507)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2,992) 13,234  (10,910) 48,257 所得稅支出 (1,846) (2,877)  (6,731) (10,491) 季度（虧損）/溢利 (4,838) 10,357  (17,641) 37,76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697) 7,152  (17,127) 26,079 少數股東權益 (141) 3,205  (514) 11,687 

 (4,838) 10,357  (17,641) 37,76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美仙/馬仙）# 

 
(0.28) 0.78  (1.02) 2.84 攤薄 （美仙/馬仙）# 

 
(0.28) 0.78  (1.02) 2.84 

 
 

    股息 
 

     本年度擬派第二次中期股息（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已付） 

 

(2,408) (15,275)  (8,781) (55,700) 
 

 

#  有關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虧損）之計算請參閱 B11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報告之列賬貨幣為美元（「美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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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匯率每 1美元兌 3.6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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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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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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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營業額 394,303 328,260  1,437,826 1,197,000 已售貨品成本 (263,286) (212,171)  (960,073) (773,681) 毛利 131,017 116,089  477,753 423,319 其他收入  6,474 4,674  23,607 17,044 其他收益淨額 1,503 1,401  5,481 5,109 收購南洋報業產生之負商譽 - 13,094  - 47,747 銷售及分銷成本 (59,524) (50,289)  (217,054) (183,379) 行政支出 (36,976) (30,547)  (134,833) (111,390) 其他經營支出 (10,168) (9,951)  (37,077) (36,286) 經營溢利 32,326 44,471  117,877 162,164 融資成本 (1,291) (710)  (4,708) (2,589) 除所得稅前溢利 31,035 43,761  113,169 159,575 所得稅支出 (13,680) (11,809)  (49,884) (43,062) 年度溢利 17,355 31,952  63,285 116,51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6,790 19,188  61,225 69,969 少數股東權益 565 12,764  2,060 46,544 

 17,355 31,952  63,285 116,51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 

     基本 （美仙/馬仙）# 
 

1.00 2.10  3.65 7.66 攤薄 （美仙/馬仙）# 
 

1.00 2.10  3.65 7.66 
      股息       本年度已派第一次中期股息 （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已付） 

 

(7,578) (1,037)  (27,633) (3,781) 
 本年度擬派第二次中期股息（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已付） 

 

(2,408) (15,275)  (8,781) (55,700) 
 

#  有關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計算請參閱 B11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報告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匯率每 1美元兌 3.6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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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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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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八年於二零零八年於二零零八年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零九年零九年零九年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八年於二零零八年於二零零八年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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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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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92 112,603 363,527 410,607 投資物業 6,224 7,056 22,696 25,73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2,445 24,262 81,846 88,471 無形資產 14,861 22,022 54,191 80,303 商譽 54,620 62,450 199,172 227,724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77 - 281 -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 1,128 - 4,113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 - 579 - 2,111 遞延所得稅資產 2,430 3,630 8,861 13,237 
 200,349 233,730 730,574 852,296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41,948 50,531 152,963 184,26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646 644 2,355 2,349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221 276 806 1,00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58,980 76,896 215,071 280,401 可收回所得稅 1,057 2,760 3,854 10,06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0,205 76,559 256,003 279,172 
 173,057 207,666 631,052 75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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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10 58,982 183,091 215,078 所得稅負債 2,787 4,067 10,163 14,830 短期銀行貸款 14,579 24,414 53,162 89,026 銀行透支（有抵押） 2,428 2,962 8,854 10,801 長期負債之流動部分 2,074 6,460 7,563 23,556 
 72,078 96,885 262,833 353,291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00,979 110,781 368,219 40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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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28 344,511 1,098,793 1,256,259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股本 21,672 5,167 79,027 18,841 股份溢價 280,160 12,809 1,021,603 46,708 其他儲備 (122,666) 196,554 (447,301) 716,734 保留溢利     
- 擬派股息 2,408 15,610 8,781 56,922 
- 其他 98,244 91,136 358,247 332,327 

 279,818 321,276 1,020,357 1,171,532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 8,189 7,952 29,861 28,997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288,007 329,228 1,050,218 1,200,529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3,072 6,453 11,202 23,531 遞延所得稅負債 10,249 8,830 37,373 32,199 
 301,328 344,511 1,098,793 1,256,25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美仙/馬仙） 16.62 19.05 60.60 69.47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報告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匯率每 1美元兌 3.6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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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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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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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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貨幣匯兌差額 (33,627) 10,462 (122,621) 38,150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之精算虧損 (817) (942) (2,979) (3,435) 
 長期服務金承擔之精算（虧損）    
/收益 (462) 39 (1,685) 142 

