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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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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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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本公布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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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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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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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怡嘉女士、黃康
元先生及廖深仁先生；非執行董事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拿督
張啓揚、邱甲坤先生及葉冠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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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2021年 2020 年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營業額 
 

28,693 24,220  119,133 100,561 

已售貨品成本 
 

(18,450) (19,706)  (76,604) (81,819) 

毛利 
 

10,243 4,514  42,529 18,742 

其他收入 
 

2,185 4,466  9,072 18,543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8) 87  (33) 361 

銷售及分銷支出 
 

(7,503) (7,310)  (31,153) (30,351) 

行政支出 
 

(5,628) (6,186)  (23,367) (25,684) 

貿易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88) (129)   (365) (536) 

其他經營支出 
 

(1,001) (1,231)   (4,157) (5,111) 

經營虧損 
 

(1,800) (5,789)  (7,474) (24,036) 

融資成本 
 

(115) (160)  (477) (664)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 -  -* - 

除所得稅前虧損 
 

(1,915) (5,949)  (7,951) (24,700) 

所得稅(支出)/抵免 
 

(138) 67  (573) 278 

季度虧損 
 

(2,053) (5,882)  (8,524) (24,422)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904) (5,682)  (7,905) (23,592) 

非控股權益 
 

(149) (200)  (619) (830) 

 
 

(2,053) (5,882)  (8,524) (24,42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 
虧損 

 
     

基本(美仙/馬仙) # 
 

(0.11) (0.34)  (0.46) (1.41) 

攤薄(美仙/馬仙) # 
 

(0.11) (0.34)  (0.46) (1.41) 
 

*   可忽略 

#  有關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計算請參閱 B11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美元」)。截至 202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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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4.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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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季度虧損  (2,053) (5,882)  (8,524) (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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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換算差額  (113) 1,052  (469) 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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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 143  3,396 594 

       

除稅後之季度其他全面收益  705 1,195  2,927 4,962 

       

季度全面虧損總額  (1,348) (4,687)  (5,597) (19,460) 

       

以下人士應佔季度全面 
(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21) (4,525)  (5,900) (18,788) 

 非控股權益  73 (162)  303 (672) 

  
  

 
 

 

  (1,348) (4,687)  (5,597) (19,460)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季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21年6月30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4.1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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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 

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1 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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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3,784 65,218 264,830 270,786 
投資物業  24,681 24,711 102,476 102,600 
無形資產  8,357 8,560 34,698 35,541 
遞延所得稅資產  92 94 382 390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31 31 129 129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 
金融資產 

 

1,761 942 7,312 3,911 
  98,706 99,556 409,827 413,357 
流動資產      
存貨  15,724 16,996 65,286 70,567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  20,212 20,422 83,920 84,792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金融資產  1,284 1,310 5,331 5,439 
可收回所得稅  917 914 3,807 3,795 
短期銀行存款  27,708 25,252 115,044 104,846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62,577 69,181 259,820 287,240 

  128,422 134,075 533,208 556,679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  20,312 20,217 84,335 83,942 
合約負債  7,414 7,160 30,783 29,728 
應付股息  1,687 - 7,004 - 
所得稅負債  203 404 843 1,677 
銀行及其他借貸  27,059 32,104 112,349 133,296 
租賃負債  739 870 3,068 3,612 
其他非流動負債之流動部分  46 46 191 191 

  57,460 60,801 238,573 252,446 
      
流動資產淨值  70,962 73,274 294,635 304,233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69,668 172,830 704,462 71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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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第 1 季度之財務報告 

 

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1 年 
3月 31日 

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 

於 2021 年 
3月 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1,715 21,715 90,161 90,161 
股份溢價  54,664 54,664 226,965 226,965 
其他儲備  (114,745) (115,228) (476,422) (478,427) 
保留溢利  201,299 204,890 835,794 850,703 

  162,933 166,041 676,498 689,402 
非控股權益  453 380 1,881 1,578 
權益總額  163,386 166,421 678,379 690,980 
      
非流動負債      
租賃負債  419 501 1,740 2,080 
遞延所得稅負債  5,104 5,149 21,192 21,379 
其他非流動負債  759 759 3,151 3,151 
  6,282 6,409 26,083 26,610 

      
  169,668 172,830 704,462 717,59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 

(美仙/馬仙) 
 

9.66 9.84 40.11 40.86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於2021年6月30日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2021年6月

30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4.1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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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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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1 日 21,715 54,664 (121,506) 207,280 162,153 645 162,798 

        

期間虧損 - - - (5,682) (5,682) (200) (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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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53 - 1,053 (1)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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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4 - 104 39 143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1,157 - 1,157 38 1,195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1,157 (5,682) (4,525) (162) (4,687)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2019/2020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1,687) (1,687) - (1,687) 

