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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第 2 季度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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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 段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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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1 月 27 日向馬來西亞證交所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
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季度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以及本集團於共同控制實體
及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公布並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 A 部項下的內幕消
息條文(按香港上市規則之定義)之規定而作出。 
 
 
 
 

2013 年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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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斯里張翼卿醫
生、張裘昌先生、黃澤榮先生及梁秋明先生；非執行董事張聰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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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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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經重列)  (附註) (附註) 

營業額 
 

125,485 121,549  409,018 396,189 

已售貨品成本 
 

(80,491) (77,655)  (262,360) (253,116) 

毛利 
 

44,994 43,894  146,658 143,073 

其他收入 
 

2,882 2,260  9,394 7,366 

其他收益淨額 
 

432 904  1,408 2,946 

銷售及分銷支出 
 

(17,507) (17,898)  (57,064) (58,339) 

行政支出 
 

(10,102) (11,026)  (32,927) (35,939) 

其他經營支出 
 

(1,629) (1,754)  (5,310) (5,717) 

經營溢利 
 

19,070 16,380  62,159 53,390 

融資成本 
 

(2,208) (57)  (7,197) (18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
之虧損 

 

(89) (5)  (290) (16) 

除所得稅前溢利 
 

16,773 16,318  54,672 53,188 

所得稅支出 
 

(4,570) (3,245)  (14,896) (10,577) 

季度溢利 
 

12,203 13,073  39,776 42,611 

 
 

     

以下人士應佔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12,067 12,889  39,333 42,011 

非控股權益 
 

136 184  443 600 

 
 

12,203 13,073  39,776 42,6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基本(美仙/馬仙) # 
 

0.72 0.76  2.35 2.48 

攤薄(美仙/馬仙) # 
 

0.72 0.76  2.35 2.48 
 
#  有關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之計算請參閱 B11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美元」)。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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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9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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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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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2 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經重列)  (附註) (附註) 

 
 

  
  

 

季度溢利  12,203 13,073  39,776 42,611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
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3,969) 13,163  (12,937) 42,905 

 不會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
益之項目 

 
     

  退休福利承擔之重新計量  - 153  - 499 

       

除稅後之季度其他全面(虧損)/收
益 

 
(3,969) 13,316  (12,937) 43,404 

       

季度全面收益總額  8,234 26,389  26,839 86,015 

       

以下人士應佔季度全面收益總
額： 

 
  

 
  

 本公司擁有人  8,101 26,189  26,405 85,363 

 非控股權益  133 200  434 652 

       

  8,234 26,389  26,839 86,015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季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
同比較數字已按2013年9月30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25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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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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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期間  截至9月30日止期間 
  2013 年 2012 年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經重列)  (附註) (附註) 

營業額 
 

251,787 244,702  820,700 797,606 

已售貨品成本 
 

(158,600) (154,659)  (516,957) (504,111) 

毛利 
 

93,187 90,043  303,743 293,495 

其他收入 
 

5,681 4,617  18,517 15,049 

其他收益淨額 
 

600 3,135  1,956 10,219 

銷售及分銷支出 
 

(35,892) (35,699)  (116,990) (116,361) 

行政支出 
 

(20,000) (21,645)  (65,190) (70,552) 

其他經營支出 
 

(3,333) (3,310)  (10,864) (10,789) 

經營溢利 
 

40,243 37,141  131,172 121,061 

融資成本 
 

(4,390) (82)  (14,309) (267)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
之虧損 

 

(203) (8)  (662) (26) 

除所得稅前溢利 
 

35,650 37,051  116,201 120,768 

所得稅支出 
 

(9,885) (8,297)  (32,220) (27,044) 

期間溢利 
 

25,765 28,754  83,981 93,724 

 
 

     

以下人士應佔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25,393 28,219  82,768 91,980 

非控股權益 
 

372 535  1,213 1,744 

 
 

25,765 28,754  83,981 93,72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基本(美仙/馬仙) # 
 

