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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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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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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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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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證交所主要板之上市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向馬來西亞證交
所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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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1)條之規定
而作出。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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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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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二零零八二零零八二零零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九二零零九二零零九二零零九年年年年 二零零八二零零八二零零八二零零八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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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86,557 109,483  304,550 385,216 
 已售貨品成本 (58,210) (69,937)  (204,812) (246,073) 
 毛利 28,347 39,546  99,738 139,143 
 其他收入  1,194 1,716  4,201 6,037 
 其他收益淨額 460 460  1,618 1,618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909) (16,017)  (45,420) (56,356) 
 行政支出 (8,345) (10,593)  (29,362) (37,271) 
 其他經營支出 (1,424) (1,524)  (5,010) (5,362) 
 經營溢利 7,323 13,588  25,765 47,809 
 融資成本 (190) (445)  (668) (1,565) 
 除所得稅前溢利 7,133 13,143  25,097 46,244 
 所得稅支出 (2,537) (4,034)  (8,926) (14,194) 
 季度溢利 4,596 9,109  16,171 32,050 
 由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706 8,821  16,558 31,037 
 少數股東權益 (110) 288  (387) 1,013 
 
 4,596 9,109  16,171 32,05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  
  

   
 基本 （美仙/馬仙）# 0.28 0.52  0.99 1.83 
 攤薄 （美仙/馬仙）# 0.28 0.52  0.99 1.83 

      
 股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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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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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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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2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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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溢利季度溢利季度溢利季度溢利 4,596 9,109 16,171 32,050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除稅後之其他全面除稅後之其他全面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8,498 (4,642) 29,900 (16,333) 

     季度全面收季度全面收季度全面收季度全面收益益益益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13,094 4,467 46,071 15,717 

     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總額由以下應佔總額由以下應佔總額由以下應佔總額由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220 4,143 46,514 14,577 
 少數股東權益 (126) 324 (443) 1,140 

     

 13,094 4,467 46,071 1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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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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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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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二零零八二零零八二零零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九二零零九二零零九二零零九年年年年 二零零八二零零八二零零八二零零八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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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86,557 109,483  304,550 385,216 
 已售貨品成本 (58,210) (69,937)  (204,812) (246,073) 
 毛利 28,347 39,546  99,738 139,143 
 其他收入  1,194 1,716  4,201 6,037 
 其他收益淨額 460 460  1,618 1,618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909) (16,017)  (45,420) (56,356) 
 行政支出 (8,345) (10,593)  (29,362) (37,271) 
 其他經營支出 (1,424) (1,524)  (5,010) (5,362) 
 經營溢利 7,323 13,588  25,765 47,809 
 融資成本 (190) (445)  (668) (1,565) 
 除所得稅前溢利 7,133 13,143  25,097 46,244 
 所得稅支出 (2,537) (4,034)  (8,926) (14,194) 
 期間溢利 4,596 9,109  16,171 32,050 
 由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706 8,821  16,558 31,037 
 少數股東權益 (110) 288  (387) 1,013 
 
 4,596 9,109  16,171 32,05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  
 

   
 基本 （美仙/馬仙）# 0.28 0.52  0.99 1.83 
 攤薄 （美仙/馬仙）# 0.28 0.52  0.99 1.83 

      
 股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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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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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4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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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溢利期間溢利期間溢利期間溢利 4,596 9,109 16,171 32,050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8,498 (4,642) 29,900 (16,333) 

     期間全面期間全面期間全面期間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13,094 4,467 46,071 15,717 

     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總額由以下應佔總額由以下應佔總額由以下應佔總額由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220 4,143 46,514 14,577 
 少數股東權益 (126) 324 (443) 1,140 

     

 13,094 4,467 46,071 1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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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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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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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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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83 99,692 360,586 350,766 投資物業 6,450 6,224 22,694 21,899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2,653 22,445 79,705 78,973 無形資產 15,258 14,861 53,685 52,288 商譽 56,598 54,620 199,140 192,180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79 77 278 271 遞延所得稅資產 2,440 2,430 8,585 8,550 
 205,961 200,349 724,673 704,927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53,784 41,948 189,239 147,59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645 646 2,269 2,273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221 221 778 77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61,311 58,980 215,723 207,521 可收回所得稅 1,108 1,057 3,898 3,7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1,922 70,205 253,058 247,016 
 188,991 173,057 664,965 60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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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43 50,210 200,002 176,663 所得稅負債 3,218 2,787 11,322 9,806 應付股息 2,408 - 8,472 - 短期銀行貸款 16,502 14,579 58,062 51,296 銀行透支（有抵押） 1,571 2,428 5,528 8,543 長期負債之流動部分 1,801 2,074 6,337 7,298 
 82,343 72,078 289,723 253,606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06,648 100,979 375,242 35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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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609 301,328 1,099,915 1,060,222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股本 21,672 21,672 76,253 76,253 股份溢價 280,160 280,160 985,743 985,743 其他儲備 (114,144) (122,666) (401,616) (431,600) 保留溢利     
- 擬派股息 - 2,408 - 8,472 
- 其他 102,950 98,244 362,230 345,672 