     
 在權益直接確認之（支出）/收入 (34,906) 9,559 (127,285) 34,857 
     年度溢利 17,355 31,952 63,285 116,513 
     年度已確認之總（支出）/收入 (17,551) 41,511 (64,000) 15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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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6) 24,112 (66,024) 87,925 
     少數股東權益 555 17,399 2,024 63,445 
     
 
 (17,551) 41,511 (64,000) 151,370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報告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6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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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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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金流量表金流量表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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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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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01 37,152 215,148 135,474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1,208) (604) (4,405) (2,203) 償還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83) (106) (303) (386) 已繳利得稅 (9,934) (8,624) (36,225) (31,447) 已付長期服務金 (52) (9) (190) (33) 界定福利計劃供款 (80) (70) (292)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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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44 27,739 173,733 10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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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0) (5,797) (35,298) (21,139) 購入投資物業 (32) - (116) - 購入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57) - (573) - 購入無形資產 (236) (133) (861) (484) 購入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 (3,012) - (10,98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施、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所得款項 237 801 864 2,920 贖回上市投資所得款項 - 2,510 - 9,152 收購南洋報業所得之現金流入淨額 - 3,884 - 14,163 收購星洲媒體少數股東股本權益而支付之專業費用 - (675) - (2,461) 已收利息 1,673 2,153 6,101 7,851 已收股息 11 11 40 40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額額額 (8,184) (258) (29,843) (941)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回普通股股份 (572) (748) (2,086) (2,727) 行使購股權所得款項 16 39 58 142 一間附屬公司之資產分配 (47) - (171) - 已付股息 (22,853) (1,037) (83,333) (3,781) 星洲媒體已付股息 - (7,781) - (28,373)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已付股息 (306) (50) (1,115) (182) 償還銀行貸款 (7,206) (12,023) (26,277) (43,842) 償還短期銀行貸款 (7,692) (864) (28,049) (3,151) 收取融資租賃之本金部分 441 1,252 1,608 4,565 償還融資租賃之本金部分 (614) (721) (2,239) (2,629) 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38,833) (21,933) (141,604) (79,978) 

     現金、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之增加淨額 627 5,548 2,286 20,231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 73,597 64,924 268,371 236,745 現金、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之匯兌調整 (6,447) 3,125 (23,508) 11,395 於於於於三三三三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之現金日之現金日之現金日之現金、、、、現金等價物及現金等價物及現金等價物及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銀行透支銀行透支銀行透支  67,777 73,597 247,149 268,371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報告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匯率每 1美元兌 3.6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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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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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 
 
A1. 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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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未經審核財務報告」）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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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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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以及隨附於此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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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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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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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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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對現有準則必須採納之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4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 19號 － 界定福利資產限額、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此項所採納之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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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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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1. 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續續續續）））） 
 

b)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續續續續））））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布但仍未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應用初期所帶來之影響。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3號 
顧客長期支持計劃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6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報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 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 
股份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金融工具之披露改進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營運分部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 

於一間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個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5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9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附錄丙 
具商譽及非控股權益之現金產生單位減值測試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業務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8號 
客戶轉讓資產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轉讓自客戶之資產 

 除上文所述外，尚有數項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動及輕微修訂經已頒布，但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會計期間尚未生效，本未經審核財務報告亦未有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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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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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季度及年度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已包括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之業績，而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季度及年度之比較數字則只包括星洲媒體之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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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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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1. 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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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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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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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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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及財政年度所產生之非經常性項目： 

 
 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附註） 3,895 3,895 
 附註：  指就一間附屬公司之無形資產作出的減值撥備。本集團已按年對全部申報單位之賬面值進行評估，並判斷就該附屬公司而言，有關之無形資產可收回金額遠低於其賬面值，故已作出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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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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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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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於香港聯交所購回其上市股份合共
2,48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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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十月 1,050,000 1.54 1.22 1,526,546 193,713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2,000 1.22 1.22 2,440 330 
 2,482,000   4,479,816 57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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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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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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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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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度 內失效 

於本年度 內行使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等同美元     

       二零零一年 八月三十一日 1.592 0.205 2,551,000 (200,000) (30,000) 2,3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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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90,000) 4,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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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10

A. 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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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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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2,000) 行使購股權 90,000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1,683,89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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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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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季度並無出售任何非上市投資或物業。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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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本回顧期間之財務業績。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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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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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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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出版及印刷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總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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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61 65,791 7,178 9,197 78,939 74,988 

