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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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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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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
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及本集團於一間
聯營公司之權益，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3 376,001 394,303
已售貨品成本 6 (228,401) (263,286)

  

毛利 147,600 131,017
其他收入 4 4,998 6,474
其他收益淨額 5 2,684 1,503
銷售及分銷支出 6 (58,548) (59,524)
行政支出 6 (35,054) (36,976)
其他經營支出 6 (5,729) (10,168)

  

經營溢利 55,951 32,326
融資成本 7 (754) (1,29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84) －

  

除所得稅前溢利 55,113 31,035
所得稅支出 8 (13,671) (13,680)

  

年度溢利 41,442 17,355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1,136 16,790
少數股東權益 306 565

  

41,442 17,35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美仙） 9 2.44 1.00
攤薄（美仙） 9 2.44 1.00

股息 10 20,561 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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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度溢利 41,442 17,355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貨幣匯兌差額 29,234 (33,627)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之精算收益╱（虧損） 260 (817)
長期服務金承擔之精算收益╱（虧損） 589 (462)
持作自用物業轉作投資物業時確認之重估收益 301 －

  

除稅後之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30,384 (34,906)
  

年度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71,826 (17,551)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1,442 (18,106)
少數股東權益 384 555

  

71,826 (1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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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施 111,623 99,692
投資物業 8,686 6,224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30,483 22,445
無形資產 77,466 69,481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 77
遞延所得稅資產 1,831 2,430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 258 －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2,739 －
可換股票據投資－貸款部分 511 －

  

233,597 200,349
  

流動資產
存貨 76,079 41,94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644 646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226 22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67,608 58,980
可收回所得稅 1,418 1,05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7,635 70,205

  

223,610 173,05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57,415 50,210
所得稅負債 4,240 2,787
短期銀行貸款 30,618 14,579
銀行透支（有抵押） 198 2,428
長期負債之流動部分 1,230 2,074

  

93,701 72,078
  

流動資產淨值 129,909 100,97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63,506 30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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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1,672 21,672
股份溢價 280,160 280,160
其他儲備 (92,337) (122,666)
保留溢利 131,814 100,652

  

341,309 279,818
少數股東權益 8,263 8,189

  

權益總額 349,572 288,007

非流動負債
其他長期負債 1,560 2,987
界定福利計劃負債 － 85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374 10,249

  

13,934 13,321
  

363,506 301,328
  

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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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
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布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司條例之規
定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重估投資物業、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按公平值
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作出調整。

(a) 本集團已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修訂本）。此項修訂規定擴大公平
值計量及流動資金風險之披露範圍。特別是，此項修訂規定按公平值計量架
構之級別披露公平值計量。

•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報」。此經修訂準則規定「非擁有人
權益變動」須與全面收益表中之擁有人權益變動分開呈列。因此，本集團在綜
合權益變動表呈列所有擁有人權益變動，而非擁有人權益變動則在綜合全面
收益表呈列。比較資料已重新編製，以符合經修訂準則。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取代國際會計
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此項準則要求根據「管理方法」將分部資料按內部報
告使用之相同基準呈列，其呈列方式將與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之內部報告
一致。此項準則導致本集團之可報告分部須重新劃分，惟對本集團之已報告
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任何影響。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零八年）載列對多項現有準則之修訂。除適用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
修訂外，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採納與本集團
營運有關之其他修訂。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股份付款」。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本）涉及歸屬條件及註銷，闡明歸屬條件僅指服務條件及表現條件。股份付款
之其他特徵並非歸屬條件。該等特徵須計入與僱員及其他提供類似服務之人
士進行之交易於授出日期之公平值，亦即該等特徵不會對授出日期後預期歸
屬之獎勵數目或其估值構成影響。所有註銷（不論由實體或其他人士進行）須
以相同之會計處理方法處理。本集團及本公司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已採
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有關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或本公司之財務
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借貸成本」。就有關合資格資產（其資本化開始
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或之後）之借貸成本而言，此項準則要求將直接因
收購、興建或生產一項合資格資產應佔之借貸成本資本化，作為該資產之部
分成本。此會計政策變動乃由於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借貸成本（二零零七
年）過渡條文採納該準則所致，對本集團或本公司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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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續）

(b) 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準則、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布但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尚
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本集團現正
評估該等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應用初期帶來之影響。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開始之

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作為 
二零零八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的其中一部分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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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之交易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本要求之預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c) 尚未生效且與本集團業務無關之現有準則之修訂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開始之

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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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權分類 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有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