 290,638 279,818 1,022,610 984,540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 8,069 8,189 28,391 28,813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298,707 288,007 1,051,001 1,013,353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2,888 3,072 10,161 10,808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014 10,249 38,753 36,061 
 13,902 13,321 48,914 46,869 

 312,609 301,328 1,099,915 1,060,22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美仙/馬仙） 17.26 16.62 60.73 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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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5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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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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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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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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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少數股東少數股東少數股東少數股東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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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7 12,809 196,554 106,746 321,276 7,952 329,228 

        期間溢利 - - - 8,821 8,821 288 9,109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 - (4,678) - (4,678) 36 (4,642)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4,678) 8,821 4,143 324 4,467 

 購回普通股股份 (18) (360) 18 (18) (378) - (378) 發行股份以換取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全部普通股股份 16,534 267,877 (284,411) - - - - 行使購股權 2 15 - - 17 - 17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授出購股權之股份酬金成本 - - 18 - 18 12 30 擬付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15,513) (15,513) - (15,513) 

 16,518 267,532 (284,375) (15,531) (15,856) 12 (1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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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85 280,341 (92,499) 100,036 309,563 8,288 317,851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21,672 280,160 (122,666) 100,652 279,818 8,189 288,007 

        期間溢利 - - - 4,706 4,706 (110) 4,596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 - 8,514 - 8,514 (16) 8,498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8,514 4,706 13,220 (126) 13,094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授出購股權之股份酬金成本 - - 8 - 8 6 14 擬付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2,408) (2,408) - (2,408) 

 - - 8 (2,408) (2,400) 6 (2,39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21,672 
 

280,160 (114,144) 102,950 290,638 8,069 29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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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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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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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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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少數股東少數股東少數股東少數股東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千馬幣千馬幣千馬幣千馬幣 千馬幣千馬幣千馬幣千馬幣 千馬幣千馬幣千馬幣千馬幣 千馬幣千馬幣千馬幣千馬幣 千馬幣千馬幣千馬幣千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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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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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0 45,069 691,575 375,586 1,130,410 27,979 1,158,389 

        期間溢利 - - - 31,037 31,037 1,013 32,050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 - (16,460) - (16,460) 127 (16,333)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16,460) 31,037 14,577 1,140 15,717 

 購回普通股股份 (64) (1,266) 63 (63) (1,330) - (1,330) 發行股份以換取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全部普通股股份 58,175 942,525 (1,000,700) - - - - 行使購股權 7 52 - - 59 - 59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授出購股權之股份酬金成本 - - 64 - 64 42 106 擬付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54,583) (54,583) - (54,583) 

 58,118 941,311 (1,000,573) (54,646) (55,790) 42 (5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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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98 986,380 (325,458) 351,977 1,089,197 29,161 1,118,358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76,253 985,743 (431,600) 354,144 984,540 28,813 1,013,353 

        期間溢利 - - - 16,558 16,558 (387) 16,171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 - 29,956 - 29,956 (56) 29,900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29,956 16,558 46,514 (443) 46,071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授出購股權之股份酬金成本 - - 28 - 28 21 49 擬付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8,472) (8,472) - (8,472) 

 - - 28 (8,472) (8,444) 21 (8,423)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76,253 985,743 (401,616) 362,230 1,022,610 28,391 1,05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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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5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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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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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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二零零九二零零九二零零九年年年年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二零零九二零零九二零零九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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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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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 33,710 12,543 118,608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186) (404) (654) (1,421) 償還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4) (41) (14) (144) 已繳利得稅 (1,727) (1,921) (6,076) (6,759) 已付長期服務金 (25) -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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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 31,344 5,711 11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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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 (1,075) (5,042) (3,782) 購入無形資產 (34) (40) (120) (14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施、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所得款項 104 141 366 496 已收利息 175 463 616 1,629 已收股息 43 8 15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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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 (503) (4,029) (1,77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量量量     購回普通股股份 - (378) - (1,330) 行使購股權所得款項 - 17 - 59 償還銀行貸款 (514) (1,504) (1,809) (5,292) 短期銀行貸款所得款項 9,393 - 33,049 - 償還短期銀行貸款 (7,978) (4,851) (28,071) (17,068) 償還融資租賃之本金部分 (171) (169) (601) (594) 融資活動所融資活動所融資活動所融資活動所得得得得／（／（／（／（所所所所耗耗耗耗））））現金淨額現金淨額現金淨額現金淨額 730 (6,885) 2,568 (24,225) 

