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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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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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季度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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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條文(按香港上市規則之定義)之規定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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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12 月 31 日止 3 個月  截至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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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78 31,463  140,685 131,043 

已售貨品成本 
 

(19,575) (19,980)  (81,530) (83,216) 

毛利 
 

14,203 11,483  59,155 47,827 

其他收入 
 

2,550 4,563  10,621 19,00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144) 550  (600) 2,291 

銷售及分銷支出 
 

(7,964) (7,594)  (33,170) (31,629) 

行政支出 
 

(5,334) (6,112)  (22,216) (25,456) 

貿易應收賬款虧損撥回/(撥備) 
 

114 (174)  475 (725) 

其他經營支出 
 

(971) (1,226)  (4,044) (5,107) 

經營溢利 
 

2,454 1,490  10,221 6,206 

融資成本 
 

(98) (104)  (408) (434)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5) (2)  (21) (8) 

除所得稅前溢利 
 

2,351 1,384  9,792 5,764 

所得稅支出 
 

(764) (56)  (3,182) (233) 

季度溢利 
 

1,587 1,328  6,610 5,531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683 1,388  7,010 5,781 

非控股權益 
 

(96) (60)  (400) (250) 

 
 

1,587 1,328  6,610 5,5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美仙/馬仙) # 
 

0.10 0.08  0.42 0.33 

攤薄(美仙/馬仙) # 
 

0.10 0.08  0.42 0.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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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列貨幣為美元(「美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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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4.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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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止 3 個月  截至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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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溢利  1,587 1,328  6,610 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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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 4,939  3,111 2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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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46  (512) 192 

       

除稅後之季度其他全面收益  624 4,985  2,599 20,763 

       

季度全面收益總額  2,211 6,313  9,209 26,294 

       

以下人士應佔季度全面收益/ 
(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337 6,355  9,734 26,469 

 非控股權益  (126) (42)  (525) (175) 

  
  

   

  2,211 6,313  9,209 26,294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季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21年12月31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4.1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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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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12 月 31 日止 9 個月  截至 12 月 31 日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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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46 86,054  385,454 358,415 

已售貨品成本 
 

(57,042) (59,692)  (237,580) (248,617) 

毛利 
 

35,504 26,362  147,874 109,798 

其他收入 
 

8,417 14,457  35,057 60,213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52) 591  (217) 2,462 

銷售及分銷支出 
 

(22,346) (22,588)  (93,071) (94,079) 

行政支出 
 

(16,136) (18,431)  (67,206) (76,765) 

貿易應收賬款虧損撥回/(撥備) 
 

62 (282)  258 (1,175) 

其他經營支出 
 

(2,928) (3,685)  (12,195) (15,348) 

經營溢利/(虧損) 
 

2,521 (3,576)  10,500 (14,894) 

融資成本 
 

(314) (393)  (1,308) (1,637)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9) (2)  (37) (8)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2,198 (3,971)  9,155 (16,539) 

所得稅(支出)/抵免 
 

(1,271) 61  (5,294) 254 

期間溢利/(虧損) 
 

927 (3,910)  3,861 (16,285)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172 (3,511)  4,881 (14,623) 

非控股權益 
 

(245) (399)  (1,020) (1,662) 

 
 

927 (3,910)  3,861 (16,28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虧損) 

 
     

基本(美仙/馬仙) # 
 

0.07 (0.21)  0.29 (0.87) 

攤薄(美仙/馬仙) # 
 

0.07 (0.21)  0.29 (0.87) 
 

#  有關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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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

按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4.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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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止 9 個月  截至 12 月 31 日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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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溢利/(虧損)  927 (3,910)  3,861 (1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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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 10,190  (2,799) 4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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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1,218  (829) 5,073 

       

除稅後之期間其他全面(虧損)/ 
收益 

 
(871) 11,408  (3,628) 47,514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56 7,498  233 31,229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收益/  
(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54 7,556  1,474 31,471 

 非控股權益  (298) (58)  (1,241) (242) 

