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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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之
全年財務業績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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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之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4 115,679 239,217
已售貨品成本 (77,284) (165,772)  

毛利 38,395 73,445
其他收入 5 17,638 9,197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6 2,833 (146)
銷售及分銷支出 (29,387) (41,834)
行政支出 (23,787) (25,710)
貿易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387) (115)
其他經營支出 (6,175) (4,852)  

經營（虧損）╱溢利 7 (870) 9,985
融資成本 8 (489) (702)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8) –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367) 9,283
所得稅支出 9 (546) (3,164)  

年度（虧損）╱溢利 (1,913) 6,119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303) 7,055
 非控股權益 (610) (936)  

(1,913) 6,11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美仙） 10 (0.08) 0.42
 攤薄（美仙） 10 (0.08)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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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度（虧損）╱溢利 (1,913) 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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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5 (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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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7 (1,813)
  退休福利承擔之重新計量 372 56
  轉撥至投資物業時重估土地及樓宇價值 – 618

  

除稅後之年度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7,224 (8,754)
  

年度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5,311 (2,635)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575 (1,219)
 非控股權益 (264) (1,416)

  

5,311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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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
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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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18 70,669
 投資物業 24,711 21,864
 無形資產 8,560 9,146
 遞延所得稅資產 94 120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31 –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942 1,267

  

99,556 103,066
  

流動資產
 存貨 16,996 20,03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20,422 25,252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1,310 425
 可收回所得稅 914 447
 短期銀行存款 25,252 13,4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9,181 60,452

  

134,075 120,04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20,217 22,328
 合約負債 7,160 8,889
 所得稅負債 404 564
 銀行及其他借貸 14 32,104 19,362
 租賃負債 870 839
 其他非流動負債之流動部分 46 60

  

60,801 52,042
  

流動資產淨值 73,274 68,00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2,830 17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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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
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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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28) (121,506)
 保留溢利 204,890 207,280

  

166,041 162,153
非控股權益 380 645

  

權益總額 166,421 162,798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01 1,354
 遞延所得稅負債 5,149 5,533
 其他非流動負債 759 1,384

  

6,409 8,271
  

172,830 17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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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資料（此「綜合
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
就重估按公平值列賬之投資物業、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及按公平值
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作出調整。此綜合財務資料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2 會計政策

除採納下文所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外，所採納會計政策與過往財政年度之會計政策貫徹
一致。

(i) 本集團已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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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第8號之修訂，「重大性之定義」

•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第9號之修訂，「利率基準改革」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業務之定義」

•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2018，「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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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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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布，惟尚未於2021年3月31日的報告期內強制
生效，且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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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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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4號、第7號、第9號
 及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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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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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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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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旗下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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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業績及財務狀況已換算為美元。

本集團旗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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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對本年度之
綜合損益表構成重大影響。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位處馬來西亞，因此尤其承受美元兌
馬幣之匯率波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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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報章、雜誌、書籍及數碼內容。有關
分部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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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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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26 37,025 6,800 115,551 128 115,679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3,306 (1,287) 651 2,670 (3,427) (757)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610)
 

除所得稅前虧損 (1,367)
所得稅支出 (546)

 

年度虧損 (1,913)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971 5 35 1,011 17 1,028
融資成本 (36) (400) – (436) (53) (48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884) (1,190) (164) (6,238) (792) (7,030)
無形資產攤銷 (798) (86) (8) (892) (4) (896)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 – – – (1,185) (1,185)
應佔聯營公司及 

 合營企業業績 – (8) – (8)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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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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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94 44,198 10,764 161,256 77,961 239,217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12,447 (5,275) (518) 6,654 3,397 10,051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768)
 

除所得稅前溢利 9,283
所得稅支出 (3,164)

 

年度溢利 6,119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1,420 27 37 1,484 62 1,546
融資成本 (15) (634) – (649) (53) (70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107) (1,160) (179) (6,446) (779) (7,225)
無形資產攤銷 (667) (119) (8) (794) (17) (811)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 (100) – (100) – (100)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 (11) – (1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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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內確認之營業額按以下方式分拆：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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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86 56,113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59 860

隨時間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67,465 105,143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69 77,101
  

115,679 23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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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3月31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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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408 49,845 10,625 221,878 10,895 (271) 232,502
      

未能分配之資產 1,129
 

總資產 233,631
 

總資產包括：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 31 – 31 – – 31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387 137 52 576 10 – 586

       

分部負債 (10,371) (41,296) (6,177) (57,844) (2,820) 271 (60,393)
      

未能分配之負債 (6,817)
 

總負債 (6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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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3月31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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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對銷指分部內公司間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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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負債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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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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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3月31日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主要營運國家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80,399 80,493
 香港及台灣 12,516 16,015
其他國家 6,547 6,438

  