1.51 1.67  4.92 5.44 

攤薄(美仙/馬仙) # 
 

1.51 1.67  4.92 5.44 
 
#  有關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之計算請參閱 B11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
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13 年 9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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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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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期間  截至9月30日止期間 
  2013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2 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經重列)  (附註) (附註) 

 
 

  
  

 

期間溢利  25,765 28,754  83,981 93,724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
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7,641) 482  (24,906) 1,570 

 不會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
益之項目 

 
     

  退休福利承擔之重新計量  - 153  - 499 

       

除稅後之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
益 

 
(7,641) 635  (24,906) 2,069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8,124 29,389  59,075 95,793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收益總
額： 

 
  

 

  

 本公司擁有人  17,748 28,848  57,849 94,030 

 非控股權益  376 541  1,226 1,763 

       

  18,124 29,389  59,075 95,793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
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13 年 9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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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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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 
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 

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 

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經重列) (附註)  (附註) 
資產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4,109 150,935 469,723 491,973 
投資物業  16,847 17,579 54,913 57,299 
無形資產  73,613 77,908 239,942 253,941 
遞延所得稅資產  1,681 1,674 5,479 5,456 
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權益  3,023 3,142 9,853 10,241 

  239,273 251,238 779,910 818,910 
流動資產      
存貨  56,646 50,128 184,638 163,392 
可供出售金融資產  97 97 316 316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金融資產  220 230 717 75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73,332 74,695 239,026 243,468 
可收回所得稅  642 870 2,093 2,836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104,125 101,829 339,395 331,912 

  235,062 227,849 766,185 742,674 
流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75,675 72,898 246,663 237,611 
所得稅負債  8,151 7,147 26,568 23,296 
短期銀行借貸  161,756 170,602 527,244 556,077 
長期負債之流動部分  55 58 179 189 

  245,637 250,705 800,654 817,173 
流動負債淨值  (10,575) (22,856) (34,469) (74,499)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228,698 228,382 745,441 744,411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1,715 21,715 70,780 70,780 
股份溢價  54,664 54,664 178,177 178,177 
其他儲備  (79,288) (71,643) (258,439) (233,520) 
保留溢利      
 - 擬派股息  12,654 17,125 41,245 55,819 
 - 其他  197,884 185,145 645,003 603,480 

  207,629 207,006 676,766 674,736 
非控股權益  6,821 6,939 22,233 22,618 
權益總額  214,450 213,945 698,999 697,354 
      
非流動負債      
其他長期負債  1,410 1,332 4,596 4,341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838 13,105 41,846 42,716 
  14,248 14,437 46,442 47,057 

  228,698 228,382 745,441 744,4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 

(美仙/馬仙) 
 

12.31 12.27 40.12 39.99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於2013年9月30日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

數字已按2013年9月30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25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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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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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留溢利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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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 1 日(經重列) 21,715 280,818 (70,106) 181,137 413,564 6,229 419,793 

        

全面收益        

 期間溢利 - - - 28,219 28,219 535 28,754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 - 476 - 476 6 482 

不會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退休福利承擔之重新計量 - - - 153 153 - 153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476 153 629 6 635 

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期間之全面收
益總額 - - 476 28,372 28,848 541 29,389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本公司擁有人出資
及應佔分派總額        

已付 2011/2012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24,431) (24,431) - (24,431) 

本公司擁有人出資及應佔分派總額 - - - (24,431) (24,431) - (24,431) 

一間新成立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出資 - - - - - 297 297 

一間附屬公司已付 2012/2013 年度中期
股息 - - - - - (18) (18)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已付 2011/2012 年度
末期股息 - - - - - (553) (553)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 - - (24,431) (24,431) (274) (24,705) 

 

於 2012 年 9 月 30 日 21,715 280,818 (69,630) 185,078 417,981 6,496 424,477 

        

於 2013 年 4 月 1 日(經重列) 21,715 54,664 (71,643) 202,270 207,006 6,939 213,945 

        