  
 

    

  56 7,498  233 31,229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21年12月31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4.1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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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 
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 

於 2021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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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87 65,218 252,761 271,634 
投資物業  24,616 24,711 102,526 102,921 
無形資產  8,042 8,560 33,495 35,652 
遞延所得稅資產  91 94 379 392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22 31 92 129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 
金融資產 

 

739 942 3,078 3,923 
  94,197 99,556 392,331 414,651 
流動資產      
存貨  12,182 16,996 50,738 70,788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  22,552 20,422 93,928 85,057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金融資產  1,218 1,310 5,073 5,456 
可收回所得稅  679 914 2,828 3,807 
短期銀行存款  30,331 25,252 126,329 105,175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64,076 69,181 266,877 288,139 

  131,038 134,075 545,773 558,422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  21,929 20,217 91,335 84,203 
合約負債  7,625 7,160 31,758 29,821 
所得稅負債  887 404 3,694 1,683 
銀行及其他借貸  23,838 32,104 99,285 133,713 
租賃負債  287 870 1,195 3,624 
其他非流動負債之流動部分  46 46 192 192 

  54,612 60,801 227,459 253,236 
      
流動資產淨值  76,426 73,274 318,314 305,186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70,623 172,830 710,645 71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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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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 
於 2021 年 
3月 31日 

於 2021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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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43 90,443 
股份溢價  54,664 54,664 227,676 227,676 
其他儲備  (116,046) (115,228) (483,332) (479,925) 
保留溢利  204,375 204,890 851,222 853,367 

  164,708 166,041 686,009 691,561 
非控股權益  82 380 342 1,583 
權益總額  164,790 166,421 686,351 693,144 
      
非流動負債      
租賃負債  426 501 1,774 2,087 
遞延所得稅負債  4,669 5,149 19,446 21,445 
其他非流動負債  738 759 3,074 3,161 
  5,833 6,409 24,294 26,693 

      
  170,623 172,830 710,645 719,8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 

(美仙/馬仙) 
 

9.76 9.84 40.65 40.98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於2021年12月31日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2021年12

月31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4.1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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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511) (3,511) (399) (3,910)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 - 10,178 - 10,178 12 1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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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89 - 889 329 1,218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11,067 - 11,067 341 11,408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間之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11,067 (3,511) 7,556 (58) 7,498 

出售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時釋出 
 儲備 - - (228) 22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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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非上市附屬公司已付 2019/2020 年度中期股息 - - - - - (1) (1) 

 - - - (1,687) (1,687) (1) (1,688)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1,715 54,664 (110,667) 202,310 168,022 586 16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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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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溢利/(虧損) - - - 1,172 1,172 (245)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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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74) - (674) 2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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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44) - (144) (55) (199)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 - - (818) - (818) (53) (871)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間之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818) 1,172 354 (29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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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 21,715 54,664 (116,046) 204,375 164,708 82 16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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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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43 227,676 (506,072) 863,321 675,368 2,686 678,054 

        

期間虧損 - - - (14,623) (14,623) (1,662) (16,285)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於隨後時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 - 42,391 - 42,391 50 4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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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703 - 3,703 1,370 5,073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46,094 - 46,094 1,420 47,51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間之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46,094 (14,623) 31,471 (242) 31,229 

出售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金融資產時釋出 
 儲備 - - (950) 95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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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026) (7,026) - (7,026) 

一間非上市附屬公司已付 2019/2020 年度中期股息 - - - - - (4) (4) 

 - - - (7,026) (7,026) (4) (7,030)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 90,443 227,676 (460,928) 842,622 699,813 2,440 702,253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2021年12月31

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4.1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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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43 227,676 (479,925) 853,367 691,561 1,583 693,144 

        

期間溢利/(虧損)  - - - 4,881 4,881 (1,020) 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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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807) - (2,807) 8 (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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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00) - (600) (229) (829)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 - - (3,407) - (3,407) (221) (3,628)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間之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3,407) 4,881 1,474 (1,241) 233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2020/2021 年度中期股息 - - - (7,026) (7,026) - (7,026) 