 - - - (1,687) (1,687) - (1,687)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21,715 54,664 (120,349) 199,911 155,941 483 15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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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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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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1 日 21,715 54,664 (115,228) 204,890 166,041 380 166,421 

        

期間虧損 - - - (1,904) (1,904) (149)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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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換算差額 - - (114) - (114) 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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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97 - 597 221 818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483 - 483 222 705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483 (1,904) (1,421) 73 (1,348)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2020/2021 年度中期股息 - - - (1,687) (1,687) - (1,687) 

 - - - (1,687) (1,687) - (1,687) 

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 21,715 54,664 (114,745) 201,299 162,933 453 16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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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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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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1 日 90,161 226,965 (504,493) 860,626 673,259 2,678 675,937 

        

期間虧損  - - - (23,592) (23,592) (830) (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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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372 - 4,372 (4) 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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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32 - 432 162 594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4,804 - 4,804 158 4,962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4,804 (23,592) (18,788) (672) (19,460)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2019/2020 年度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7,004) (7,004) - (7,004) 

 - - - (7,004) (7,004) - (7,004)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90,161 226,965 (499,689) 830,030 647,467 2,006 649,473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2021年6月30日

之匯率每1美元兌4.1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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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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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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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1 日 90,161 226,965 (478,427) 850,703 689,402 1,578 690,980 

        

期間虧損  - - - (7,905) (7,905) (619) (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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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換算差額 - - (473) - (473) 4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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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478 - 2,478 918 3,396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2,005 - 2,005 922 2,927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2,005 (7,905) (5,900) 303 (5,597)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2020/2021 年度中期股息 - - - (7,004) (7,004) - (7,004) 

 - - - (7,004) (7,004) - (7,004) 

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 90,161 226,965 (476,422) 835,794 676,498 1,881 678,379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2021年6月30日

之匯率每1美元兌4.1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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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公司編號：200702000044)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第 1 季度之財務報告 

 

9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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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耗)現金 1,508 (229) 6,261 (951) 

已付利息 (115) (160) (477) (664) 

已繳所得稅 (381) (892) (1,582) (3,704) 

經營業務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1,012 (1,281) 4,202 (5,319)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股息 21 12 87 50 

原始到期日三個月以上之短期銀行 
存款增加 (2,456) (5,594) (10,198) (23,226) 

已收利息 251 306 1,042 1,27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5 1 21 4 

購入無形資產 (6) (11) (25) (46)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141) (146) (585) (606) 

收購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的款項 - (761) - (3,160)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2,326) (6,193) (9,658) (25,71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收取銀行及其他借貸所得款項 4,171 3,917 17,318 16,263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 (9,252) (1,376) (38,414) (5,713) 

租賃負債本金部分 (216) (212) (897) (880) 

融資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5,297) 2,329 (21,993) 9,67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淨額 (6,611) (5,145) (27,449) (21,362)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9,181 60,452 287,240 250,99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匯兌調整 7 354 29 1,469 

於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577 55,661 259,820 231,104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4.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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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此財
務資料」)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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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所主要板上市規定(「馬來西亞上市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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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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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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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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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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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修訂，「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後 COVID-19 相關之租金減讓」 

 
採納上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此財務資料並無重大財務影響及對此財務資料所採納的
會計政策亦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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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2.  會計政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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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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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號之修訂 會計估計之定義 2023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與單一交易所產生之資產及
負債有關之遞延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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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及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實務公告第2號之修訂 

會計政策變動的披露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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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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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業績及財務狀況已換算為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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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對本季度之綜合損益表構
成重大影響。 
 
於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由於本集團主要業務位處馬來西亞，因此尤其受美元兌馬幣之匯
率波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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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4. 過往年度財務報表之核數師報告 
 

本集團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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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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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收入及旅遊業務收入可能因此而有所增
減。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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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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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之業績構成重大影響。 

 
A8. 債務及股本證券之變動 

 
於回顧季度內並無發行、註銷、回購、轉售及償還債務及股本證券。 

 
A9. 已付股息 

 
於本季度並無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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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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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截至 202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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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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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5 9,658 1,899 28,632 61 28,693 

       
       
除所得稅前分部虧損   (93) (841) (338) (1,272) (489) (1,761)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154) 
       
除所得稅前虧損      (1,915) 
所得稅支出      (138) 
       
季度虧損      (2,053)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248 1 1 250 1 251 
融資成本 (3) (103) - (106) (9) (1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14) (288) (44) (1,546) (5) (1,551) 
無形資產攤銷 (185) (13) (2) (200) (1) (201)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 -* - -* - -* 

 
*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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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0.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於截至 202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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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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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76 8,605 1,290 24,171 49 24,220 