全面收益        

 期間溢利 - - - 25,393 25,393 372 25,765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 - (7,645) - (7,645) 4 (7,641)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 - (7,645) - (7,645) 4 (7,641)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之全面(虧損)/
收益總額 - - (7,645) 25,393 17,748 376 18,124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本公司擁有人出資
及應佔分派總額        

 已付 2012/2013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17,125) (17,125) - (17,125) 

本公司擁有人出資及應佔分派總額 - - - (17,125) (17,125) - (17,125) 

一間附屬公司已付 2012/2013 年度中
期股息 - - - - - (10) (10)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已付 2012/2013 年
度末期股息 - - - - - (484) (484)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 - - (17,125) (17,125) (494) (17,619) 

 

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 21,715 54,664 (79,288) 210,538 207,629 6,821 21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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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第 2 季度之財務報告 

 

 7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留溢利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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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於 2012 年 4 月 1 日 70,780 915,326 (228,510) 590,416 1,348,012 20,303 1,368,315 

        

全面收益        

 期間溢利 - - - 91,980 91,980 1,744 93,724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 - 1,551 - 1,551 19 1,570 

不會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退休福利承擔之重新計量 - - - 499 499 - 499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1,551 499 2,050 19 2,069 

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期間之全面收
益總額 - - 1,551 92,479 94,030 1,763 95,793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本公司擁有人出資
及應佔分派總額        

已付 2011/2012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79,633) (79,633) - (79,633) 

本公司擁有人出資及應佔分派總額 - - - (79,633) (79,633) - (79,633) 

一間新成立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出資 - - - - - 968 968 

一間附屬公司已付 2012/2013 年度中期
股息 - - - - - (59) (59)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已付 2011/2012 年度
末期股息 - - - - - (1,802) (1,802)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 - - (79,633) (79,633) (893) (80,526) 

 

於 2012 年 9 月 30 日 70,780 915,326 (226,959) 603,262 1,362,409 21,173 1,383,582 

        

於 2013 年 4 月 1 日 70,780 178,177 (233,520) 659,299 674,736 22,618 697,354 

        

全面收益        

 期間溢利 - - - 82,768 82,768 1,213 83,981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 - (24,919) - (24,919) 13 (24,906)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 - (24,919) - (24,919) 13 (24,906)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之全面(虧損)/
收益總額 - - (24,919) 82,768 57,849 1,226 59,075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本公司擁有人出資
及應佔分派總額        

 已付 2012/2013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55,819) (55,819) - (55,819) 

本公司擁有人出資及應佔分派總額 - - - (55,819) (55,819) - (55,819) 

一間附屬公司已付 2012/2013 年度中期
股息 - - - - - (33) (33)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已付 2012/2013 年度
末期股息 - - - - - (1,578) (1,578)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 - - (55,819) (55,819) (1,611) (57,430) 

 

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 70,780 178,177 (258,439) 686,248 676,766 22,233 698,999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料連

同比較數字已按2013年9月30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25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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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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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金流量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期間 截至9月30日止期間 
 2013年 2012年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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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74 47,936 130,947 156,247 

已付利息 (3,561) (82) (11,607) (267) 

已繳所得稅 (8,150) (6,661) (26,565) (21,712) 

經營業務所得現金淨額 28,463 41,193 92,775 134,268 
     
投資活動所得現金流量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扣除已收購之現金) - (75) - (244) 

購入可轉換債券－股票衍生工具 - (1,145) - (3,732)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854) (7,981) (15,822) (26,014) 

購入無形資產 (235) (448) (766) (1,46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7 184 23 600 

出售可換股票據所得款項 - 1,694 - 5,522 

已收利息 823 1,407 2,683 4,586 

已收股息 12 7 39 23 

投資活動所耗現金淨額 (4,247) (6,357) (13,843) (20,719) 
     

融資活動所得現金流量     

已付股息 (17,125) (24,431) (55,819) (79,633) 