露比較數字之有限豁免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2. 功能貨幣及換算為呈列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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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西亞令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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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為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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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經集團行政委員會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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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份中文報章及雜誌，以及其他相關印刷及電子刊物。此分部
收入主要來自報章及雜誌之廣告及發行收益；而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之收益則來自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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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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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
國家

香港及
中國內地 北美 小計

旅遊及
與旅遊

有關服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34,386 70,230 25,062 329,678 46,323 376,001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52,546 3,777 (442) 55,881 (42) 55,839     

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淨額 (642)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84) 

除所得稅前溢利 55,113
所得稅支出 (13,671) 

年度溢利 41,442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642 79 － 721 2 723
利息開支 (676) (35) (43) (754) － (754)
折舊 (5,745) (1,678) (690) (8,113) (98) (8,211)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207) (339) － (546) － (546)
無形資產攤銷 (688) (29) (9) (726) (1)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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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
國家

香港及
中國內地 北美 小計

旅遊及
與旅遊

有關服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34,338 75,836 29,197 339,371 54,932 394,303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36,585 (175) (4,162) 32,248 (148) 32,100     

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淨額 (1,065) 

除所得稅前溢利 31,035
所得稅支出 (13,680) 

年度溢利 17,355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1,167 478 2 1,647 26 1,673
利息開支 (1,031) (45) (215) (1,291) － (1,291)
折舊 (6,773) (1,945) (907) (9,625) (120) (9,745)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308) (339) － (647) － (647)
無形資產攤銷 (791) (9) － (800) － (800)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載列如下：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
國家

香港及
中國內地 北美 小計

旅遊及
與旅遊

有關服務 對銷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資產 360,702 75,603 12,786 449,091 7,881 (4,019) 452,953      

未能作出分配之資產 4,254 

總資產 457,207 

總資產包括：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2,739 － 2,739 － － 2,739
添置非流動資產（金融資產、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及遞延稅項
 資產除外） 17,866 391 352 18,609 21 － 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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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如下：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
國家

香港及
中國內地 北美 小計

旅遊及
與旅遊

有關服務 對銷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資產 279,014 76,478 11,896 367,388 5,567 (3,817) 369,138
      

未能作出分配之資產 4,268
 

總資產 373,406
 

總資產包括：
添置非流動資產（金融資產、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及遞延稅項
 資產除外） 8,509 873 580 9,962 143 － 10,105

本公司以百慕達為註冊地，而本集團主要於馬來西亞、其他東南亞國家、香港及中國內地
（「主要營運國家」）從事出版及印刷業務。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來
自主要營運國家外來客戶之出版及印刷收益總額為304,616,000美元（二零零九年：310,174,000

美元），而來自其他國家外來客戶之收益則為25,062,000美元（二零零九年：29,197,000美元）。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位於主要營運國家之非流動資產（金融資產、界定福利計劃
資產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總值224,807,000美元（二零零九年：192,101,000美元），而位於其
他國家之非流動資產則總值6,190,000美元（二零零九年：5,818,000美元）。

對銷指分部間之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之對銷。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施、投資物業、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無形資產、持
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可換股票據投資、存貨、貿易及其他應收
賬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惟不包括界定福利計劃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上市股本投資及可收回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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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營業額源自出版、印刷及發行多份中文報章、雜誌及書籍，以及提供旅遊及與旅遊有關
服務。於年內確認之營業額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221,963 227,378

報章、雜誌及書籍之銷售額，經扣除貿易折扣及退貨 107,715 111,993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45,986 54,522

旅遊代理佣金收入 337 410
  

376,001 394,303
  

4. 其他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白報紙廢料銷售 3,254 3,805

利息收入 723 1,673

租金及樓宇管理費收入 698 483

特許權及版權收入 278 502

股息收入 45 11
  

4,998 6,474
  

5. 其他收益淨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匯兌收益淨額 559 319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398 101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額外權益之折讓（附註） 10 －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77) (1,184)

其他 1,794 2,267
  

2,684 1,503
  

附註：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四日，本集團以代價0.13美元（相等於1港元）向一位少數
股東購入一間附屬公司額外8%無投票權遞延股。購入之權益佔該附屬公司淨資
產賬面值超出收購成本約10,300美元（相等於79,999港元），已計入本年度之綜合收
益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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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無形資產攤銷 727 80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546 647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548 54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7 11

折舊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施 7,927 9,371

租賃物業、廠房及設施 284 374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之直接成本 40,965 49,448

僱員褔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 92,136 100,92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施之收益淨額 (113) (25)