99,462 102,946
  



– 11 –

5 其他收入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股息收入 117 152
政府資助及補貼（附註） 12,599 2,786
利息收入 1,028 1,546
特許權費及版權收入 226 210
其他與媒體有關之收入 1,205 1,724
租金及管理費收入 816 854
舊報紙及雜誌廢料銷售 1,050 1,836
其他 597 89

  

17,638 9,197
  

附註： 政府資助及補貼包括一筆來自海外政府用於支持本集團營運符合條件的出版物
的資助3,606,000美元（2020年：2,786,000美元），以及來自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司法
權區政府的工資補貼共8,758,000美元（2020年：無）。

6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淨額 2,141 189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415 (26)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77 (309)

  

2,833 (146)
  

7 經營（虧損）╱溢利

經營（虧損）╱溢利於扣除及（計入）以下各項後列賬：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無形資產攤銷 896 81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030 7,225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之直接成本 122 65,947
僱員福利支出（包括董事酬金） 71,924 80,87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10) (301)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1,185 100
無形資產減值撥備 – 11
存貨減值撥備及撇銷 232 185
使用之原材料及消耗品 18,162 3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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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融資成本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短期銀行借貸之利息費用 431 649

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 58 53
  

489 702
  

9 所得稅支出

本集團香港業務之所得稅已根據年內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2020年：
16.5%）計提撥備。本集團馬來西亞業務之所得稅根據年內來自馬來西亞之估計應課稅溢
利以稅率24%（2020年：24%）計算。其他國家溢利之稅項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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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支出包括：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稅項
 本年度 70 50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6) (5)

馬來西亞稅項
 本年度 1,692 3,89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277) 213

其他國家稅項
 本年度（附註） (385) (1,25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41) (4)

遞延所得稅抵免 (487) (177)
  

546 3,164
  

附註：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若干海外附屬公司確認當地稅務機關就結轉虧損退回
之稅項411,000美元（2020年：一間海外附屬公司成功向當地稅務機關申請稅務激勵
計劃並已收取退稅1,62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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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千美元） (1,303) 7,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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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 0.42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美仙） (0.08) 0.42
  

由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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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股息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歸屬於本年度之股息：
於報告期間完結後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0美仙
 （2019/2020年度：已付0.16美仙） 1,687 2,700

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元
 （2019/2020年度：0.10美仙，於報告期間完結後宣派） – 1,687

  

1,687 4,387
  

於本年度支付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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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687 1,687

2020/2021年度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元
 （2019/2020年度：0.16美仙） – 2,700

  

1,687 4,387
  

董事會宣布就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0美仙（2019/2020年度：
0.26美仙）。股息將於2021年7月8日以馬幣或港元（「港元」）現金（按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
度用以換算功能貨幣並非美元之附屬公司業績之平均匯率兌換）向於2021年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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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期股息並未於此綜合財務資料中確認為應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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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美元兌馬幣及美元兌港元之平均匯率以及應付中期股息金額
如下：

匯率
每股

普通股股息

美元兌馬幣 4.1741 0.417馬仙
美元兌港元 7.7503 0.775港仙

附註：

(a) 就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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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3月31日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賬款（附註） 18,430 21,730

減：貿易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2,272) (1,844)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16,158 19,886

按金及預付款項 2,692 4,157

其他應收賬款 1,572 1,209
  

20,422 25,252
  

於2021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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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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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3月31日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10,899 11,819

61至120日 2,976 5,631

121至180日 829 1,423

180日以上 3,726 2,857
  

18,430 2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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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3月31日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4,825 5,41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5,392 16,909
  

20,217 22,328
  

於2021年及2020年3月31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附註： 於2021年及2020年3月31日，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3月31日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3,839 4,420

61至120日 742 798

121至180日 11 25

180日以上 233 176
  

4,825 5,419
  

14 銀行及其他借貸

於3月31日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
 短期銀行借貸（有抵押） 31,778 17,650

 短期銀行借貸（無抵押） 326 1,712
  

32,104 1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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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摘要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115,679 239,217 –51.6%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367) 9,283 –114.7%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7,294 16,586 –56.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美仙） (0.08) 0.42 –119.0%

   

整體業務回顧

截 至2021年3月31日 止 年 度， 本 集 團 錄 得 營 業 額115,679,000美 元， 較 去 年
239,217,000美元減少51.6%。本集團出版及印刷分部營業額由去年161,256,000美
元下跌28.3%至115,551,000美元。同時，本集團旅遊分部營業額由去年77,961,000
美元銳減99.8%至128,000美元。

