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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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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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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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4 58,768 54,591
已售貨品成本 (37,467) (39,712)

  

毛利 21,301 14,879
其他收入 5 5,867 9,894
其他收益淨額 6 92 41
銷售及分銷支出 (14,382) (14,994)
行政支出 (10,802) (12,319)
貿易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52) (108)
其他經營支出 (1,957) (2,459)

  

經營溢利╱（虧損） 7 67 (5,066)
融資成本 8 (216) (289)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4) –

  

除所得稅前虧損 (153) (5,355)
所得稅（支出）╱抵免 9 (507) 117

  

期間虧損 (660) (5,238)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11) (4,899)
 非控股權益 (149) (339)

  

(660) (5,23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美仙） 10 (0.03) (0.29)
 攤薄（美仙） 10 (0.03)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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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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期間虧損 (660) (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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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 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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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1,172

  

除稅後之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1,495) 6,423
  

期間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155) 1,185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983) 1,201
 非控股權益 (172) (16)

  

(2,155) 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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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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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35 65,218
 投資物業 24,508 24,711
 無形資產 8,161 8,560
 遞延所得稅資產 91 94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26 31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863 942

  

95,384 99,556
  

流動資產
 存貨 15,180 16,99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20,773 20,422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1,301 1,310
 可收回所得稅 711 914
 短期銀行存款 28,849 25,25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4,467 69,181

  

131,281 134,07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22,024 20,217
 合約負債 7,668 7,160
 所得稅負債 400 404
 銀行及其他借貸 14 27,614 32,104
 租賃負債 365 870
 其他非流動負債之流動部分 46 46

  

58,117 60,801
  

流動資產淨值 73,164 73,27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8,548 17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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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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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00) (115,228)
 保留溢利 202,692 204,890

  

162,371 166,041
非控股權益 208 380

  

權益總額 162,579 166,42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78 501
 遞延所得稅負債 4,843 5,149
 其他非流動負債 748 759

  

5,969 6,409
  

168,548 17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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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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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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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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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除下文所載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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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本集團已採納下文所載於其2021年4月1日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生效的新訂及經
修訂準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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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上述修訂對此中期財務資料並無重大財務影響及對此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納
的會計政策亦無重大變動。

(ii) 中期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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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已頒布但尚未於2021年9月30日的報告期內強制生效的新訂及
經修訂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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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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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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90 21,108 3,728 58,226 542 58,768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403 917 (501) 819 (631) 188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341)
 

除所得稅前虧損 (153)
所得稅支出 (507)

 

期間虧損 (660)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501 2 2 505 2 507
融資成本 (8) (192) – (200) (16) (21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400) (569) (87) (3,056) (8) (3,064)
無形資產攤銷 (362) (23) (3) (388) (2) (390)
應佔聯營公司及
 合營企業業績 – (4) –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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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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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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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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24 24,756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80 16
隨時間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34,702 29,767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462 52

  

58,768 5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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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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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413 48,089 11,676 218,178 11,244 (3,666) 225,756
      

未能分配之資產 909
 

總資產 226,665
 

總資產包括：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 26 – 26 – – 26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161 22 10 193 1 – 194

       

分部負債 (11,077) (38,557) (7,883) (57,517) (3,723) 3,666 (57,574)
      

未能分配之負債 (6,512)
 

總負債 (6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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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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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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及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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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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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14 80,399
 香港及台灣 11,839 12,516
其他國家 6,440 6,547

  

95,293 99,462
  

5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股息收入 21 25
政府補助及補貼（附註） 2,812 7,520
利息收入 507 550
特許權及版權收入 34 94
其他與媒體有關之收入 1,282 250
租金及管理費收入 402 393
舊報紙及雜誌廢料銷售 715 482
其他 94 580

  

5,867 9,894
  

附註： 政府補助及補貼包括一筆來自政府用於支持本集團營運符合條件的出版物的補
助1,446,000美元（2020年：1,72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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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000美元（2020年：5,798,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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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2 (136)

租賃修改收益 93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3) 177
  

92 41
  

7 經營溢利╱（虧損）

經營溢利╱（虧損）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列賬：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無形資產攤銷 390 45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064 3,484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之直接成本 387 59

僱員褔利支出（包括董事酬金） 33,730 37,87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3) 6

