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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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百 慕 達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馬 來 西 亞 公 司 編 號：200702000044）

（香 港 股 份 代 號：685）
（馬 來 西 亞 股 份 代 號：5090）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布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2019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4 54,591 144,530
已售貨品成本 (39,712) (103,289)

  

毛利 14,879 41,241
其他收入 5 9,894 4,556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6 41 (117)
銷售及分銷支出 (15,102) (22,762)
行政支出 (12,319) (13,988)
其他經營支出 (2,459) (2,586)

  

經營（虧損）╱溢利 7 (5,066) 6,344
融資成本 8 (289) (343)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5,355) 6,001
所得稅抵免╱（支出） 9 117 (857)

  

期間（虧損）╱溢利 (5,238) 5,144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899) 5,449
 非控股權益 (339) (305)

  

(5,238) 5,14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美仙） 10 (0.29) 0.32
 攤薄（美仙） 10 (0.29)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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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期間（虧損）╱溢利 (5,238) 5,14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5,251 (3,474)

 不會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 1,172 (594)

  

除稅後之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6,423 (4,068)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185 1,076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01 1,543
 非控股權益 (16) (467)

  

1,185 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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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9,472 70,669
 投資物業 22,546 21,864
 無形資產 9,051 9,146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4 120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32 –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852 1,267

  

102,077 103,066
  

流動資產
 存貨 21,811 20,03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23,373 25,252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1,173 425
 可收回所得稅 573 447
 短期銀行存款 17,565 13,4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8,763 60,452

  

123,258 120,04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26,228 22,328
 合約負債 7,099 8,889
 所得稅負債 115 564
 銀行及其他借貸 14 21,217 19,362
 租賃負債 850 839
 其他非流動負債之流動部分 62 60

  

55,571 52,042
  

流動資產淨值 67,687 68,00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9,764 17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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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1,715 21,715
 股份溢價 54,664 54,664
 其他儲備 (115,634) (121,506)
 保留溢利 200,922 207,280

  

161,667 162,153
非控股權益 628 645

  

權益總額 162,295 162,798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930 1,354
 遞延所得稅負債 5,112 5,533
 其他非流動負債 1,427 1,384

  

7,469 8,271
  

169,764 17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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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6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頒布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附錄16內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2020年3月31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此中期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

2 會計政策

除採納於下文載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過往財政年度及相應中期
報告期間之會計政策貫徹一致。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6個月的所得稅乃按預計年度總盈利所適用的稅率計算作出撥備。

(i) 本集團已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詮釋

本集團已於2020年4月1日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首次採納下列準則及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和8號之修訂，「重大性之定義」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業務之定義」
•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和第9號之修訂，「利率基準改革」
•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2018，「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上述修訂對過往期間確認的金額並無影響，且預期不會對本期間或未來期間造成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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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集團尚未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若干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準則及詮釋已經刊發，惟尚未於2020年9月30日的報告期間強
制生效，且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2023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和設備：作擬定

 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202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2022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參照概念框架 2022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及其聯營公司或合營
 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生效日期待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與新型冠狀病毒有關之租金減讓 2020年6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202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之修訂 保險合約 2023年1月1日
年度改善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8–2020

 週期之年度改善
2022年1月1日

該等新訂準則及詮釋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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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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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作為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貨幣較
為恰當。就功能貨幣並非美元之實體而言，其業績及財政狀況已換算為美元。

本集團內各實體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其各自之功能貨幣為單位計算，並無對本期間之綜
合損益表構成重大影響。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6個月，基於集團業務的主要部分位處馬來西亞，因此對承受美元
兌馬幣之匯率波動影響尤其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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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集團行政委員會為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管理層根據經集團行政委員會所審閱並用以
作出決策之報告來釐定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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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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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及發行以華文為主的報章、雜誌、書籍及數碼內容。有關
分部收入主要來自報章及雜誌之廣告服務及發行銷售；而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分部之
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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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溢利評估經營分部之
表現，其他資料則按與內部財務報告一致之方式呈列。