經營租賃開支
土地及樓宇 2,940 3,240

機器 18 19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及撇銷 368 312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 3,895

物業、廠房及設施減值撥備 42 －
呆壞存貨撥備 164 103

使用之原材料及消耗品 99,900 120,092

其他開支 81,273 80,195
  

已售貨品成本、銷售及分銷支出、行政支出及 

其他經營支出總額 327,732 369,954
  

7. 融資成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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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 1,208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22 83
  

754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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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支出

本集團香港業務之所得稅已根據本年度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零
九年︰16.5%）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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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二零零九年︰25%）計算。其他國家溢利之稅項則按本年度估計
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綜合收益表扣除之所得稅支出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1,104 1,369
 過往年度（餘額撥回）╱撥備不足 (51) 14

馬來西亞稅項
 本年度 10,633 9,047
 過往年度（餘額撥回）╱撥備不足 (244) 64

其他國家稅項
 本年度 686 513
 過往年度餘額撥回 (377) (390)

遞延所得稅支出 1,920 3,063
  

13,671 13,680
  

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之稅項有別於採用適用於綜合實體溢利之加權平均稅率而計算
之理論稅額，詳情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 55,113 31,035
  

按於有關國家所獲溢利以當地適用稅率計算之稅項 13,315 7,319
毋須課稅之收入 (798) (385)
不可作出稅項扣減之開支 1,251 2,639
動用以往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826) (9)
未確認之暫時差額 498 186
動用本年度之再投資免稅額 (725) (187)
動用集團稅項寬減 (349) －
過往年度餘額撥回 (672) (312)
年內未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1,977 3,786
確認以往未確認稅項虧損而產生之遞延稅項資產 － (20)
稅率變動對遞延稅項之影響 － (11)
過往年度遞延稅項撥備不足 － 674

  

所得稅支出 13,671 13,680
  

於本年度適用之加權平均稅率為24%（二零零九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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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不包括本公司
購回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41,136 16,790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1,683,897,666 1,684,618,455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2.44 1.00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獲兌換後，調整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
均股數計算。本公司擁有一類潛在攤薄普通股，即購股權。本集團已根據未行使購
股權所附認購權之貨幣價值，計算應可按公平值（根據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年度市價
釐定）購入之股份數目。按上述方式計算之股份數目與假設該等購股權獲行使時應
已發行之股份數目作比較。於本年度，由於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年內平均股價，故
購股權並無攤薄影響。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41,136 16,790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1,683,897,666 1,684,618,455

就購股權進行調整 － 152,209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83,897,666 1,684,770,664
  

每股攤薄盈利（美仙） 2.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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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已付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450美仙 

（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已付每股0.450美仙） 7,578 7,578

擬派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771美仙 

（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已付每股0.143美仙） 12,983 2,408
  

20,561 9,986
  

附註：

(a)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一日派付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450美仙（二
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每股0.450美仙），總計7,578,000美元。

(b)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董事會宣布派發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771美
仙，以代替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上述股息將於二零一
零年八月六日採用現金形式以馬幣或港元（匯率已參考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於二零一
零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時正所報美元適用之匯率中位數釐定）向於二零一零年
七月九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支付。馬來西亞股東毋須就
收取本公司宣派之股息繳稅，原因為根據一九六七年馬來西亞所得稅法附表六第
二十八段，有關股息屬於來自外地之收入。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於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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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如下：

匯率
每股普通股

之股息

美元兌馬幣 3.34 2.575馬仙
美元兌港元 7.80 6.014港仙

(c) 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指就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派發之股息每股普通股0.143美仙，上述股息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派付
予本公司股東。

實際派發之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有別於二零零九年年報所披
露之擬派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原因為於股息宣派日至股息
派發日期間，匯率出現波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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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賬款 61,539 52,226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3,871) (4,182)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附註） 57,668 48,044
按金及預付款項 7,423 6,929
其他應收賬款 2,517 4,007

  

67,608 58,980
  

附註︰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七日至一百二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賬款淨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42,097 36,871
六十一至一百二十日 12,400 8,453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2,023 1,726
一百八十日以上 1,148 994

  

57,668 48,044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17,763 18,736
應計費用 26,938 20,191
預收訂戶訂閱費 12,714 11,283

  

57,415 50,210
  

附註：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15,074 15,257
六十一至一百二十日 1,604 1,853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313 391
一百八十日以上 772 1,235

  