 - - - (7,026) (7,026) - (7,026) 

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 90,443 227,676 (483,332) 851,222 686,009 342 686,351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2021年12月31

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4.1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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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止 9 個月 截至 12 月 31 日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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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 11,618 6,452 48,390 26,873 

已付利息 (314) (393) (1,308) (1,637) 

已繳所得稅 (1,016) (1,058) (4,232) (4,407)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10,288 5,001 42,850 20,829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股息 73 117 304 487 

原始到期日三個月以上之短期銀行 
存款增加 (5,079) (8,864) (21,154) (36,918) 

出售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
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 1,590 - 6,622 

出售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所得款項 - 634 - 2,641 

已收利息 790 795 3,290 3,31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22 12 92 50 

購入無形資產 (52) (31) (217) (129)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316) (385) (1,316) (1,604)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 (32) - (133) 

收購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的款項 - (1,079) - (4,494)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4,562) (7,243) (19,001) (30,16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付股息 (1,687) (1,687) (7,026) (7,026) 

一間非上市附屬公司向非控股權益支
付之股息 - (1) - (4) 

收取銀行及其他借貸所得款項 9,951 6,841 41,446 28,493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 (18,149) (5,608) (75,591) (23,357) 

租賃負債本金部分 (657) (560) (2,736) (2,333) 

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10,542) (1,015) (43,907) (4,22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淨額 (4,816) (3,257) (20,058) (13,565)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9,181 60,452 288,139 251,78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匯兌調整 (289) 3,598 (1,204) 14,985 

於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4,076 60,793 266,877 253,203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4.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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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止季度及 9 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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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除下文所載外，所採納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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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的 3 個月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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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已頒布但尚未於 2021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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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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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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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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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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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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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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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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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37 10,766 1,840 33,443 335 33,778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3,084 51 (140) 2,995 (511) 2,484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133) 
       
除所得稅前溢利      2,351 
所得稅支出      (764) 
       
季度溢利      1,587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271 - 11 282 1 283 
融資成本 (5) (88) - (93) (5) (9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77) (274) (43) (1,494) (3) (1,497) 
無形資產攤銷 (184) (10) (1) (195) (1) (196)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 (5) -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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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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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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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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8 9,662 1,892 31,432 31 31,463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1,758 356 60 2,174 (645) 1,529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14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84 
所得稅支出      (56) 
       
季度溢利      1,328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209 2 31 242 3 245 
融資成本 (6) (86) - (92) (12) (10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38) (298) (41) (1,577) (196) (1,773) 
無形資產攤銷 (201) (21) (2) (224) (1) (225)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 (2)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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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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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7 11,897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81 23 

隨時間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22,506 19,535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254 8 

 33,778 3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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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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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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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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27 31,874 5,568 91,669 877 92,546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3,487 968 (641) 3,814 (1,142) 2,672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474) 
       
除所得稅前溢利      2,198 
所得稅支出      (1,271) 
       
期間溢利      927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772 2 13 787 3 790 
融資成本 (13) (280) - (293) (21) (31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577) (843) (130) (4,550) (11) (4,561) 
無形資產攤銷 (546) (33) (4) (583) (3) (586)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 (9) - (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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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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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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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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57 28,126 4,872 85,955 99 86,054 

       
除所得稅前分部(虧損)/溢利   (1,861) (629) 416 (2,074) (1,448) (3,522)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449) 
       
除所得稅前虧損      (3,971) 
所得稅抵免      61 
       
期間虧損      (3,910)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744 2 34 780 15 795 
融資成本 (31) (320) - (351) (42) (39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641) (894) (121) (4,656) (601) (5,257) 
無形資產攤銷 (596) (71) (6) (673) (3) (676)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 (2)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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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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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61 36,653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161 39 

隨時間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57,208 49,302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716 60 

 92,546 8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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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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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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08 43,814 10,885 217,107 10,470 (3,237) 224,340 

        