       
       
除所得稅前分部(虧損)/溢利   (3,636) (1,921) 124 (5,433) (374) (5,807)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142) 
       
除所得稅前虧損      (5,949)  
所得稅抵免      67 
       
季度虧損      (5,882)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300 - 1 301 5 306 
融資成本 (13) (130) - (143) (17) (16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85) (299) (39) (1,523) (210) (1,733) 
無形資產攤銷 (198) (26) (2) (226) (1)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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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內確認的營業額按以下方式分拆：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2021 年 
千美元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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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1 11,917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34 5 

隨時間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17,391 12,254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27 44 

 28,693 2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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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0.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於 202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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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79 44,719 10,050 216,448 10,086 (524) 226,010 

        

未能分配之資產       1,118 

        

總資產       2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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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12 4 147 

 
 

- 

 
 

- 147 

        

        

分部負債 (13,000) (36,660) (5,589) (55,249) (2,479) 524 (57,204) 

        

未能分配之負債       (6,538) 

        

總負債       (63,742) 

 
於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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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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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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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第 1 季度之財務報告 

 

16 

 

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0.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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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估值 

 
於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本集團並無重估其物業、廠房及設備。 

 
A12. 結算日後之重大事項 

 
本集團並無結算日後的重大事項。 

 

A13. 本集團組成之變動 
 

除下文所述外，於本回顧季度內本集團之組成並無重大變動： 
 

(a) 本公司的無業務及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翠明假期國際有限公司已被註銷。 
 

(b)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的無業務及間接全資附屬公司Loka Investment Limited、金益資源有限
公司、Enston Investment Limited、頂益有限公司及世華傳訊投資有限公司已被註銷。 

 
(c)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的無業務及間接全資附屬公司One Media（HK）Limited、ByRead Inc.、

萬機資源有限公司、掌富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及南京掌門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撤銷註冊中。 
 
A14. 資本承擔 
 

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尚未履行之資本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已獲批准並已訂約：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3 
無形資產 1,354 

 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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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5. 關連人士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向一位董事收取之廣告收入 (2) - 
向一間合營企業提供行政及內容服務 (5) - 
由一間關連公司提供法律服務(附註 2) 9 6 
向一間關連公司購買蜜糖(附註 1) - 2 
向關連公司支付之租金(附註 1) 2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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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之董事為該關連公司之聯繫人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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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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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2021 年  2020 年  
變動百分比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8,693 24,220 18.5% 

除所得稅前虧損 (1,915) (5,949) 67.8%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虧損 (299) (4,135) 92.8% 

 
於回顧季度，本集團營業額由去年同期 24,220,000 美元增加 18.5%至 28,693,000 美元，歸功於出版
及印刷分部以及旅遊分部雙雙錄得營業額增長，分別按年上升18.5%及24.5%。在營業額增長帶動下，
本集團整體表現提升 67.8%，回顧季度除所得稅前虧損由去年虧損 5,949,000 美元收窄至 1,915,000
美元。 

 
本季度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虧損由去年同期 4,135,000 美元減少至 299,000 美元。 

 
於本季度，馬來西亞令吉（「馬幣」）及加拿大元（「加元」）兌美元走強，對本集團營業額產生正面
匯兌影響約 1,002,000 美元及對本集團除所得稅前虧損產生負面匯兌影響約 46,000 美元。 

 
出版及印刷 
 
於回顧季度，本集團出版及印刷分部錄得營業額 28,632,000 美元，較 2020 年同期增長 18.5%，所有
市場均見改善。該分部除所得稅前虧損由去年同期 5,433,000 美元縮減至 1,272,000 美元。 
 
馬來西亞市場營業額增加 19.6%至 17,075,000 美元，相對去年則受 2020 年 3 月首次實施行動管制令
影響而錄得 14,276,000 美元之較低基數。隨著 2021 年 3 月初頒布有條件行動管制令（持續至 2021
年 5 月初），馬來西亞放寬行動管制，帶動該市場分部表現改善。於有條件行動管制令實施期間，企
業可在持續遵守嚴格標準運作流程之前提下經營業務。隨著國家新冠肺炎免疫計劃於 2021 年 2 月底
展開，消費者信心有所提升，為馬來西亞經濟活動逐步復甦注入不少動力。因此，該分部除所得稅
前虧損由去年同期 3,636,000 美元收窄至 93,000 美元。於本季度，馬來西亞業務成功節省部分成本，
主要由於人力成本因自然流失有所下降，以及消耗量及價格下降導致新聞紙成本減少。 
 