17,763 18,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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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千美元）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營業額 376,001 394,303 - 5%
除所得稅前溢利 55,113 31,035 +78%
年度溢利 41,442 17,355 +13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41,136 16,790 +145%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2.44 1.00 +144%

整體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55,113,000
美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大幅增加24,078,000美元，增幅達78%。

此佳績全賴本財政年度成本控制措施收效及生產力有所提升，加上白報紙價
格下調所致。

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在廣告收入上面臨巨大不明朗及波動，影響上半
年表現。然而，隨著全球經濟穩步復蘇及消費信心增強，本集團收入得以於本
財政年度下半年收復失地，故全年總收入僅輕微下跌5%。

每股基本盈利為2.44美仙，較上一財政年度之1.00美仙上升1.44美仙，升幅達
144%。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77,635,000美
元，而每股資產淨值則為20.27美仙。

分部回顧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與上年度相比，馬來西亞業務之表現令人滿意，除所得稅前溢利為52,546,000美
元，較上年度增加15,961,000美元，增幅為44%。

儘管經濟狀況困難，但馬來西亞業務仍能於二零零九╱二零一零年取得突出表
現。於二零零九年，馬來西亞之本地生產總值縮減約1.7%，影響了馬來西亞業
務，於二零零九╱二零一零年度之收入並無錄得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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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業務於本年度取得佳績之主要原因為白報紙價格下調及嚴格控制用
紙量，令白報紙成本較上年度減少約14%。本年度白報紙平均價格下跌約12%。

上半年廣告市場呈現不明朗及波動。然而，下半年市場氣氛好轉，有助業務收
入維持與上年度相若之水平。

根據尼爾森媒體研究報告，由二零零九年四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期間，馬來西
亞之廣告總支出增長13%至69億馬幣，而去年同期則為61億馬幣。

報章方面，廣告支出由去年32億馬幣上升9%至35億馬幣。雖然報章仍於廣告市
場佔有最大份額，但在廣告總支出所佔比例已由去年之53%減至二零零九╱二
零一零年之51%，縮減2%，而免費電視所佔廣告支出比例則由36%增至38%，顯
示免費電視對印刷媒體構成之威脅愈來愈大。

廣告支出顯著增長，證明馬來西亞經濟已從二零零八年底金融危機引發之經
濟衰退中反彈，雖則仍偶有波動。

本集團為馬來西亞最大規模之華文出版商，旗下《星洲日報》、《光明日報》、《中
國報》及《南洋商報》均在其各自之市場具領導地位。

集團優秀之編採能力及公信力贏得馬來西亞華文讀者愛戴。本集團出版之報
章佔馬來西亞市面流通之報章19%，佔華文報章市場總發行量之73%，讀者佔
每日閱讀華文報章之成年華人人數的63%。

因此，本集團報章龐大之發行量繼續覆蓋廣大讀者群，並為廣告商提供龐大銷
售對象。在馬來西亞華文報章之廣告總支出中，近四分之三由本集團出版之報
章包辦。

本集團亦為馬來西亞最大華文雜誌出版商，旗下刊物包括一份小報及23份雜
誌。

本年度，雜誌之廣告收入取得滿意增長，其市場佔有率亦得以維持。本集團將
繼續借助其領導市場之品牌優勢擴大其特刊廣告之收入，特別是社區市場方
面。

傑出之編採質素乃成功之道，本集團旗下報章雜誌亦屢獲殊榮。於二零零九
年，本集團在多項備受注目之採訪及新聞比賽中勇奪多個重要獎項。

本集團亦舉辦連串展覽及展銷活動，包括「My Wedding Bridal Fair」及「International 
Health Fair」等馬來西亞最大型之展銷活動。該兩次展銷活動在參觀人數及所租
出的攤檔數目上再度刷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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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馬來西亞經營及擁有14間與本集團報章雜誌緊密合作之網上企業。
旗艦網站Sinchew-i.com亦為馬來西亞最受歡迎華文新聞網站之一。本集團將繼
續借助互聯網發布旗下刊物之內容。

香港及中國內地

於香港及中國內地之業務方面，二零零九╱二零一零財政年度首兩季度起步緩
慢。自第三季經濟開始靠穩後，市況漸入佳境。於二零零九╱二零一零財政年
度，來自此業務分部之收入下跌7%至70,230,000美元。然而，此分部於本年度錄
得溢利3,777,000美元，扭轉了上年度虧損175,000美元之劣勢，主要原因為白報
紙成本下降及不斷努力提升效率及生產力所致。