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

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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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79 18,464 2,980 54,523 68 54,591
      

除所得稅前分部（虧損）╱溢利 (3,619) (985) 356 (4,248) (803) (5,051)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
 費用淨額 (304)

 

除所得稅前虧損 (5,355)
所得稅抵免 117

 

期間虧損 (5,238)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535 – 3 538 12 550
融資成本 (25) (234) – (259) (30) (28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403) (596) (80) (3,079) (405) (3,484)
無形資產攤銷 (395) (50) (4) (449) (2)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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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

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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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79 25,105 5,508 85,292 59,238 144,530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4,520 (1,599) (836) 2,085 4,307 6,392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
 費用淨額 (391)

 

除所得稅前溢利 6,001
所得稅支出 (857)

 

期間溢利 5,144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681 15 20 716 35 751
融資成本 (12) (312) – (324) (19) (34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591) (580) (93) (3,264) (375) (3,639)
無形資產攤銷 (344) (58) (4) (406) (15) (421)

分拆收益

營業額來自出版、印刷及發行以華文為主的報章、雜誌、書籍及數碼內容，以及提供旅遊
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期間內確認的營業額按以下方式分拆：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項目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刻
 報章、雜誌、書籍及數碼內容銷售額，經扣除貿易
  折扣及退貨 24,756 29,733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16 640
隨時間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29,767 55,559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52 58,598

  

54,591 14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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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9月30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未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及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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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480 40,180 12,212 210,872 14,285 (626) 224,531
      

未能分配之資產 804
 

總資產 225,335
 

總資產包括：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 32 – 32 – – 32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174 94 13 281 6 – 287

       

分部負債 (13,850) (31,569) (8,043) (53,462) (3,690) 626 (56,526)
      

未能分配之負債 (6,514)
 

總負債 (63,040)
 

於2020年3月31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

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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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529 35,575 10,688 204,792 17,854 (642) 222,004
      

未能分配之資產 1,107
 

總資產 223,111
 

總資產包括：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1,213 484 41 1,738 1,466 – 3,204

       

分部負債 (12,458) (28,872) (6,063) (47,393) (6,126) 642 (52,877)
      

未能分配之負債 (7,436)
 

總負債 (6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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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銷指分部間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之對銷。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無形資產、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按公
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存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按公平值經損益入
賬之金融資產、短期銀行存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惟主要不包括本集團遞延所得稅
資產及可收回所得稅。

分部負債主要包括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合約負債、銀行及其他借貸、租賃負債及其他
非流動負債，惟主要不包括本集團遞延所得稅負債及所得稅負債。

本集團主要於馬來西亞、其他東南亞國家、香港及台灣（「主要營運國家」）從事出版及印
刷業務。

於2020年9月30日及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總值按營
運國家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主要營運國家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80,830 80,493

 香港及台灣 14,646 16,015

其他國家 6,477 6,438
  

101,953 102,946
  

5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股息收入 25 13

政府補貼（附註） 7,520 1,290

利息收入 550 751

特許權及版權收入 94 104

其他與媒體有關之收入 250 820

租金及管理費收入 393 423

舊報紙及雜誌廢料銷售 482 1,132

其他 580 23
  

9,894 4,556
  

附註： 政府補貼包括一筆來自海外政府用於支持本集團在當地營運符合條件的出版物
的補貼1,722,000美元（2019：1,290,000美元），以及來自香港、馬來西亞及海外政府的
工資補貼共5,798,000美元（2019：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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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136) (9)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77 (108)
  

41 (117)
  

7 經營（虧損）╱溢利

經如下調整後的經營（虧損）╱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無形資產攤銷 451 4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484 3,639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之直接成本 59 50,376

僱員褔利支出（包括董事酬金） 37,874 42,33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6 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撥備及撇銷 205 439