       分部業績 2,937 6,291 (629) (647) 2,308 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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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5) (5,393) - - (3,895) (5,393) 

 (958) 13,992 (629) (647) (1,587) 13,345 

       利息收入     219 465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1,387) (437) 經營（虧損）/溢利     (2,755) 13,373 融資成本     (237) (139)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2,992) 13,234 所得稅支出     (1,846) (2,877) 季度（虧損）/溢利     (4,838) 10,357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出版及印刷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總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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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371 264,004 54,932 64,256 394,303 328,260 

       分部業績 36,981 35,092 (176) 99 3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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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5) (5,393) - - (3,895) (5,393) 

 33,086 42,793 (176) 99 32,910 42,892 

       利息收入     1,673 2,153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2,257) (574) 經營溢利     32,326 44,471 融資成本     (1,291) (710) 除所得稅前溢利     31,035 43,761 所得稅支出     (13,680) (11,809) 年度溢利     17,355 3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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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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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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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馬來西亞及 東南亞 香港 北美 中國大陸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50,895 17,755 8,226 2,063 78,939 

      分部業績 4,991 (125) (1,456) (724) 2,686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3,895) - - - (3,895) 

 1,096 (125) (1,456) (724) (1,209) 

      利息收入     219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1,765) 經營虧損     (2,755) 融資成本     (237) 除所得稅前虧損     (2,992) 所得稅支出     (1,846) 季度虧損     (4,838)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馬來西亞及 東南亞 香港 北美 中國大陸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38,964 21,618 12,901 1,505 74,988 

      分部業績 7,444 188 (1,106) (472) 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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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38 (5,205) (1,106) (472) 13,755 

      利息收入     465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847) 經營溢利     13,373 融資成本     (139)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234 所得稅支出     (2,877) 季度溢利     1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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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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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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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續續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馬來西亞及 東南亞 香港 北美 中國大陸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34,338 93,992 59,986 5,987 394,303 

      分部業績 40,348 4,342 (4,234) (2,211) 38,245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3,895) - - - (3,895) 

 36,453 4,342 (4,234) (2,211) 34,350 

      利息收入     1,673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3,697) 經營溢利     32,326 融資成本     (1,291) 除所得稅前溢利     31,035 所得稅支出     (13,680) 年度溢利     17,355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馬來西亞及 東南亞 香港 北美 中國大陸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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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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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26 3,367 (2,310) (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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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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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物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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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結轉，並無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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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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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12.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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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9,000美元之財務擔保。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已動用之銀行信貸合共 4,878,000美元。 
 

A13.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千美元 並無在未經審核財務報告中作出撥備之已批准關於物業、廠房及設施、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的資本開支： 

 － 已訂約 14,662 － 未訂約 4,210 
 18,872 

  
 千美元 並無在未經審核財務報告中就一間附屬公司作出撥備之已批准及已訂約的資本注資 439 

 
A14. 本本本本集團組成之變動集團組成之變動集團組成之變動集團組成之變動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季度，本集團之組成並無變動。 
 
A15.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少數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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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3,640) - (33,640) 13 (33,627)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精算虧損 - - (817) - (817) - (817) 長期服務金承擔精算虧損 - - (439) - (439) (23) (462) 直接於權益確認的淨支出 - - (34,896) - (34,896) (10) (34,906) 
 年度溢利 - - - 16,790 16,790 565 17,355 

        年度確認的總（支出）/收入 - - (34,896) 16,790 (18,106) 555 (17,551) 購回普通股股份 (541) - 31 (31) (541) - (541) 發行股份以換取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全部普通股股份 267,877 - (284,411) - (16,534) - (16,534) 行使購股權 15 - - - 15 - 15 一間附屬公司之資產分配 - - - - - (47) (47)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授出購股權之股份酬金成本 - - 56 - 56 35 91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已付之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之末期股息 - - - - - (191) (191) 已付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之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15,275) (15,275) - (15,275)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已付之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之中期股息 - - - - - (115) (115) 已付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之第一次中期股息 - - - (7,578) (7,578) - (7,578) 

 於二零零於二零零於二零零於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280,160 (92,647) (30,019) 100,652 258,146 8,189 26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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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馬來西亞公司編號：：：：995098-A））））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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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財務報告附註（（（（續續續續）））） 
 
A15.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續續續續））））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少數股東權益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零七零七零七零七年四月一日年四月一日年四月一日年四月一日 13,480 (92,647) 115,125 92,536 128,494 59,367 187,861 