     現金、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之增加淨額 1,208 23,956 4,250 84,289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 67,777 73,597 238,473 258,951 現金、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之匯兌調整 1,366 (2,541) 4,807 (8,940) 於於於於六六六六月三十日之現金月三十日之現金月三十日之現金月三十日之現金、、、、現金等價物現金等價物現金等價物現金等價物及銀行透支及銀行透支及銀行透支及銀行透支  70,351 95,012 247,530 33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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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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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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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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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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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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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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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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必須採納之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經營分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替代國際會計準則第 14 號「分部報告」。該新準則規定採用「管理方法」將分部資料按內部報告所使用之相同基準呈列。經營分部報告之呈列方式將與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之內部報告一致。該等變動導致重新設計本集團之可報告分部，惟對本集團之已報告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任何影響。分部資料之比較數字經已重列。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二零零七年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報」（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該經修訂準則禁止於權益變動表內呈列收入及開支項目（即「非所有者之權益變動」），並規定「非所有者之權益變動」須與所有者之權益變動分開呈列。所有「非所有者之權益變動」須於業績報表中呈列。本集團已選擇呈列兩份報表：簡明綜合收益表及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本未經審核財務報告乃按經修訂之披露要求編製。然而，該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所報告的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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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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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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基準會計基準會計基準會計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及會計政策之更改及會計政策之更改及會計政策之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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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載列之修訂及詮釋將於或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生效，惟並無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 23 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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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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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本） 
股份付款之歸屬條件及註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3 號 
顧客長期支持計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5 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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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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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實體可以與其功能貨幣相同或不同之任何功能貨幣呈報其財務報表。由於本集團業務遍佈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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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貨幣實屬恰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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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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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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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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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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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回顧季度並無發行、註銷、購回、轉售及償還任何債務及股本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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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並無出售任何非上市投資或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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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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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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8.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管理層將業務按業務及地區層面考慮。就業務層面而言，管理層根據兩個主要業務分部評估其表現：出版及印刷，及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而出版及印刷業務再以地區細分進行評估。此分部資料是為分配資源和評估各營運分部之表現而向管理層呈列的主要方式。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香港及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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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84 16,025 5,671 76,080 10,477 86,557 

       分部業績 8,392 (628) (431) 7,333 (92) 7,241 

       利息收入      175 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 
     

(93) 經營溢利      7,323 融資成本      (190) 除所得稅前溢利      7,133 所得稅支出      (2,537) 季度溢利      4,596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香港及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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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35 20,560 8,413 93,108 16,375 109,483 

       分部業績 11,872 2,302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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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所示之分部業績乃各業務分部之溢利/（虧損），當中並無計及分配利息收入、未能作出分部之費用淨額、融資成本及所得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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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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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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8.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續續續續））））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香港及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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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301,216 75,737 11,575 388,528 6,502 (2,171) 392,859 未能作出分部之資產       2,093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394,952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279,014 76,478 11,896 367,388 5,567 (3,817) 369,138 未能作出分部之資產       4,268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37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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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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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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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季內購入及出售之物業、廠房及設施載列如下： 本季度  本年初至今  千美元 千美元 
   購入 1,433 1,433 出售 (81) (81) 

 
A12.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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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22,000 美元之財務擔保。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已動用之銀行信貸合共 4,35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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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7 － 未訂約 1,332 

 1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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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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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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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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主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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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千美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千美元 營業額 86,557 109,483 除所得稅前溢利 7,133 13,143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集團錄得營業額86,557,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下跌

22,926,000美元或20.9%。 
 營業額下跌主要由於環球經濟持續疲弱，與此同時集團大部分核心市場的營商環境欠佳，令所有主要廣告類別，特別是房地產、金融、汽車及高檔消費品之廣告需求放緩。艱難的廣告市場影響集團旗下大部分報刊，導致集團出版業務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的93,108,000美元，下跌17,028,000美元或18.3%至76,080,000美元。 
 集團的旅遊業務亦錄得重大跌幅。受經濟危機及業界的激烈競爭影響，營業額相對去年同期下跌36%。此外，於二零零九年五月爆發的H1N1流感疫症，亦進一步打擊集團的旅遊業務。 
 集團第一季度的除所得稅前溢利為7,133,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下跌6,010,000美元或45.7%。溢利減少主要由於廣告收入大幅下跌所致。然而，效益管理措施淡化了廣告收入下跌的負面影響。 
 與去年第一季度比較，馬來西亞令吉及加拿大元兌美元的匯率分別貶值10.5%及14.2%，此貨幣貶值對集團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所構成的負影響分別約為6,700,000美元及8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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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千美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千美元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86,557 78,939 9.7%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7,133 (2,992) 338.4% 

