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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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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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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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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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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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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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截至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2022年 2021 年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營業額 
 

29,841 29,625  125,511 124,603 

已售貨品成本 
 

(18,658) (17,592)  (78,475) (73,992) 

毛利 
 

11,183 12,033  47,036 50,611 

其他收入 
 

2,169 3,181  9,123 13,379 

其他收益淨額 
 

369 2,242  1,551 9,430 

銷售及分銷支出 
 

(8,152) (6,691)  (34,287) (28,142) 

行政支出 
 

(4,813) (5,356)  (20,243) (22,527) 
金融資產虧損撥備撥回/(撥備) 
淨額 

 

210 (213)  883 (896) 

其他經營支出 
 

(1,076) (2,490)  (4,526) (10,474) 

經營(虧損)/溢利 
 

(110) 2,706  (463) 11,381 

融資成本 
 

(92) (96)  (387) (404)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3 (6)  13 (25)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99) 2,604  (837) 10,952 

所得稅支出 
 

(890) (607)  (3,743) (2,553) 

季度(虧損)/溢利 
 

(1,089) 1,997  (4,580) 8,399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772) 2,208  (3,247) 9,286 

非控股權益 
 

(317) (211)  (1,333) (887) 

 
 

(1,089) 1,997  (4,580) 8,39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盈利 

 
     

基本(美仙/馬仙) # 
 

(0.05) 0.13  (0.21) 0.55 

攤薄(美仙/馬仙) # 
 

(0.05) 0.13  (0.21) 0.55 
 

#  有關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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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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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31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4.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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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截至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季度(虧損)/溢利  (1,089) 1,997  (4,580) 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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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 (4,605)  (6,263) (1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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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49  (404) 206 

退休福利承擔之重新計量  79 372  332 1,565 

       

除稅後之季度其他全面虧損  (1,506) (4,184)  (6,335) (17,598) 

       

季度全面虧損總額  (2,595) (2,187)  (10,915) (9,199) 

       

以下人士應佔季度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234) (1,981)  (9,397) (8,333) 

 非控股權益  (361) (206)  (1,518) (866) 

  
  

   

  (2,595) (2,187)  (10,915) (9,199)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季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22年3月31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4.2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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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 年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營業額 
 

122,387 115,679  514,760 486,546 

已售貨品成本 
 

(75,700) (77,284)  (318,394) (325,057) 

毛利 
 

46,687 38,395  196,366 161,489 

其他收入 
 

10,586 17,638  44,525 74,185 

其他收益淨額 
 

317 2,833  1,333 11,916 

銷售及分銷支出 
 

(30,498) (29,387)  (128,275) (123,601) 

行政支出 
 

(20,949) (23,787)  (88,111) (100,048) 
金融資產虧損撥備撥回/(撥備) 
淨額 

 

272 (387)  1,144 (1,628) 

其他經營支出 
 

(4,004) (6,175)  (16,841) (25,972) 

經營溢利/(虧損) 
 

2,411 (870)  10,141 (3,659) 

融資成本 
 

(406) (489)  (1,708) (2,057)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6) (8)  (25) (34)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999 (1,367)  8,408 (5,750) 

所得稅支出 
 

(2,161) (546)  (9,089) (2,296) 

年度虧損 
 

(162) (1,913)  (681) (8,046)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00 (1,303)  1,683 (5,480) 

非控股權益 
 

(562) (610)  (2,364) (2,566) 

 
 

(162) (1,913)  (681) (8,04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虧損) 

 
     

基本(美仙/馬仙) # 
 

0.02 (0.08)  0.08 (0.34) 

攤薄(美仙/馬仙) # 
 

0.02 (0.08)  0.08 (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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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

按 2022 年 3 月 31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4.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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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年度虧損  (162) (1,913)  (681) (8,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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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 5,585  (9,089) 2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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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1,267  (1,241) 5,329 

退休福利承擔之重新計量  79 372  332 1,565 

       

除稅後之年度其他全面(虧損)/ 
收益 

 
(2,377) 7,224  (9,998) 30,384 

       