存貨減值撥備及撇銷 125 79

使用之原材料及消耗品 9,819 18,188

無形資產撇銷 – 40
  

8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短期銀行貸款之利息費用 256 324

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 33 19
  

289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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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抵免）╱支出

本集團香港業務之所得稅已根據期內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2020年9月30日止6個
月稅率16.5%進行撥備（以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稅率為16.5%）。本集團馬來西亞業務之所
得稅則根據期內來自馬來西亞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2020年9月30日止6個月稅率24%進行
撥備（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稅率為24%）。其他國家溢利之稅項則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
利以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抵免）╱支出包括：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稅項
 本期 40 503

馬來西亞稅項
 本期 340 1,960

其他國家稅項
 本期（附註） 51 (1,12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 1

遞延所得稅抵免 (547) (480)
  

(117) 857
  

附註：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一海外附屬公司成功向當地稅務機關申請稅務激勵
計劃並已收取一筆1,620,000美元的退稅。

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千美元） (4,899) 5,44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87,236,241 1,687,236,241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美仙） (0.29) 0.32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美仙） (0.29) 0.32
  

由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故每股攤薄（虧損）╱
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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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歸屬於本期間之股息：
擬付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為零
 （2019╱2020年度：0.16美仙） – 2,700

  

於本期間支付之股息：
2019╱2020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0美仙
 （2018╱2019年度：0.10美仙）（附註） 1,687 1,687

  

董事會宣布就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6個月不派發任何股息（2019╱2020年度：每股普通股0.16

美仙）。

附註： 就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之第二次中期免稅股息每股普通股0.10美仙，總
計1,687,000美元，已於2020年7月13日派付。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賬款（附註） 20,244 21,730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006) (1,844)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18,238 19,886
按金及預付款項 3,627 4,157
其他應收賬款 1,508 1,209

  

23,373 25,252
  

於2020年9月30日及2020年3月31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附註：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一般介乎7至120日。

於2020年9月30日及2020年3月31日，貿易應收賬款（包括應收關連方之貿易款項）按
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12,485 11,819
61至120日 3,726 5,631
121至180日 822 1,423
180日以上 3,211 2,857

  

20,244 2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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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5,386 5,41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9,034 16,909

遞延政府補貼 1,808 –
  

26,228 22,328
  

於2020年9月30日及2020年3月31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遞延政府補貼之公平值與其
賬面值相若。

附註： 於2020年9月30日及2020年3月31日，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4,258 4,420

61至120日 870 798

121至180日 79 25

180日以上 179 176
  

5,386 5,419
  

14 銀行及其他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0年 於2020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
 短期銀行借貸（有抵押） 19,690 17,650

 短期銀行借貸（無抵押） 1,527 1,712
  

21,217 1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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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54,591 144,530 –62.2%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5,355) 6,001 –189.2%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虧損）╱盈利 (1,681) 9,653 –117.4%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美仙） (0.29) 0.32 –190.6%

   

整體業務回顧

於2020╱2021年上半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令本集團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經濟逆境及市場氣氛低迷對本集團的出版及印刷業務造成不利影響；而邊境
關閉及旅遊限制措施對其旅遊經營亦產生巨大負面影響。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62.2%至54,591,000
美元；出版及印刷分部以及旅遊分部均錄得營業額減少。顯著的成本節約以
及政府的資助和補貼抵銷部分收入下跌的影響。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除所得
稅前虧損5,355,000美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6,001,000美元。

本集團的出版及印刷分部的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的85,292,000美元減少36.1%至
54,523,000美元，導致分部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4,248,000美元，而去年同期則錄
得除所得稅前溢利2,085,000美元。與此同時，疫情及封鎖措施導致本集團旅遊
分部的營業額下跌99.9%至68,000美元，並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803,000美元，而
去年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4,307,000美元。

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虧損1,681,000
美元，對比去年同期為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9,653,000美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為0.29美仙，而去年同期則為每
股基本盈利0.32美仙。