一間附屬公司向非控股權益支付之股息 (10) (18) (33) (59)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向非控股權益支付之股息 (484) (553) (1,578) (1,802) 

一間新成立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出資 - 297 - 968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7,857 8,361 25,610 27,252 

償還銀行借貸 (9,117) (8,830) (29,717) (28,781) 

融資活動所耗現金淨額 (18,879) (25,174) (61,537) (82,055)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5,337 9,662 17,395 31,494 

於期初之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101,829 134,657 331,912 438,914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之匯兌調整 (3,041) 25 (9,912) 81 

於期終之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104,125 144,344 339,395 470,489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
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13 年 9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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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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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 
 

A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 
 

a) 編製基準 
 
此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季度及期間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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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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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此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 
 

 

 

b)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中
所描述之會計政策一致。 
 
i)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修正)「財務報表之呈列」規定其他全面收益項目應按其可否

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作分組呈列。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內其他全面
收益之呈列已隨之更改，比較數字亦已重新呈列。 

 
ii) 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僱員福利」修訂僱員福利的會計方式。本集團已根

據此準則之過渡條文追溯應用此準則。對本集團的影響如下： 
 

此準則以界定福利資產或負債淨值計量的利息成本淨值(以年初計量之貼現率為基
準)，取代界定福利承擔利息成本及計劃資產預期回報。釐定貼現率方法並無更改，
仍以優質公司債券孳息率作為參照。因應用於資產的貼現率較資產之預期回報為
低，收益表支出將會上升。由於收益表上升的支出會由一項其他全面收益所抵銷，
全面收益總額將不受影響。該變動導致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 6個月及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收益表支出分別上升 153,000 美元及 307,000 美元。 
 
此準則有一新詞彙「重新計量」，乃由精算盈虧組成，指實際投資回報與淨利息
成本所蘊含之回報的差額。 

 
此準則規定重新計量須於保留溢利或個別儲備中確認。本集團選擇於保留溢利中
確認重新計量，於 2012 年 4 月 1 日及 2013 年 4 月 1 日之其他儲備因而分別增加
2,573,000 美元及 2,639,000 美元，而保留溢利則相應減少。 

 
iii) 中期所得稅乃按預期年度總盈利所適用之稅率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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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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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過往年度財務報表之核數師報告 
 

本集團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之核數師報告並無任何保留意見。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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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開支及旅遊業務收入可能因此而有
所增減。 

 
 
 
A4. 非經常性項目 
 

本回顧季度內並無任何非經常性項目影響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權益、淨收益或現金流量。 
 
 

 
A5. 估計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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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務及股本證券之變動 

 
a) 根據馬來西亞公司法之條文，本公司於 2013 年 8 月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公開市

場以每股 2.90 港元之價格購回其上市股份合共 1,000 股，致使有關股份購回授權之有
償債能力聲明生效。購回以內部產生之資金支付。購回之詳情概述如下： 
 
 (未經審核) 

年/月 
已購回普通股 

股份數目 
每股回購價 

總購回代價 等值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港元 美元 
      
2013 年 8 月 1,000 2.90 2.90 2,900 374 

 
所有於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期間購回之股份已被註銷，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亦已按購
回股份之面值相應減少。就該等股份支付之溢價已自股份溢價賬扣除，而相等於被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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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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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6. 債務及股本證券之變動(續) 

 
a)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期間概無購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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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期間本公司股份之變動詳情如下：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於2013年4月1日 1,687,240,241 
購回普通股股份 (1,000) 
於2013年9月30日 1,687,239,241 

 
 
 
A7. 已付股息 

 
就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派發獲豁免繳稅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15 美仙，
總計 17,125,000 美元，已於 2013 年 7 月 31 日派付。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經集團行政委員會所審閱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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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華文為主的報章及雜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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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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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於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季度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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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31 16,650 6,203 91,884 33,601 125,485 
 ════ ════ ════ ════ ════ ════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利/(虧
損) 15,986 788 (224) 16,550 2,797 19,347 