繼第一季度增長 8.0%後，2021 年第二季度香港本地生產總值較去年同期增長 7.6%，反映香港隨著
COVID-19 疫情改善及疫苗接種率上升而放寬社交距離限制並逐漸恢復正常。受惠於市況改善，本
集團香港及台灣分部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12.2%至 9,658,000 美元。收益增長帶動該分部除所得稅
前虧損由去年 1,921,000 美元縮減 56.2%至 8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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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表現分析(續) 
 

本集團北美分部營業額有所改善，由去年同期 1,290,000 美元增加 47.2%至 1,899,000 美元。儘管收
益增加，該分部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 338,000 美元，相對去年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 124,000 美元，
主要歸因於加拿大政府發放之補貼減少。 

 
受惠於廣告商投放更多資金於網絡宣傳活動，加上讀者轉移至數碼平台進行媒體消費及購物，本集
團數碼業務持續錄得增長。在 COVID-19 疫情所造成之新常態下，上述趨勢進一步得到支持。本集
團一直借助本身資源為其受眾及廣告客戶加強數碼內容及開發更多跨平台廣告解決方案。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的服務 

 
由於各國封鎖邊境及實施檢疫限制，COVID-19 持續打擊本集團旅遊分部。因此，本集團旅遊分部
於本季度錄得微薄營業額 61,000 美元，較去年 49,000 美元略有改善。然而，該分部除所得稅前虧損
由去年同期 374,000 美元擴大至 489,000 美元，主要由於政府補貼減少。 

 
 

B2. 與上一季度比較之業績變動 
 

 (未經審核)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28,693 29,625 -3.1%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915) 2,604 -173.5% 

 
於本季度，本集團錄得總營業額 28,693,000 美元，較上一季度微跌 3.1%，主要由於本集團馬來西亞
出版及印刷分部營業額減少，歸因於2021年6月1日起再度實施全面封鎖對當地業務造成不利影響。
本集團出版及印刷分部營業額由上一季度 29,596,000 美元減少 3.3%至 28,632,000 美元。同時，本季
度旅遊分部營業額由 29,000 美元上升至 61,000 美元。 
 
本集團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 1,915,000 美元，相對上一季度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 2,6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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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本年度展望 
 

2021 年開局令人鼓舞，馬來西亞及香港 COVID-19 疫情均見改善，企業可於遵守社交距離措施之前
提下經營業務。隨著新型 Delta 變種病毒在全國迅速蔓延，馬來西亞結束短暫喘息時間並於 2021 年
6 月 1 日實施全面封鎖，此關鍵性情況持續至今。 
 
由於全球仍然面對疫情困擾，本集團預計 2021/2022 財政年度餘下季度繼續充滿不確定性及挑戰。
於本集團經營所在市場大部分人口接種疫苗之前，經濟復甦及重開邊境難望成事。 
 
此外，新聞紙價格有可能於 2021 年下半年顯著上漲，意味本集團經營利潤將進一步受壓。本集團將
繼續落實嚴格成本控制措施，務求盡量減少對盈利造成之影響，同時亦會設法調整營運及營銷工作
以適應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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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計入/ (扣減)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匯兌收益淨額 16 84 
政府補助及補貼 1,013 3,07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虧損撥備及撇銷 (148) (132) 
存貨減值撥備及撇銷 (39) (4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 (2)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 
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24) 3 

 
 
 
除上文及於 A10 中所述外，於馬來西亞上市規定附錄 9B 第 A(16)段要求之其他項目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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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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  所得稅支出/(抵免)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支出/(抵免)指：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所得稅支出 179 64 
遞延所得稅抵免 (41) (131) 
 138 (67) 

 

 
本集團於本回顧季度之實際稅率較馬來西亞之法定稅率24%為高，這主要是由於某些附屬公司錄得
虧損。 

 
B7.  企業活動狀況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即不早於此財務資料刊發前7日)，概無已公布但尚未完成之企業提案。 
 

B8.  集團借貸 
 
 本集團於2021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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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借貸 26,547  512  27,059 

 
本集團借貸以下列貨幣計值： 

 

  (未經審核)   
 千美元 
  
馬幣 512 

港元 26,427 

美元 120 

 27,059 

 
於2021年6月30日及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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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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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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9.  重大訴訟 
 

於2021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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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獲豁免繳稅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0美仙，總計1,687,000美元，
已於2021年7月8日派付。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季度派發任何股息。 

 

B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2021 年 2020 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千美元) (1,904) (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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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仙) (0.11) (0.34) 

每股攤薄虧損(美仙) (0.11) (0.34) 

 
由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季度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
損相同。 

 

B12. 或然事項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向銀行抵押短期銀行存款131,000美元(於2021年3月31日: 542,000美元)，以
取得已發行之銀行擔保。 
 
 
 

 
 
承董事會命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湯秀珺 
楊形發 
聯席公司秘書 
2021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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