於2020年9月30日，本 集 團 的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以 及 短 期 銀 行 存 款 合 共
76,328,000美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則為9.58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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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回顧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於回顧期間，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分部的營業額由54,679,000美元下跌
39.5%至33,079,000美元。馬來西亞政府為防止冠狀病毒大規模爆發於2020年3
月18日至2020年6月9日期間實施的行動管制令（「行動管制令」），及其後的復甦
期行動管制令，對該國的經濟造成嚴重影響。除基本服務外，多個行業因停
止營運而受創。群眾因冠狀病毒而避免去公眾地方，令消費下跌，從而對馬
來西亞的廣告開支造成負面影響。除印刷廣告減少外，本集團過往為廣告商
舉辦以輔助其印刷平台的所有現場活動亦暫停舉辦。同時，此分部的數碼業
務亦因該國經濟活動放緩而受到不利影響。

儘管已採取成本控制措施，但營業額大幅減少仍導致分部錄得除所得稅前虧
損3,619,000美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4,520,000美元。

香港及台灣

香港經濟亦深受2020年初本地爆發的冠狀病毒疫情影響。隨著本港邊境關閉
及旅客人數直線下降，其零售業務受嚴重影響。回顧期內，香港本地生產總
值出現收縮，失業率在2020年第三季度升至6.4%，為近16年高位。於2020年7月，
香港出現第三波冠狀病毒疫情，促使政府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因而減
慢本港經濟復甦步伐。

受疫情及市況疲弱影響，香港及台灣分部的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的25,105,000美元，
減少26.5%至18,464,000美元。此分部於回顧期間的除所得稅前虧損為985,000美元，
較去年同期的1,599,000美元虧損有所收窄。除本集團削減成本的措施外，業績
改善亦因受惠於香港政府「保就業」計劃所提供的工資補貼，該計劃旨在幫助
受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的企業。

北美

本集團於北美的出版及印刷業務的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的5,508,000美元，減少
45.9%至2,980,000美元。北美經濟亦深受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加拿大自2020年3
月 起 實 施 全 面 封 關 措 施。然 而，此 分 部 於 回 顧 期 間 錄 得 除 所 得 稅 前 溢 利
356,000美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836,000美元。此乃主要是由
於節省成本及獲得加拿大政府提供的補貼及紓困計劃資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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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許多國家因應冠狀病毒而實施關閉邊境及旅遊限制措施，令觀光及旅遊業陷
於癱瘓。本集團旅遊分部收入自2020年2月以來錄得大幅下跌。截至2020年9月
30日 止 六 個 月，此 分 部 的 營 業 額 僅 為68,000美 元，較 去 年 同 期 所 錄 得 的
59,238,000美元減少99.9%。收入急跌導致旅遊分部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803,000
美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4,307,000美元。

數碼業務

全球冠狀病毒令業務營運模式及消費者消費習慣有所改變。為適應疫情下的「新
常態」，本集團繼續舉辦更多網上活動，以擴大受眾範圍及增加收入。自2020
年3月成功舉辦「網上海外升學展」以來，《明報》繼續舉辦有關金融、健康及海
外房地產等各類主題的網上直播研討會，邀請專家分享其專業見解及經驗。
鑑於電子商貿急速發展，本集團繼續擴大其電子商貿平台「PowerUp」，以服務
其客戶並為其業務合作夥伴提供更多商機。