年度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539) 5,311  (10,679) 22,338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全面(虧損)/ 
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880) 5,575  (7,907) 23,449 

 非控股權益  (659) (264)  (2,772) (1,111) 

  
     

  (2,539) 5,311  (10,679) 22,338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22年3月31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4.2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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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 
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 

於 202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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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  58,809 65,218 247,351 274,308 
投資物業  24,721 24,711 103,977 103,935 
無形資產  7,876 8,560 33,126 36,003 
遞延所得稅資產  89 94 374 395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24 31 101 130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 
金融資產 

 

636 942 2,675 3,962 
  92,155 99,556 387,604 418,733 
流動資產      
存貨  11,448 16,996 48,150 71,485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  18,747 20,422 78,850 85,895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金融資產  1,209 1,310 5,085 5,510 
可收回所得稅  687 914 2,890 3,844 
短期銀行存款  30,327 25,252 127,555 106,210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64,952 69,181 273,188 290,975 

  127,370 134,075 535,718 563,919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  19,991 20,217 84,081 85,034 
合約負債  7,780 7,160 32,723 30,115 
所得稅負債  799 404 3,361 1,699 
銀行及其他借貸  22,655 32,104 95,287 135,029 
租賃負債  286 870 1,203 3,659 
其他非流動負債之流動部分  49 46 206 193 

  51,560 60,801 216,861 255,729 
      
流動資產淨值  75,810 73,274 318,857 308,190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67,965 172,830 706,461 72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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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 
於 2021 年 
3月 31日 

於 202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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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33 91,333 
股份溢價  54,664 54,664 229,917 229,917 
其他儲備  (117,583) (115,228) (494,554) (484,649) 
保留溢利  203,678 204,890 856,670 861,768 

  162,474 166,041 683,366 698,369 
非控股權益  (279) 380 (1,174) 1,598 
權益總額  162,195 166,421 682,192 699,967 
      
非流動負債      
租賃負債  473 501 1,989 2,107 
遞延所得稅負債  4,794 5,149 20,164 21,657 
其他非流動負債  503 759 2,116 3,192 
  5,770 6,409 24,269 26,956 

      
  167,965 172,830 706,461 726,92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 

(美仙/馬仙) 
 

9.63 9.84 40.50 41.39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於2022年3月31日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2022年3月

31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4.2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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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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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虧損 - - - (1,303) (1,303) (610)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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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581 - 5,581 4 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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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25 - 925 342 1,267 

退休福利承擔之重新計量 - - - 372 372 - 372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6,506 372 6,878 346 7,224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6,506 (931) 5,575 (264) 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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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31 日 21,715 54,664 (115,228) 204,890 166,041 380 16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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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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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溢利/(虧損) - - - 400 400 (56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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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142) - (2,142) (19) (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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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13) - (213) (82) (295) 

退休福利承擔之重新計量 - - - 75 75 4 79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 - (2,355) 75 (2,280) (97) (2,377)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2,355) 475 (1,880) (659) (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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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 21,715 54,664 (117,583) 203,678 162,474 (279) 16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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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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33 229,917 (511,054) 871,820 682,016 2,713 684,729 

        

年度虧損 - - - (5,480) (5,480) (2,566) (8,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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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3,473 - 23,473 17 2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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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891 - 3,891 1,438 5,329 

退休福利承擔之重新計量 - - - 1,565 1,565 - 1,565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 - 27,364 1,565 28,929 1,455 30,384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27,364 (3,915) 23,449 (1,111) 2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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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59) 95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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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096) (7,096) - (7,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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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096) (7,096) (4) (7,100) 

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 91,333 229,917 (484,649) 861,768 698,369 1,598 699,967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2022年3月31日

之匯率每1美元兌4.2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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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33 229,917 (484,649) 861,768 698,369 1,598 699,967 

        

年度溢利/(虧損) - - - 1,683 1,683 (2,364)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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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009) - (9,009) (80) (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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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96) - (896) (345) (1,241) 