未能分配之資產       895 

        

總資產       225,235 

        

總資產包括：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 22 - 22 
 

- 
 

- 22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225 100 30 355 

 
 

109 

 
 

- 464 

        

分部負債 (11,719) (34,651) (6,938) (53,308) (3,464) 3,237 (53,535) 

        

未能分配之負債       (6,910) 

        

總負債       (6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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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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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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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本公司於2022年1月25日刊發之公告，本公司間接擁有80%權益的附屬公司PT Sinchew 
Indonesia正進行股東自願清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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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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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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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無形資產 487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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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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3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12月31日止9個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向一位董事收取之廣告收入 - - (2) - 
向一間聯營公司收取之廣告收入 (33) - (104) - 
向一位僱員收取之廣告收入 - - (2) - 
向一間合營企業提供行政及內容服務 (4) (3) (13) (3) 
向一間關連公司提供機票及住宿安排服務(附註 1) - - (2) - 
由一間關連公司提供法律服務(附註 2) 26 16 43 35 
向一間關連公司購買蜜糖(附註 1) - - - 3 
向關連公司支付之租金(附註 1) 24 21 71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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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止 

3 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12 月 31 日止 

9 個月 

 2021 年  2020 年  
變動百分比 

2021 年  2020 年  
變動百分比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33,778 31,463 7.4% 92,546 86,054 7.5%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2,351 1,384 69.9% 2,198 (3,971) 155.4%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3,864 3,241 19.2% 6,878 1,560 340.9%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季度，本集團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的 31,463,000 美元增加 7.4%至 33,778,000
美元。該增長乃由於本集團的出版及印刷分部以及旅遊分部的營業額分別增加 6.4%及 980.6%所致。
收益增長帶動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由去年的 1,384,000 美元增加 69.9%至 2,351,000 美元。 
 
本集團本季度錄得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3,864,000 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9.2%。 
 
於本季度，馬來西亞令吉(「馬幣」)兌美元貶值，而加拿大元（「加元」）兌美元升值，導致本集團營
業額及除所得稅前溢利分別產生負面匯兌影響約 357,000 美元及 75,000 美元。 
 
出版及印刷 
 
隨著大部分市場經濟活動逐步恢復，於本回顧季度，本集團的出版及印刷分部的營業額由去年的
31,432,000 美元增加 6.4%至 33,443,000 美元。該分部的除所得稅前溢利較去年同期增加 37.8%至
2,995,000 美元。 
 
於 2021 年 11 月上旬，由於馬來西亞近 95%的成年人口已完成接種 COVID-19 疫苗，馬來西亞政府
已放寬其行動管制措施。跨州旅遊已獲有條件准許。零售活動亦因若干業務獲許重新營業以服務已
接種疫苗客戶而開始回升。於本回顧季度，本集團於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市場錄得營業額
20,837,000 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4.8%。 
 
在疫情帶來充滿挑戰的環境下，該分部繼續進行有效的成本縮減及控制措施，有關措施對節省人力
成本同時減輕不斷上升的新聞紙成本大有幫助。 
 
該分部的營業額增加導致其除所得稅前溢利較去年同期的 1,758,000 美元增加 75.4%至 3,084,000 美
元。 
 
香港經濟進一步復甦，2021 年第四季度 GDP 按年增長 4.8%，而全年整體 GDP 較 2020 年實質增長
6.4%。於本回顧季度，香港及台灣分部營業額由去年同期錄得的 9,662,000 美元增加 11.4%至
10,766,000 美元。儘管收入增長，該分部的除所得稅前溢利由去年的 356,000 美元下跌至 51,000 美
元。其主要由於新聞紙成本上升以及香港政府終止發放工資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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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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21 年 11 月以來，變異病毒株 Omicron 的擴散對北美經濟造成干擾，並對本集團於該地區的出
版及印刷業務表現產生不利影響。該分部的營業額下跌 2.7%至 1,840,000 美元，導致該分部錄得除
所得稅前虧損 140,000 美元，而去年同期則為除所得稅前溢利 60,000 美元。除收益下跌外，虧損亦
由於從加拿大政府獲得的工資補貼減少所致。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隨著全球正適應與冠狀病毒共存以及若干國家已開始開放邊境，令人對可能恢復國際旅遊抱一線希
望。然而，隨著 2021 年底出現冠狀病毒新變異病毒株，人們仍然抱持謹慎態度。因此，旅遊分部的
業務仍然低迷。於本回顧季度，本集團的旅遊分部錄得營業額 335,000 美元，對比去年同期的 31,000
美元。這導致旅遊分部虧損由去年同期錄得的 645,000 美元減少至 511,000 美元。 
 