本集團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1,367,000美元，相對去年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
9,283,000美元，這主要由於各個市場分部收益均見下跌。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馬幣兌美元偏軟，而加拿大元（「加元」）兌美元則強
勢，導致對本集團年度營業額及除所得稅前虧損分別產生正面匯兌影響淨額
約132,000美元及350,000美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為0.08美仙，相對去年則為每股基
本盈利0.42美仙。於2021年3月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短期銀
行存款合共94,433,000美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則為9.84
美仙。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並迅速蔓延全球，馬來西亞為遏止病毒於國內傳
播不得不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進行邊境封鎖及頒布行動管制令。疫情導
致2020年大部分時間企業營運及民眾活動均備受限制，加上國際貿易下降，
為馬來西亞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導致2020年馬來西亞GDP收縮5.6%，相對2019
年則增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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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馬來西亞嚴峻經濟形勢影響，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馬來西亞
業務之營業額由去年106,294,000美元減少32.5%至71,726,000美元。營業額下跌
導致此分部除所得稅前溢利由去年12,447,000美元下跌73.4%至3,306,000美元。

本集團高踞馬來西亞華文傳媒集團龍頭，旗下包括四大日報及一系列雜誌。
新冠肺炎疫情不僅改變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方式，亦改變企業在這前所未有的
全球疫症下的經營模式。隨著一眾企業轉用數碼方式繼續運作，本集團亦把
握此「新常態」，透過結合旗下印刷及數碼廣告組合與其他平台及市場活動，
達成營銷商目標及進軍尚未開發之市場，從而吸納更多目標受眾群體。為克
服舉辦實體活動之限制，本集團與馬來西亞交通部及嘉士伯馬來西亞公司(Carlsberg 
Malaysia)合作發起「喝酒不開車，平安到永久 (Celebrate Responsibly)」運動，通過
為期兩個月之混合式數碼活動提高對不酒後駕駛之意識。此外，本集團亦於
農曆新年期間舉辦其他虛擬活動，例如「四季中華」系列線上活動及「會心一孝」
線上活動。

同時，本集團繼續加強控制成本及削減開支之措施。

香港及台灣

新冠肺炎疫情對香港經濟亦帶來沉重打擊，由於香港為遏止病毒傳播亦同樣
需要實施邊境封鎖及行動限制。香港經濟於2020年整體萎縮6.1%，創下有記錄
以來最大年度跌幅。

於 回 顧 年 度，本 集 團 香 港 及 台 灣 業 務 錄 得 總 營 業 額37,025,000美 元，較 去 年
44,198,000美元下跌16.2%。儘管收益下跌，該分部之除所得稅前虧損由去年
5,275,000美元收窄至1,287,000美元，主要由於成本節約措施及受惠於香港「保
就業」計劃（政府為減輕疫情期間香港企業財務負擔所實施的措施之一）發放
之工資補貼。

作為信譽昭著之獨立報章，《明報》致力增強及推出更多數碼服務及計劃，以
克服缺乏實體活動吸引讀者的問題。為避免實際接觸以遏止新冠肺炎疫情傳播，
《明報》以虛擬方式舉辦教育展覽及研討會，持續擴大其於教育領域之影響力。
此外，《明報》亦繼續承接諸如「小作家培訓計劃」等政府外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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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旗下上市附屬公司萬華媒體集團於香港及台灣出版華文生活時尚雜誌，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5,926,000美元，較去年下跌34.0%。零售
消費疲弱對以奢侈品行業為主要廣告客戶的萬華媒體集團構成不利影響，其
於回顧財政年度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2,220,000美元，較去年虧損3,417,000美元
有所改善。

北美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北美出版及印刷業務錄得營業額6,800,000美元，較去
年10,764,000美元減少36.8%。加拿大由於實施全國封鎖以遏止新冠肺炎疫情傳
播，經濟活動陷入癱瘓，2020年全年經濟萎縮5.4%。本集團於此分部的業務因
而蒙受負面影響。儘管如此，該分部仍然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651,000美元，相
對去年則為除所得稅前虧損518,000美元，主要歸功於成本節約措施以及接獲
加拿大政府發放之補助及工資補貼。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多國邊境封鎖，國際旅遊停頓，本集團旅遊分部之營
業額由去年77,961,000美元銳減99.8%至回顧年度之128,000美元。營業額急劇下
跌導致該分部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3,427,000美元，相對去年則為除所得稅前
溢利3,397,000美元。隨著全球各地陸續推出疫苗接種計劃，旅遊業正翹首以待
國際旅遊重回正軌。

數碼業務

全球冠狀病毒疫情令營商方式以至消費者的消費習慣產生改變。為配合疫情
所造成之「新常態」，本集團加快其數碼轉型進程，並加大力度為旗下數碼營
銷方案物色廣告客戶。本集團把握讀者及廣告客戶轉用數碼平台及數碼解決
方案從事教育、購物及會議等日常活動的新趨勢，引入更多數碼產品滿足更
廣泛受眾及廣告客戶之需求。本集團借助自主策劃之視頻、定制故事及特備
節目╱系列成功吸納更多廣告客戶。於回顧財政年度，上述數碼營銷工作帶
動本集團數碼平台營業額增長8.8%。