存貨減值撥備及撇銷 77 125

使用之原材料及消耗品 9,011 9,819
  

8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短期銀行貸款之利息費用 198 256

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 18 33
  

216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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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支出╱（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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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9月30日
止6個月稅率16.5%進行撥備（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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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6個月
稅率24%進行撥備（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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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抵免）包括：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稅項
 本期 35 40

馬來西亞稅項
 本期 744 340

其他國家稅項
 本期 – 5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

遞延所得稅抵免 (272) (547)
  

507 (117)
  

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千美元） (511) (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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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0.29)
  

每股攤薄虧損（美仙） (0.03) (0.29)
  

由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止6個月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故每股攤薄虧損與
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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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於本期間支付之股息：
2020/2021年度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0美仙
 （2019/2020年度：0.10美仙）（附註） 1,687 1,687

  

董事會宣布就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6個月不派發任何股息（2020/2021年度：無）。

附註： 就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之中期免稅股息每股普通股0.10美仙，總計1,687,000
美元，已於2021年7月8日派付。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賬款（附註） 19,017 18,430
減：貿易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2,311) (2,272)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16,706 16,158
按金及預付款項 2,348 2,692
其他應收賬款 1,719 1,572

  

20,773 20,422
  

於2021年9月30日及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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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及2021年3月31日，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11,457 10,899
61至120日 2,994 2,976
121至180日 791 829
180日以上 3,775 3,726

  

19,017 1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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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4,881 4,82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5,542 15,392

遞延政府補貼 1,601 –
  

22,024 20,217
  

於2021年9月30日及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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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及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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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4,324 3,839

61至120日 324 742

121至180日 37 11

180日以上 196 233
  

4,881 4,825
  

14 銀行及其他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
 短期銀行借貸（有抵押） 26,936 31,778

 短期銀行借貸（無抵押） 678 326
  

27,614 3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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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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58,768 54,591 7.7%
除所得稅前虧損 (153) (5,355) 97.1%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虧損） 3,014 (1,681) 279.3%
每股基本虧損（美仙） (0.03) (0.29) 89.7%

   

整體業務回顧

預計2021年將為復甦之年。然而，具高度傳染性的新型Delta變種冠狀病毒使
邊境關閉，而很多國家必須再次實施行動管制，導致本集團主要市場經濟氣
氛減弱。

儘管如此，本集團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錄得營業額58,768,000美元，
較去年所報告54,591,000美元增加7.7%。改善乃由出版及印刷分部以及旅遊分
部帶動。通過改善收益並持續控制成本，本集團除所得稅前虧損自去年同期
5,355,000美元減少至 153,000美元。

本集團出版及印刷分部營業額由去年同期 54,523,000美元增加 6.8%或3,703,000
美元至58,226,000美元，導致本期間該分部除所得稅前溢利為 819,000美元，而
去年期間除所得稅前虧損為 4,248,000美元。

同時，旅遊分部營業額由去年同期 68,000美元上升至542,000美元，有助於將該
分部除所得稅前虧損自去年同期 803,000美元減少至631,000美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3,014,000
美元，而去年同期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虧損則為1,681,000美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期間每股基本虧損為 0.03美仙，較上年同期 0.29美仙收窄
89.7%。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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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16,000美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則為9.62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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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馬來西亞於2021年5月於全國實施全面封鎖，以應對不斷上升的COVID-19病例，
導致業務立即中斷，對本期間該分部業績產生不利影響。

儘管於第三波COVID-19及實施新封鎖期間經濟環境艱難，但該分部營業額自
去年同期33,079,000美元微升0.9%或311,000美元至33,390,000美元。

雖然回顧期內收益增長放緩，但該分部表現自去年同期除所得稅前虧損3,619,000
美元改善至除所得稅前溢利403,000美元，主要由本集團致力優化成本並減少
新聞紙消耗所帶動。

香港及台灣

在病例減少及疫苗接種率上升支持下，香港經濟於回顧期內逐漸好轉。政府
推出電子消費券計劃亦有助刺激本地消費並振興零售業。然而，邊境維持關閉，
以防止另一波冠狀病毒爆發。

隨著香港生活恢復正常，本集團尋求通過推出更多多平台營銷活動增加收益，
該等活動將印刷及數碼平台與為客戶而設之實體活動相結合。除此之外，由
於香港勞動市場狀況有所改善，該分部招聘廣告表現強勁。