 ════ ════ ════ ════ ════  
       
未能作出分配之利息支出      (2,135)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
淨額      (35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之虧損      (89) 

      ──── 
除所得稅前溢利      16,773 
所得稅支出      (4,570) 
      ──── 
季度溢利      12,203 
      ════ 
其他資料：       
利息收入 341 50 - 391 3 394 
利息支出 (73) - - (73) - (7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051) (346) (98) (2,495) (11) (2,506) 
無形資產攤銷 (227) (32) (22) (281) (5) (28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之虧損 - (89) - (89) - (89) 
所得稅支出 (3,981) (250) (13) (4,244) (326) (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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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未經審核及經重列)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止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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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85 18,745 6,790 97,720 23,829 121,549 
 ════ ════ ════ ════ ════ ════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利/(虧損) 14,601 1,261 (187) 15,675 522 16,197 
 ════ ════ ════ ════ ════  
       
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淨額      126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5) 
      ──── 
除所得稅前溢利      16,318 
所得稅支出      (3,245) 
      ──── 
季度溢利      13,073 
      ════ 
其他資料：       
利息收入 611 68 - 679 2 681 
利息支出 (57) - - (57) - (5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114) (401) (122) (2,637) (11) (2,648) 
土地使用權攤銷 - (15) - (15) - (15) 
無形資產攤銷 (286) (29) (21) (336) (4) (340)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5) - (5) - (5) 
所得稅支出 (2,450) (555) (44) (3,049) (196) (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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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於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期間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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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58 34,157 13,059 192,374 59,413 251,787 
 ════ ════ ════ ════ ════ ════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利 34,040 1,764 155 35,959 4,704 40,663 
 ════ ════ ════ ════ ════  
       
未能作出分配之利息支出      (4,248)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
淨額      (562)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之虧損      (203) 

      ──── 
除所得稅前溢利      35,650 
所得稅支出      (9,885) 
      ──── 
期間溢利      25,765 
      ════ 
其他資料：       
利息收入 727 92 - 819 4 823 
利息支出 (142) - - (142) - (14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213) (688) (194) (5,095) (22) (5,117) 
無形資產攤銷 (455) (65) (44) (564) (10) (57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之虧損 - (203) - (203) - (203) 
所得稅支出 (8,623) (510) (211) (9,344) (541) (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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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未經審核及經重列)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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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22 38,297 13,921 196,540 48,162 244,702 
 ════ ════ ════ ════ ════ ════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利/(虧損) 31,169 4,405 (227) 35,347 1,913 37,260 
 ════ ════ ════ ════ ════  
       
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淨額      (201)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8) 
      ──── 
除所得稅前溢利      37,051 
所得稅支出      (8,297) 
      ──── 
期間溢利      28,754 
      ════ 
其他資料：       
利息收入 1,246 158 - 1,404 3 1,407 
利息支出 (82) - - (82) - (8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211) (796) (244) (5,251) (22) (5,273) 
土地使用權攤銷 - (30) - (30) - (30) 
無形資產攤銷 (485) (56) (41) (582) (8) (590)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8) - (8) - (8) 
所得稅支出 (6,800) (970) (136) (7,906) (391) (8,297) 

 
營業額源自出版、印刷及發行以華文為主的報章、雜誌、電子內容及書籍，以及提供旅遊及
與旅遊有關服務。 
 
於本季度及期間確認之營業額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期間 
 2013年 2012年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65,162 69,046 136,595 139,579 
報章、雜誌、電子內容及書籍之銷售額，
經扣除貿易折扣及退貨 26,722 28,674 55,779 56,961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33,601 23,829 59,413 48,162 
 ───── ───── ───── ───── 
 125,485 121,549 251,787 244,70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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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之分部資產如下： 
 
 (未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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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125 71,498 16,922 452,545 19,181 (165) 471,561 