 匯兌調整 - - 5,825 - 5,825 4,637 10,462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精算虧損 - - (942) - (942) - (942) 長期服務金承擔精算收益/（虧損） - - 41 - 41 (2) 39 直接於權益確認的淨收入 - - 4,924 - 4,924 4,635 9,559 
 年度溢利 - - - 19,188 19,188 12,764 31,952 

        年度確認的總收入 - - 4,924 19,188 24,112 17,399 41,511 向星洲媒體少數股東收購股本權益 - - 112,157 - 112,157 (65,041) 47,116 購回普通股股份 (707) - 41 (41) (707) - (707) 行使購股權 36 - - - 36 - 36 撇銷資產重估盈餘 - - (2,701) - (2,701) - (2,701) 收購南洋報業 - - 59,511 - 59,511 73 59,584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授出購股權之股份酬金成本 - - 144 - 144 85 229 星洲媒體已付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之末期股息 - - - (3,900) (3,900) (3,881) (7,781)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已付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之末期股息 - - - - - (50) (50) 已付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第一次中期股息 - - - (1,037) (1,037) - (1,037) 

 於二零零於二零零於二零零於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12,809 (92,647) 289,201 106,746 316,109 7,952 32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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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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業業業績回顧績回顧績回顧績回顧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營業額 78,939 74,988 394,303 328,260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2,992) 13,234 31,035 43,761 
 環球經濟持續疲弱，加上集團業務營運所在之主要市場不景氣，繼續對集團第四季度業績帶來負面影響。 

 集團於第四季度錄得營業額78,939,000美元，按年增長5.3%。營業額的增長主要來自計入南洋報業之收入（南洋報業自二零零八年四月起成為集團成員）。 
 然而，集團第四季度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2,992,000美元，對比去年同期，集團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13,234,000美元。於本季度，集團確認了無形資產減值撥備3,895,000美元，相對去年同期，集團則確認了收購南洋報業而產生的一次性負商譽13,094,000美元，及商譽及無形資產減值撥備5,393,000美元。若扣除以上項目，集團第四季度之除所得稅前溢利為903,000美元，而上年度同季之除所得稅前溢利則為5,533,000美元。有關業績下跌主要受廣告收入減少、白報紙成本上漲及貨幣貶值影響。 
 於本季度，集團重整在美國的業務，當中包括暫停處於虧損之三藩市業務，藉此集中資源以配合發展其他更具盈利潛力之市場。 
 截止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團營業額按年增長20.1%至394,303,000美元，營業額之改善主要來自計入南洋報業全年貢獻及集團於馬來西亞的出版業務收入溫和增加。惟集團於其他地區之出版及旅遊業務收入放緩，抵銷集團整體營業額之部分升幅。 
 集團本年度除所得稅前溢利為31,035,000美元，較去年減少29.1%。若扣除如上文所述之減值虧損及負商譽的影響，集團本年度的除所得稅前溢利為34,930,000美元，較去年的溢利
36,060,000美元，下跌1,130,000美元或3%。 
 馬來西亞令吉及加拿大元相對於美元疲弱貶值，對集團本季度及全年溢利構成負面影響。若將貨幣匯兌之影響調整，集團第四季度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對應上年度同期分別增加大約6,800,000美元及800,000美元。同樣地，若剔除貨幣匯兌之影響，集團全年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對應上年度則分別增加大約6,300,000美元及1,2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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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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交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易所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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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千美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千美元  營業額 78,939 95,229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2,992) 10,861 
 於本季度，集團之營業額較上季度下跌 17%，並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 2,992,000美元。 

 業績下滑乃由於： 
 
i) 第四季度為傳統上較淡靜的時期，廣告開支於主要節慶過後被大幅削減。 
 
ii) 全球經濟衰退及消費信心疲弱，導致集團營運所在的主要市場內之各行業大幅削減廣告開支。 

 
iii)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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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見全球經濟逆轉，並有機會擴展至二零零九年全年，董事會認為集團於下個財政年度將面對重大挑戰。 