香港及台灣分部於回顧期間錄得營業額21,108,000美元，較去年同期18,464,000
美元增加14.3%。此乃由於回顧期內香港已逐步放寬疫情管制，營商環境有所
改善。收益增長與成本節約相輔相成，導致該分部回顧期內錄得除所得稅前
溢利917,000美元，而去年除所得稅前虧損則為98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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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加拿大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相當成功，成為世界上疫苗接種率最高國家之一，
讓加拿大政府可放寬封鎖措施，並允許更多企業恢復營運。本集團北美出版
及印刷分部於本期間錄得營業額3,728,000美元，較去年同期錄得2,980,000美元
增加25.1%。然而，該分部於回顧期間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501,000美元，而去
年同期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356,000美元，主要由於加拿大政府鑑於經濟狀
況改善逐步取消補貼計劃，因此補貼減少。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由於眾多國家邊界仍然關閉、大多數國家感染率仍然高企以及變種冠狀病毒
傳染性高，國際旅遊仍然不景氣，旅遊業復甦似乎遙遙無期。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旅遊分部營業額為542,000美元。與去年
同期錄得68,000美元相比，增長令人鼓舞。因此，旅遊分部除所得稅前虧損自
去年803,000美元收窄至回顧期間 631,000美元。

數碼業務

由於全面欠缺實體活動接觸其客戶及潛在客戶，本集團不得不依靠其數碼及
社交網絡平台發揮影響力。由於讀者及廣告商已經養成依賴數碼平台之習慣，
不但用作辦公，而且用作娛樂以及與親友聯繫，本集團利用該趨勢為於其網
站及社交媒體網站上推動更多廣告活動。

於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已成功舉辦多場線上教育展覽及感謝家長日等家庭
主題活動，亦通過其數碼平台加強會員招募，並增加數碼及印刷訂閱。與此
同時，《南洋商報》於2021年8月推出「南洋地產網」網上平台，提供線上廣告服務，
同時為物業買家提供綜合資源平台。

於香港，《明報》繼續定期舉辦專題網絡研討會及Facebook直播環節，以產生收
益並讓觀眾了解最新相關資訊。網絡研討會涵蓋金融、房地產及教育等不同
主題，參加者眾，產生正面反饋。《明報》亦定期舉辦不同健康話題之Facebook
直播活動，當中醫生給予健康提示並提出建議。電子商貿平台「PowerUp」銷售
各式各樣品味生活產品，有助持續擴大客戶數據庫，同時為業務合作夥伴提
供更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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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隨著具有高傳染性的Delta變種冠狀病毒肆虐，許多國家已經加強行動管制限制，
從而減緩本集團市場內經濟復甦及業務正常化之步伐。此外，由於許多國家
保持謹慎，仍然不願開放邊境，本集團旅遊業務不大可能於短期內恢復。因此，
本集團預計2021/2022財政年度下半年前景依然將會充滿挑戰。

此外，本集團成本開始上升，尤其是紙張成本，因材料及運輸成本增加使新
聞紙價格開始飆升。加上，有助減輕疫情對本集團大部分市場業務影響之政
府補貼已經停止發放。然而，本集團將保持警惕監控成本，同時加大力度推
出更多跨平台業務增加收益。

資產抵押

於2021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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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賬面總值4,576,000美元（於2021年3月31日：4,7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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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a)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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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於2021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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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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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已獲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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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0美元（於2021年3月31日：99,000美元）。

本集團已獲批准及已訂約但未於此中期財務資料撥備之無形資產資本開支金
額為485,000美元（於2021年3月31日：464,000美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淨資本負債比率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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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16,000美
元（2021年3月31日：94,433,000美元），而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則為27,614,000美
元（2021年3月31日：32,104,000美元）。現金淨值為65,702,000美元（2021年3月31日：
62,329,000美元）。擁有人權益為162,371,000美元（2021年3月31日：166,041,000美元）。

於2021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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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1年9月30日，本 集 團 有2,986名 僱 員（2021年3月31日：3,0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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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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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須至少有30%為女性董事；(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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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本公
司外聘核數師的前合夥人在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成員前須遵守至少3年的冷
靜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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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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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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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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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康元先生、
廖深仁先生及張怡嘉女士；非執行董事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葉冠榮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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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