《明報》堅守其一貫之編輯方針，以全面及準確報導香港及中國內地之社會及政
經實況為己任。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於二零零九年進行之媒體公信力調查，《明
報》獲選為香港最具公信力之中文報章。

Mingpao.com繼續履行承諾，致力成為全球華人信賴之新聞和資訊網站。

本集團旗下在大中華地區出版時尚雜誌之萬華媒體集團（「萬華媒體」）亦自本
財政年度第四季起步入緩慢復蘇過程。儘管大部分主要廣告商之開支預算已
開始回升，但金額仍較往年為低。因此，本年度萬華媒體香港業務之營業額仍
較上財政年度下跌19%。然而，來自萬華媒體在中國內地出版雜誌之收入則受
惠於中國強勁之經濟表現，於二零零九╱二零一零年增加26%。

北美

本集團在溫哥華、多倫多及紐約之報章業務仍然受北美洲經濟疲弱拖累，但嚴
峻程度已較本財政年度上半年緩和。儘管如此，此分部於本年度之業績有所改
善，雖然營業額仍較上年度減少14%，但虧損已由上年度之4,162,000美元大幅收
窄至442,000美元，原因為白報紙成本下調有助節省成本，而本集團於二零零九
年初重組美國業務亦令其他經營開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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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消費行業好轉、失業率下降及加拿大元強勢來看，加拿大經濟已逐步復蘇。

美國亦出現類似情況，但形勢較不明朗，由於主要增長指標仍偶爾發出相反訊
息。然而，本集團在美國之唯一刊物《明報紐約免費報》繼續呈現反彈動力。

旅遊

本集團透過翠明假期及Delta Group所經營的旅遊業務繼續受全球經濟（尤其是
美國）表現疲弱影響。由於市況疲弱及業界割價競爭，營業額對比上年度下跌
16%至46,323,000美元。然而，相對上年度虧損148,000美元，旅遊分部於本年度已
接近收支平衡。

數碼媒體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本集團透過收購中國流動電話閱讀平台供應商ByRead 
Inc.（「ByRead」）之25.44%股權，進軍中國龐大之流動電話電子書籍閱讀社群。此
項目標誌著本集團將業務範圍由印刷媒體擴展至數碼媒體，亦為本集團之刊
物內容建立平台，擴闊讀者層面，同時有助加強本集團在數碼出版及流動電話
閱讀業務之實力。

ByRead專門研發流動電話軟件，以及於中國經營及提供社交網絡方案及線上
閱讀平台，讓流動電話用戶可透過流動裝置閱讀電子雜誌及電子書籍、進行線
上及單機電腦遊戲及與其他用戶聯繫及互動。此舉可推動ByRead加快發展其主
幹電子書籍閱讀軟件及支援設施，使其可讀取本集團包羅萬有、質素上乘、新
穎而井井有條之中文內容，有助招徠付費用戶。截至本報告日期，ByRead之登
記用戶數目已達二千五百萬名。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本集團推出一套名為「MediaChinese iPhone App」之中文電子
書籍應用程式，讓別具慧眼之讀者及本集團重點書籍之支持者可利用獨特之介
面在更新、更好及先進之媒體上博覽群書。產品甫推出市場即贏得熱烈反應。
本集團計劃於不久將來將更多電子書籍納入此平台。

於本年度，本集團認購由 Iatopia.com Limited（「Iatopia.com」）發行之可換股債券。
Iatopia.com專門提供本身之專利技術，容許本集團使用及借助其內容管理技術
發展、建立、保護及維持本集團之數碼內容檔案。因此，本集團可憑藉其現有
優勢充分發揮其內容豐富之潛力，將接觸面擴展至新客戶、產品、市場及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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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環球金融危機對香港及馬來西亞經濟的影響已逐漸消退，兩地的廣告市場已
漸趨穩定並錄得正面增長。於最近幾個月，集團的廣告銷售獲得改善，預期廣
告收入可跟隨二零一零年的經濟反彈而相應回升。

發行收入預期繼續受個人消費及投資進一步帶動消費意欲而有所增長，但預
期將維持一貫穩定的水平。

由於供應緊張及成本上漲，白報紙價格預期將於來年顯著上升，然而，透過集
團對白報紙存貨的儲備，將有助消減部分生產成本的增加。

展望未來，集團將繼續推行成本管理措施以改善核心業務效益。

除卻不可預見的情況，董事預期集團於來年可取得滿意的整體成績。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總值19,951,000美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37,453,000美元）之若干機器及印刷設備、土地及樓宇以及若干附屬公司之資產
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得一般銀行信貸。