 ═════ ═════ ═════ ════ ════ ════  
未能分配之資產       2,774 

       ─── 
總資產       474,335 

       ════ 
總資產包括：        
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之權益 - 3,023 - 3,023 - - 3,023 

添置非流動資產(遞延所
得稅資產除外) 4,638 322 117 5,077 12 - 5,089 

 ═════ ═════ ═════ ════ ════ ════ ════ 

 
 
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之分部資產如下： 
 
 (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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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398 73,512 18,043 464,953 13,786 (2,674) 476,065 

 ═════ ═════ ═════ ════ ════ ════  
未能分配之資產       3,022 

       ─── 
總資產       479,087 

       ════ 
總資產包括：        
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之權益 - 3,142 - 3,142 - - 3,142 

添置非流動資產(可轉換
債券投資 - 股票衍生工
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除
外) 15,855 2,750 3,554 22,159 67 - 22,226 

 ═════ ═════ ═════ ════ ════ ════ ════ 

 
分部間之對銷指分部間之公司內部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無形資產、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
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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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股本證券)、可收回所得稅及本公司
持有之資產。 
 
負債總額與上一年度財務報表中所披露的數額並無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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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估值已由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結
轉，並無作出修改。 
 
於本季度及期間購入及出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賬面淨值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 3 個月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 期間 
 千美元 千美元 
   
購入 2,906 4,854 

出售 (16) (55) 

 
 
 
A10. 結算日後之重大事項 

 
本集團並無結算日後的重大事項。 
  
 

 
A11. 本集團組成之變動 
 

於本回顧季度內本集團之組成並無重大變動。 
 

 
 
A12. 資本承擔 
 

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尚未履行之資本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千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獲批准並已訂約 3,303 

 已獲批准但未訂約 2,858 

 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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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3. 關連人士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期間 
 2013年 2012年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向一間關連公司購買白報紙(附註1) 9,468 11,134 22,328 20,775 
向關連公司支付之租金(附註1) 5 6 10 12 
向一間關連公司購買機票(附註1) 17 12 23 20 
向一名非執行董事支付顧問費 - 32 - 56 
向一間關連公司銷售舊報紙及雜誌之
廢料(附註1) (750) (664) (1,509) (1,410) 

向關連公司提供機票及住宿安排服務
(附註1) - (4) (73) (9) 

向一間關連公司收取之租金(附註1) (28) (27) (46) (45) 
向一間聯營公司收取之代理費用 (90) - (131) - 
向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收取之內容提供
及視頻製作收入 (220) - (220) - 

向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收取之軟件開發
收入 (10) - (10) - 

 
附註： 
 
1) 本公司若干股東及董事為此等關連公司之股東及/或董事。 
2) 上述所有交易均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且有關金額已按訂約各方雙互協定之預定價格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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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 
 
B1.  表現分析 
 

 (未經審核) 
截至 9 月 30 日止 3 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9 月 30 日止期間 

 2013 年 
千美元 

2012 年 
千美元 

2013 年 
千美元 

2012 年 
千美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營業額 125,485 121,549 251,787 244,702 
除所得稅前溢利 16,773 16,318 35,650 37,051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 21,379 18,697 44,908 41,619 

 
集團於 2013/2014 年度第 2 季度，營業額錄得 3.2%升幅至 125,485,000 美元，而除所得稅前
溢利亦上升 2.8%至 16,773,000 美元。 
 
營業額上升主要受惠於集團旅遊分部於本季度內的卓越表現。 
 
由於集團收入增加，本季度之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錄得 21,379,000 美元，較去年同
季的 18,697,000 美元上升 14.3%。 
 
集團出版及印刷分部於本季度內的表現反映了集團經營業務所在的市場環境艱鉅。集團出版
及印刷分部收入由去年同季 97,720,000 美元下跌 6.0%至 91,884,000 美元。然而，受惠於本
季度內經營成本下降，分部除所得稅前溢利增加 5.6%至 16,550,000 美元。 
 