 除此以外，H1N1流感爆發並迅速擴散至眾多國家，不但窒礙貿易及投資活動，更加劇全球經濟衰退至一段未能預測的時期。 
 縱使如此，集團旗下業務深入民心的品牌形象、領導市場的地位及多元化的地域業務發展，均有助集團面對艱難前景。此外，近期白報紙價格回落，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亦為集團提供一些緩衝。同時，集團將繼續實施嚴控成本的措施，及專注改善生產力及效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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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所得稅開支 1,630 2,796 10,929 9,777 過往年度（餘額撥回）/撥備不足 (477) 922 (312) 922 遞延所得稅支出/（撥回） 693 (841) 3,063 1,110 
 1,846 2,877 13,680 1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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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若干附屬公司產生虧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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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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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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上市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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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按市值計算之總投資   221 
 
B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a)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向其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二季度之第一次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0.450美仙（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0.258美仙），總計 7,578,000美元（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1,037,000美元）。 
 

b)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董事會宣布就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派發第二次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0.143美仙（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0.926美仙）以代替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上述股息將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以馬幣或港元現金並參考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時所報美元適用之匯率中位數釐定之匯率向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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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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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中期股息數款如下：  

 

 匯率匯率匯率匯率 每股普通股之股息每股普通股之股息每股普通股之股息每股普通股之股息 美元兌馬幣 3.492 0.500 馬仙 美元兌港元 7.752 1.109 港仙 

 馬來西亞股東無須繳付收取本公司宣派股息之稅款，原因為根據馬來西亞所得稅法
1967附表六第 28段，有關股息屬於來自外地之收入。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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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資格收取第二次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0.143美仙，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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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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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馬來西亞交易所上市規則於馬來西亞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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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要求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至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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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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對該等指控強力抗辯。儘管於本未經審核財務報告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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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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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土地收購及興建新辦公大樓土地收購及興建新辦公大樓土地收購及興建新辦公大樓土地收購及興建新辦公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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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實業」) 訂立土地收購協議（「土地收購協議」），以收購一幅土地名為 PN 3694, Lot No. 50 Seksyen 13, 
Bandar Petaling Jaya, Daerah Petaling State of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該幅土地」）連同其上所有樓宇，現金代價為 46,000,000馬幣（相等於 12,614,83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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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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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媒體與常青實業就該幅土地訂有租賃協議，月租為 300,000馬幣（相等於 82,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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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248美元）。  
 本公司其後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宣布，由於商業環境有變，常青實業及星洲媒體雙方已同意重新磋商土地收購協議之條款。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本公司宣布，星洲媒體與常青實業已於同日訂立補充土地收購協議以取代土地收購協議，據此，星洲媒體有條件同意以 37,000,000 馬幣（相等於 10,146,716美元）向常青實業收購該幅土地其中部分連同所有樓宇（「該出售物業」），並以現金向常青實業支付興建新辦公大樓之額外成本，估計約 5,000,000馬幣（相等於

1,371,178美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之股東特別大會所通過普通決議案，建議收購該出售物業及向常青實業償付興建新辦公大樓成本已獲批准及確認，惟須待取得馬來西亞海外投資委員會及其他有關當局批准後，方何作實。 
 上述提案仍有待有關當局之批准。 

 
 b)  物業收購物業收購物業收購物業收購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洲媒體與常青太平洋有限公司（「常青太平洋」）訂立買賣協議，按總代價 5,920,000 馬幣（相等於 1,644,901 美元）自常青太平洋收購十三（13）項物業（「13項銷售物業」）。 

 星洲媒體自九十年代開始已與常青太平洋就 13項銷售物業訂立租賃協議。董事會認為該交易可確保星洲媒體繼續在其讀者及廣告商熟悉之地點營運，故對星洲媒體之營運實屬必需。此外，星洲媒體每年可節省租金總額約 248,040馬幣（相等於 68,021美元）。 
 該交易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完成。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本公布日期，概無其他已公布但尚未完成之企業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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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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借貸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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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 - 694 承擔及融資租賃 828 - 828 
 1,522 - 1,522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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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8 - 2,428 短期銀行貸款 871 13,708 14,579 部分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1,602 - 1,602 部分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內到期） 385 - 385 
 5,286 13,708 18,994 

 本集團借貸按其列值貨幣分析如下： 
 
 長期貸款及融資 短期借貸 
 千美元 千美元 
   馬來西亞令吉 741 15,390 美元 - 1,770 加拿大元 781 1,834 總借貸 1,522 18,994 
 

B11.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按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未經審核溢利 16,790,000美元（二零零八年：19,188,000美元）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 1,684,618,455股（二零零八年：914,936,623股）計算及已計入年內所有視作已發行之股份。 
 每股攤薄盈利按 1,684,770,664股（二零零八年：915,677,867股）普通股股份計算。該股數乃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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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09 股（二零零八年：74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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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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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