財務擔保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若干附屬公司獲授之一般銀行信貸而
為該等附屬公司提供合共15,969,000美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20,099,000
美元）財務擔保。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已動用之銀行信貸合共5,488,000
美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4,878,000美元）。本公司董事並不認為本公司
有可能因財務擔保而遭申索。本公司於結算日根據財務擔保之最高負債為其
附屬公司已動用之銀行信貸。因此，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就此方
面作出撥備。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審批並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
之物業、廠房及設施資本開支為3,422,000美元，而已審批但未訂約且未於綜合
財務報表撥備之物業、廠房及設施資本開支則為6,002,000美元。此外，本集團向
一間附屬公司已審批並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注資為439,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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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於全球各地經營業務，須承受不同貨幣產生之外匯風險，主要與馬幣、
人民幣、加拿大元、港元及美元有關。外匯風險來自海外業務之未來商業交易、
已確認資產及負債以及投資淨額。

來自本集團業務（如來自中國內地、香港、馬來西亞、東南亞及北美之業務）之
資產淨值所產生匯率風險，主要透過以經營相關外幣結算之借貸來管理。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129,909,000美元（二零零
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00,979,000美元），而股東資金為341,309,000美元（二零零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279,818,000美元）。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承擔合共32,620,000美
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20,516,000美元），資本負債比率（即貸款總額佔股
東資金之比率）為0.096（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0.073）。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為77,635,000美元（二零零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70,205,000美元），扣除銀行貸款總額後，現金淨值為45,015,000
美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49,689,000美元）。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4,659名僱員（二零零九年：約4,780名僱
員），其中大部分於馬來西亞及香港受聘。本集團乃根據業內慣例及個別僱員
之表現釐定僱員之酬金。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酬金經由薪酬委員會定期審
閱，當中考慮到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個別員工表現及可比較市場的統計數字。
概無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士以及行政人員涉及釐定其本身之酬金。本集團已
設立購股權計劃，作為對董事及合資格僱員之獎勵。

公司管治

董事會致力達致最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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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馬來西亞守則之
建議及香港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作為其本身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年度，除委任一名資深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外，本公司
已遵循馬來西亞守則之最佳常規。此外，除偏離香港守則之守則條文B.1.1（其
要求大多數薪酬委員會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外，本公司已遵守香港守則
所載守則條文。偏離守則條文之原因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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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明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提名委員會
主席、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之職務。自彼辭任後，薪酬委員會之組成
未能符合守則條文B.1.1之規定。本公司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覓得人選填補空
缺，以符合上述守則條文之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年內，本公司於香港聯交所購回其合共1,000股上市股份，旨在提升本公司之每
股資產淨值。購回之詳情概述如下：

已購回之 每股回購價 總回購
年╱月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代價 等值

港元 港元 港元 美元

二零零九年九月 1,000 1.18 1.18 1,180 153
   

所有於年內購回之股份已被註銷。因此，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亦已按所購回股
份之面值相應減少，而就該等股份支付之溢價已自股份溢價賬中扣除。相等於
被註銷股份面值之金額則由本公司之保留溢利轉撥至股本贖回儲備。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 (i)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規定第十四章（上市證券買賣）
（「馬來西亞證交所上市規定第十四章」）及 (ii)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香港標準守則」）所載規定及守則。
經本公司具體諮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年度內一直遵守 (i)
馬來西亞證交所上市規定第十四章及 (ii)香港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財務報表之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
報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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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日後事項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四 日，本 公 司 全 資 附 屬 公 司Comwell Investment Limited
（「Comwell」）接納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萬華媒體集團」）一名主要股東展鵬
傳媒集團提出以每股普通股0.04美元（約相等於0.30港元）收購44,260,188股每股
面值0.001港元之萬華媒體集團普通股（「銷售股份」）之收購建議，總現金代價為
1,700,000美元（約相等於13,280,000港元）（「交易」）。交易前，本公司為萬華媒體集
團之主要股東，間接持有251,339,812股股份，相當於萬華媒體集團全部已發行及
實繳股本62.83%。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將持有萬華媒體集團295,600,000股股份，
相當於萬華媒體集團73.9%股本權益。交易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完成。

承董事會命
張裘昌
董事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張鉅卿先生、拿
督斯里張翼卿醫生、張裘昌先生、蕭依釗女士及沈賽芬女士；非執行董事梁秋
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俞漢度先生、丹斯里拿督劉衍明及天猛公拿督肯勒
甘雅安納天猛公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