馬來西亞業務於充滿挑戰的市場環境下依然取得理想的業績。儘管收入下跌 4.4%，除所得
稅前溢利仍上升 9.5%。這有賴於利潤率提高以及日常開支減少。 
 
由於政府推出房地産降溫措施，以及中國內地經濟增長放緩，導致房地産及奢侈品行業的廣
告經費驟減，因此集團在香港以及中國內地的業務皆受到不利影響。北美業務同樣面對當地
消費氣氛低迷以及房地産市場衰退的挑戰。 
 
旅遊分部於本季度內表現持續強勁，收入及除所得稅前溢利分別大幅躍升 41.0%及 435.8%
至 33,601,000 美元及 2,797,000 美元。這卓越的業績增長主要由於市場對分部的高質素旅行
團，特別是其旗艦歐洲旅行團的需求殷切。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首 6 個月，集團營業額較去年同期 244,702,000 美元上升 2.9%或
7,085,000 美元至 251,787,000 美元。收入增長主要受惠於旅遊分部表現改善。惟此收入增長
被期內融資費用增加所抵消，導致除所得稅前溢利由去年同期 37,051,000 美元下跌 3.8%至
35,650,000 美元。 
  
集團之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較去年同期上升 7.9%或 3,289,000 美元至 44,908,000 美
元。 
 
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本集團現金及現金等價物為 104,125,000 美元，較 2013 年 3 月 31 日
上升 2.3%；而本集團之淨資本負債比率則由 2013 年 3 月 31 日之 33.2%下降至 27.8%。 
 
於本季度內，由於馬來西亞令吉及加拿大元兌美元貶值，令集團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利分
別錄得約 3,200,000 美元及 600,000 美元的負面匯兌影響。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
集團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利所錄得的負面匯兌影響分別約 2,200,000 美元及 400,000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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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2. 與上一季度比較之業績變動 
 

 (未經審核)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125,485 126,302 -0.6% 

除所得稅前溢利 16,773 18,877 -11.1% 

 
本季度之營業額為 125,485,000 美元，與上一季度相若。然而，除所得稅前溢利下跌 11.1%
至 16,773,000 美元，主要由於出版及印刷分部的收入減少所致。 

 
 

 
B3.  本年度展望 

 
受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市場經濟放緩影響，董事預期未來數季的經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 
 
馬來西亞政府於 2014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引入商品及服務稅(GST)，並將進一步實施津貼合理
化措施。此舉將嚴重打擊消費意欲，最終影響馬來西亞廣告開支。除此之外，中國推行反奢
華消費行動及香港政府的樓市降溫措施，亦將繼續影響本集團於這些市場的廣告收入。 
 
白報紙價格於短期內預期持續穩定，將對集團有正面影響。然而，美元兌馬來西亞令吉升值
所帶來的成本壓力仍不容忽視。 
 
儘管如此，本集團將繼續開拓更多收益來源，同時嚴格控制成本。 
 
除卻任何不可預見之情況下，本集團預期於下半年可錄得滿意表現。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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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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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5. 除所得稅前溢利 

 
除所得稅前溢利已計入/(扣減)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期間 
 2013年 2012年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撥備及撇
銷) / 撥回 (53) 32 (215) (64) 

存貨撥備及撇銷 (36) (36) (73) (277) 
匯兌收益淨額 290 392 374 312 
出售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 - - 1,126 

  
除上文及於 A8 中所述外，於馬來西亞證交所上市規定附錄 9B 第 A(16)段要求之其他項目並
不適用。 
 
 
 

B6.  所得稅支出 
 
 所得稅支出包括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期間 
 2013年 2012年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所得稅支出 4,499 4,287  9,631 9,059 
過往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2 130  6 146 
遞延所得稅支出/(收入) 69 (1,172)  248 (908) 
 4,570 3,245  9,885 8,297 