 相對於上一季度，集團之營業額增長9.7%，而除所得稅前溢利則錄得7,133,000美元，較上季度的2,992,000美元虧損，增加10,125,000美元。溢利增加主要由於本季度的營業額上升及上季度計入的減值撥備達3,895,000美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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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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主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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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季度對集團而言仍然充滿挑戰，此乃由於環球經濟自去年踏入衰退以來並沒有顯著改善，及消費者對其消費仍抱審慎態度所致。此外，集團大部分核心市場所在之政府為鼓勵消費而實施之刺激經濟措施，預期在下半年仍未能對當地經濟產生正面影響。 
 再者，縱使下一季度乃傳統暑期旅遊旺季，然而H1N1流感之爆發，預期將影響集團於該季度的旅遊業務。 
 在此艱難的營商環境下，集團將繼續專注重新調配成本架構，同時開闢新收入來源。除此以外，近期白報紙價格回落，亦有助減省成本，有利集團的出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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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所得稅開支 1,999 3,190 過往年度餘額撥回 (40) - 遞延所得稅支出 578 844 
 2,537 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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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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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上市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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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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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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交易所交易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續續續）））） 
 
B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宣派之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普通股0.143美仙，共2,408,000美元，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派付予本公司股東。 

  董事會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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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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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星洲媒體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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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7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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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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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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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購認購認購認購 Iatopia.com 發行之可換股票據發行之可換股票據發行之可換股票據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七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世華網絡投資有限公司（「世華網絡投資」），與科貫全球網有限公司（「Iatopia.com」）及李樹德博士簽訂認購可換股票據協議（「認購可換股票據協議」），據此，世華網絡投資同意分三階段認購

Iatopia.com 所發行本金總額為 4,500,000 港元（相等於 580,638 美元）的可換股票據。世華網絡投資可於未來三年按本金值將票據兌換為總額不超過 Iatopia.com 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 21.7%。 
 
Iatopia.com 主要從事環球在線平台及網絡渠道的開發及維修保養，並透過互聯網協助出版商增加其環球讀者數量和發展廣告及市場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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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馬來馬來馬來西亞西亞西亞西亞證券證券證券證券交易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主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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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續續續）））） 
  

b) 認購認購認購認購 Iatopia.com發行之可換股票據發行之可換股票據發行之可換股票據發行之可換股票據（（（（續續續續）））） 
 按照該認購可換股票據協議之條款，當完成發行及認購可換股票據後，Iatopia.com將授予世華網絡投資無限期免費之非獨家世界性專利權及特許權以運用 Iatopia.com 的網絡渠道科技來發展、創造及營運一個由 Iatopia.com 所創立及管理的新網絡渠道 （「Iatopia.com 網絡渠道」）。該 Iatopia.com網絡渠道將展示及包含本集團內容及資訊與及成為 Iatopia.com 旗下營運的入門網站的一部分。根據協議，世華網絡投資及 Iatopia.com 均可共同擁有及分享來自 Iatopia.com 網絡渠道之業務及收入，各佔一半。另外，Iatopia.com 亦將授予本公司無限期免費之非獨家世界性專利權及特許權（包括有權轉授特許權予其附屬公司）以安裝及運用其內容管理系統，以供本集團業務使用。 
  本公司董事相信透過上述之認購可換股票據及其有可能之行使可換股票據而持有

Iatopia.com 普通股股份，本集團可使用 Iatopia.com 之網絡渠道科技，從而增強本集團之電子出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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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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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之借貸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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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 480 融資租賃承擔 825 - 825 
 1,305 - 1,305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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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 - 1,571 短期銀行貸款 1,108 15,394 16,502 部分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1,381 - 1,381 部分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內到期） 331 - 331 
 4,391 15,394 1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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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16,856 美元 - 1,924 加拿大元 796 1,005 總借貸 1,305 1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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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一季度之財務報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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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交易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續續續）））） 
 

B11.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a)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4,706 8,821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83,898,241 1,685,635,296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0.28 0.52 

 
b) 攤薄攤薄攤薄攤薄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4,706 8,821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83,898,241 1,685,635,296 就購股權之調整 - 1,126,833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83,898,241 1,686,762,129 每股攤薄盈利（美仙） 0.28 0.52 

 
 
 
 承董事會命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羅玉娟 秘書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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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