有見當地旅遊業於疫情期間面臨挑戰，《星洲日報》推出「星洲線上國內旅遊展」
供業界人士推廣業務。該線上展覽會已舉辦兩次（2020年8月及2021年3月），分
別得到沙巴及馬六甲旅遊局支持。於展覽會期間，《星洲日報》數碼平台觀眾
可直接聯絡參展之旅行社以享受快閃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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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未能舉辦實體展覽，本集團籌辦一場虛擬教育博覽會 — 「星洲線上
教育展」，為教育界業務合作夥伴提供接觸學生的機會。該博覽會先後於2020
年6月及12月舉行，共有50多家本地及海外大學及學院參與，吸引超過200,000
名獨立訪客。鑑於參與機構及訪客反應熱烈，「星洲線上教育展」將於2021年5
月再度舉行。

繼2020年3月在香港成功舉辦虛擬「海外教育博覽會」後，本集團陸續推出各種
虛擬及線上線下混合活動，包括網絡研討會、facebook直播及 zoom活動，務求
開拓新收入來源。與此同時，本集團繼續開發高價值創意廣告方案，為現有
及潛在廣告客戶創造價值；並增強其搜索引擎優化 (SEO)及視頻功能，以將其
數碼業務擴展至內容營銷領域。有見疫情期間電子商務加速發展，本集團繼
續擴大旗下電子商務平台「PowerUp」的規模，為客戶服務及保留客戶，以及加
強客戶數據庫並為其業務合作夥伴提供更多商機。

前景

新冠肺炎疫情導致邊境關閉及行動限制，多國經濟陷入停頓。隨著疫苗接種
計劃展開，全球經濟有望相繼復甦。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應對疫情所帶來之挑戰，確保業務可持續經營。展
望下一財政年度，本集團認為在證實全球疫苗接種有效及大部分國家重開邊
境之前仍然充滿挑戰。

因應大多數企業轉向數碼化以減低新冠肺炎疫情傳播之「新常態」，本集團將
繼續致力為廣告客戶提供更具創意的數碼廣告解決方案。至於旅遊分部方面，
本集團預期國際旅遊會因疫苗接種計劃的展開而緩步復甦。同時，本集團將
繼續審慎控制各業務單位之成本，以實現資源優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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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21年3月31日，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以下列各項作抵押：

(a) 本集團於2021年3月31日賬面總值4,707,000美元（於2020年3月31日：2,943,000
美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之第一法定押記及由此所得租金收入之轉讓；
及

(b) 本公司作出之公司擔保。

於2021年3月31日，本集團向銀行抵押短期銀行存款5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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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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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於此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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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承擔

於2021年3月31日，本集團已獲批准及已訂約但未於此綜合財務資料撥備之物
業、廠房及設備資本開支金額為 99,000美元（於2020年3月31日：509,000美元）。

本集團已獲批准及已訂約但未於此綜合財務資料撥備之無形資產資本開支金
額為464,000美元（於2020年3月31日：1,000美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淨資本負債比率

於2021年3月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短期銀行存款為94,4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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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4,000
美元（2020年3月31日：19,362,000美元）。現金淨值為62,329,000美元（2020年3月31日：
54,520,000美元）。擁有人權益為166,041,000美元（2020年3月31日：162,153,000美元）。

於2021年及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按債務淨額除擁有人權益計算之淨資本負
債比率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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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1年3月31日，本 集 團 有3,0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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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概無購買及出售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且本公司亦無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就股東週年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擬於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舉行。本公司將於2021年8
月19日（星期四）至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香港股東
之股份過戶手續，期間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應屆股
東週年大會，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2021年8月18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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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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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8月18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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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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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19日（星期四）至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包括
首尾兩天）暫停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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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期股息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於2021年6月2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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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0美仙，所有填妥
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2021年6月18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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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
號合和中心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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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1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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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馬來西亞證交所上市規則於
馬來西亞證交所買入隨附股息權利之股份。中期股息將於2021年7月8日派付
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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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5日至2021年6月21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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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營運。本公司已採納馬來西亞
守則之原則及建議以及香港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作為其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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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聘
任職逾12年的獨立董事時，董事會須通過兩重投票程序尋求年度股東批准；(iii)
董事會須至少有30%為女性董事；(iv)以具名方式披露5大高級管理層之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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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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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下之建議，並致力達到及維持良好企業管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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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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經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認同，本初步公布所載本集團截至
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有
關附註內數字，等同本集團年內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所載數目。羅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之相關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審
核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業務準則所進行之核證業務，因此羅
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不會就本初步公布作出保證。

財務報表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此綜合財務資料，包括本集團所採納會計原則
及慣例，並已討論風險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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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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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俞漢度先生、拿督張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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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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