 
本集團於本回顧季度及期間之實際稅率較馬來西亞之法定稅率25%為高，主要由於若干開支
不能用作扣減所得稅所致。 

 

 

 
B7.  企業活動狀況 

 
除下文所述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即不早於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刊發前 7 日)，概無已公
布但尚未完成之企業提案： 
 
茲提述本公司於2012年8月15日之公布，內容有關建議分拆本集團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業務及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獨立上市(「建議分拆」)。本公司已於2012年10月9日就
建議分拆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遞交申請，現正等候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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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第 2 季度之財務報告 

 

 22 

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8.  集團借貸 
 
 本集團於2013年9月30日之借貸如下： 
 

 (未經審核) 
 有抵押  無抵押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流動      

  短期銀行借貸 669  161,087  161,756 
 

本集團借貸按其列值貨幣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千美元 
  
馬來西亞令吉 161,087 

 美元 669 

 161,756 

 
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本集團以債務淨值除擁有人權益計算之淨資本負債比率為 27.8%(2013
年 3 月 31 日：33.2%)。 
 
一項 500,000,000馬幣(相當於 153,146,000美元)的短期銀行借貸於 2013年 11月 26日到期，
並已延續 3 個月。 

 
 
 
B9.  重大訴訟 
 

於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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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於此等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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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 應付股息 
 

董事會宣布就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派發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750 美仙
(2012/2013 年度：0.673 美仙)。股息將於 2014 年 1 月 15 日以馬幣或港元現金並參考馬來西
亞國家銀行於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中午 12 時正所報美元適用之匯率中位數釐定之匯率向於
2013 年 12 月 17 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支付。此中期股息並未於此
中期財務資料視為應付股息。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於 2013年 11月 27日中午 12時正所報美元兌馬幣及美元兌港元之匯率中
位數以及應付第一次中期股息數款如下： 
 
 匯率 每股普通股股息 
   
美元兌馬幣 3.2240 2.418馬仙 
美元兌港元 7.7521 5.81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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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馬來西亞所得稅法附
表 6 第 28 段，有關股息屬於來自外地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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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10. 應付股息(續) 
 
本公司將於 2013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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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資格收取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750 美仙，所有填妥之股
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 2013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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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金鐘匯中心
26 樓)，辦理登記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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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正前就股份過戶而過戶至託管人證券
賬戶之股份；及(ii) 根據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於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買入隨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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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2 月 1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7 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受理。 
 

 
 
B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9 月 30 日止 3 個月 截至 9 月 30 日止期間 
 2013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2 年 

  (經重列)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溢利 (千美元) 12,067 12,889 25,393 28,21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股數 1,687,239,698 1,687,240,893 1,687,239,968 1,687,241,066 

 
每股基本盈利 (美仙) 0.72 0.76 1.51 1.67 

 
每股攤薄盈利 (美仙) 0.72 0.76 1.51 1.67 

 
於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季度及期間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利與每股基
本盈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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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要求之其他資料(續) 
 
B12. 已變現及未變現保留溢利之披露 
 

下列已變現及未變現保留溢利之分析乃根據馬來西亞會計師公會頒布之特別事務指引第1號
《根據馬來西亞證交所上市規定於披露資料內釐定已變現及未變現之溢利或虧損》而編製，
並已按馬來西亞證交所指定之格式披露。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3年 

9月30日 
千美元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美元 

  (經重列)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保留溢利總額：   

- 已變現 236,662 227,950 

  - 未變現 (10,003) (10,543) 

 226,659 217,407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累計虧損總額：   

- 已變現 (1,077) (874) 

  - 未變現 33 33 

 (1,044) (841) 

   

減：綜合調整 (15,077) (14,296) 

 
按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本集團之保留溢利 210,538 202,270 

 
上述已變現及未變現保留溢利之披露僅為遵守馬來西亞證交所指令之披露要求規定而編製，
不應作任何其他用途。 

 
承董事會命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羅玉娟 
湯琇珺 
聯席公司秘書 
2013 年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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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