2021/2022 財政年度九個月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 7.5%至 92,546,000 美元。該增長
乃由於本集團的出版及印刷分部以及旅遊分部的營業額分別增加 6.6%及 785.9%所致。 
 
本集團於九個月期間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 2,198,000 美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
3,971,000 美元，主要歸功於收益增長及成本節約措施。 
 
本集團本期間的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 6,878,000 美元，較去年的 1,560,000 美元增加
340.9%。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間，馬幣及加元兌美元升值，導致對本集團的營業額產生約 777,000 美
元的正面匯兌影響，並對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產生約 136,000 美元的負面匯兌影響。 
 

B2. 與上一季度比較之業績變動 
 

 (未經審核)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33,778 30,075 12.3% 
除所得稅前溢利 2,351 1,762 33.4% 

 
本集團本季度的營業額由上一季度的 30,075,000 美元增長 12.3%至 33,778,000 美元。這主要由於馬
來西亞於 2021 年最後一個季度經濟活動因封鎖措施放寬已開始恢復，以致本集團於馬來西亞的出版
及印刷業務營業額增加 27.7%。 
 
於回顧季度，本集團的除所得稅前溢利增加 33.4%至 2,351,000 美元，主要歸功於馬來西亞業務表現
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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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止第 3 季度之財務報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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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開放邊境，但 Omicron（一種具有高度傳染性的冠狀病毒新變異病毒株）的出現
阻礙邊境重新開放。然而，隨著許多國家加快進行疫苗接種以及注射加強劑，加上 Omicron 的住院
及死亡率較低，故可避免全面封鎖威脅。 
 
本集團預期 2021/2022 財政年度最後一個季度的經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原因乃新一輪 Omicron 疫
情於全球各國迅速擴散，並對日常生活及商業活動造成干擾。香港已重新實施另一輪嚴格的社交距
離措施，以遏制激增的冠狀病毒病例。另外，本集團預期新聞紙價格於未來季度維持高水平，將對
本集團的出版業務造成負面影響。 
 
為順應大部分業務可靈活自實體平台轉移至虛擬平台此趨勢，本集團將繼續加大力度拓展其數碼業
務以增加收益，並推出可靈活地以印刷、數碼或實體平台或任何組合提供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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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已(扣減)/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12月31日止3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12月31日止9個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6) 138 (59) 315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88) 412 (86) 276 

政府補助及補貼 1,103 3,170 3,915 10,6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18) 6 (15) - 
存貨減值撥備及撇銷 (110) (36) (187) (16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虧損撥回/(撥備)
及撇銷 111 46 (12)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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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3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12月31日止9個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所得稅支出 949 159 1,728 59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2) - (13) 
遞延所得稅抵免 (185) (91) (457) (638) 
 764 56  1,27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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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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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84  754  23,838 

 
本集團借貸以下列貨幣計值： 

 

  (未經審核)   
 千美元 
  
馬幣 754 

港元 22,472 

美元 612 

 23,838 

 
於2021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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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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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回顧季度派發任何股息。 

 

B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12月31日止3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12月31日止9個月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千美元) 1,683 1,388 1,172 (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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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美仙) 0.10 0.08 0.07 (0.21)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美仙) 0.10 0.08 0.07 (0.21) 

 
由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季度及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故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B12. 或然事項 
 
於2021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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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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