《星洲日報》亦在本回顧期間啟動了首個線上升學教育展，吸引了約60,000名正
在尋求高等教育方案的潛在學生和家長。期間亦舉辦了許多其他虛擬活動，
包括線上國內旅遊展「GOLOKAL」，一系列虛擬健康講座，休閒生活博覽會和
房地產博覽會。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透過提供最切合其需求的優質新聞、資訊及內容以拓展其
數碼受眾；同時與現有印刷產品建立協同效應，從而擴大本集團的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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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集團預計未來數月市況將困難重重及極具挑戰性。各國必須開放邊界，以
推動全球貿易及刺激消費，令經濟活動逐步恢復。然而，鑑於目前許多國家
的冠狀病毒感染數字再度回升，本集團預期在本財政年度剩餘時間內其業務
所在國家的經濟不會有太大改善。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對旅遊業帶來前所未有的不利影響，要待至有效疫苗廣泛
接種及客戶恢復對航空旅遊的信心時，旅遊業才會開始復甦。各國之間建立「航
空旅遊氣泡」將有助振興跨境客流，而本集團將緊貼此市場發展以尋求商機。
同時，本集團將透過大幅削減支出，致力使其旅遊業務渡過此艱難時刻。

封鎖及社交距離措施令網上消費增加，從而增加數碼業務機會。本集團將繼
續專注透過網絡及手機平台擴大多媒體服務。同時，本集團將密切監控其財
務狀況，確保持續實施嚴格成本控制措施及密切監控有關措施實施情況，以
確保本集團有足夠資源渡過疫情難關。

資產抵押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以下列各項抵押：

(a) 本集團於2020年9月30日賬面總值2,874,000美元（於2020年3月31日：2,943,000
美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的第一法定押記及租金轉讓；及

(b) 本公司作出之公司擔保。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向銀行抵押短期銀行存款516,000美元（於2020年 3月
31日：516,000美元），以取得已發行之銀行擔保。

或然負債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旗下數間成員公司面臨數項涉及索賠之誹謗訴訟。
本集團已對該等指控作出強力抗辯。儘管於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獲授權
刊發當日，訴訟之最終裁決仍未能確定，惟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最終責任（如
有）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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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已獲批淮及已訂約但未於此中期財務資料撥備之物
業、廠房及設備資本開支金額為555,000美元（於2020年3月31日：509,000美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淨資本負債比率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短期銀行存款為76,328,000美
元（2020年3月31日：73,882,000美元），而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則為21,217,000美
元（2020年3月31日：19,362,000美元）。現金淨值為55,111,000美元（2020年3月31日：
54,520,000美元）。擁有人權益為161,667,000美元（2020年3月31日：162,153,000美元）。

於2020年9月30日及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以債務淨值除以擁有人權益計算之
淨資本負債比率為零。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9月30日，本 集 團 有3,202名 僱 員（2020年3月31日：3,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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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表現及可比較市場統計數字。概無董事或其
任何聯繫人士參與釐定本身之酬金。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 2020年9月30日止6個月概無購買及出售本公
司之任何上市證券，且本公司亦無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董事會」）致力實踐企業管治之最高水平，並奉行按照2017年馬來西亞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馬來西亞守則」）及香港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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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之原則及建議及香港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作為其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已遵守香港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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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馬來西亞守則，除 (i)董事會至少須有過半數成員為獨立董事；(ii)如果要
保留服務超過12年的獨立董事，董事會應通過兩級投票程序獲得年度股東批准；
(iii)董事會須至少有30%為女性董事；(iv)以具名方式披露最高5名高級管理層
的薪酬組成部分，包括薪金、花紅、實物利益及其他酬金，並以50,000馬幣作
間距呈列；及 (v)公司應採納根據國際認可之整合性報告架構外，本公司於可
能情況下一直遵守馬來西亞守則所載原則及建議。董事會將繼續檢討及評估
馬來西亞守則項下之推薦意見，並致力達到及維持良好企業管治水平。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 (i)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規定第14章（上市證券買賣）（「馬
來西亞證交所上市規定第14章」）及 (ii)香港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香港標準守則」）所載規定及守則。經本公司具
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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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章及 (ii)香港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中期財務業績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
則及慣例，並已討論風險及內部監控系統以及財務報告事宜。

承董事會命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董事
張裘昌

2020年11月25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聰女士、張裘昌先生及梁秋明先生；
非執行董事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獨立非執行董事俞漢度先生、拿督張啟揚
及邱甲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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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