退休福利承擔之重新計量 - - - 315 315 17 332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 - (9,905) 315 (9,590) (408) (9,998)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9,905) 1,998 (7,907) (2,772) (10,679)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2020/2021 年度中期股息 - - - (7,096) (7,096) - (7,096) 

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 91,333 229,917 (494,554) 856,670 683,366 (1,174) 682,192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2022年3月31日

之匯率每1美元兌4.2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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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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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4 8,928 64,285 37,552 

已付利息 (406) (489) (1,708) (2,057) 

已繳所得稅 (1,840) (1,624) (7,739) (6,831)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13,038 6,815 54,838 28,664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股息 73 117 307 492 

原始到期日三個月以上之短期銀行 
存款增加 (5,075) (11,822) (21,345) (4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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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688 

出售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所得款項 - 634 - 2,667 

已收利息 1,079 1,028 4,538 4,32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24 28 101 118 

購入無形資產 (144) (48) (606) (202)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370) (538) (1,556) (2,263) 

收購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的款項 - (1,079) - (4,538)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 (38) - (160)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4,413) (10,128) (18,561) (42,598)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付股息 (1,687) (1,687) (7,096) (7,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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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0 19,454 42,817 81,824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 (19,458) (6,703) (81,840) (28,193) 

租賃負債本金部分 (779) (749) (3,276) (3,150) 

融資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11,744) 10,314 (49,395) 43,3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增加淨額 (3,119) 7,001 (13,118) 29,447 

於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9,181 60,452 290,975 254,26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匯兌調整 (1,110) 1,728 (4,669) 7,267 

於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4,952 69,181 273,188 290,975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呈列貨幣為美元。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22 年 3

月 31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4.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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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季度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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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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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修訂對過往期間確認的金額並無任何影響，且預期不會對本期間或未來期間造成重大影
響。 

  
(b)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布但毋須於2022年3月31日報告期間強制應用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預期該等新訂準則及詮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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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截至 202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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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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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章、雜誌、書籍及數碼內容
銷售額 7,117 2,995 396 10,508 - 10,508 
廣告收入 11,890 5,678 1,532 19,100 - 19,100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 - - - 233 233 
 19,007 8,673 1,928 29,608 233 29,841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1,759 (1,496) 100 363 (391) (28)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171) 
       
除所得稅前虧損      (199) 
所得稅支出      (890) 
       
季度虧損      (1,089)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285 1 1 287 2 289 
融資成本 (3) (85) - (88) (4) (92)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 
資產折舊 (1,172) (275) (42) (1,489) (3) (1,492) 
無形資產攤銷 (185) (10) - (195) (1) (196) 
使用權資產減值撥備 - (21) - (21) (96) (117) 
金融資產虧損撥備撥回淨額 198 2 10 210 - 210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 3 -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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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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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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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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章、雜誌、書籍及數碼內容
銷售額 8,328 2,692 413 11,433 - 11,433 
廣告收入 10,441 6,207 1,515 18,163 - 18,163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 - - - 29 29 
 18,769 8,899 1,928 29,596 29 29,625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5,167 (658) 235 4,744 (1,979) 2,765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161) 
       
除所得稅前溢利      2,604  
所得稅支出      (607) 
       
季度溢利      1,997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227 3 1 231 2 233 
融資成本 (5) (80) - (85) (11) (96)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 
資產折舊 (1,243) (296) (43) (1,582) (191) (1,773) 
無形資產攤銷 (202) (15) (2) (219) (1) (220) 
使用權資產減值撥備 - - - - (1,185) (1,185) 
金融資產虧損撥備撥回/ 
(撥備)淨額 20 9 (135) (106) (107) (213)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 (6) -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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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2022 年 
千美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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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8 11,433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33 20 

隨時間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19,100 18,163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200 9 

 29,841 2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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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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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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章、雜誌、書籍及數碼內容
銷售額 30,642 12,679 1,648 44,969 - 44,969 
廣告收入 42,592 27,868 5,848 76,308 - 76,308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 - - - 1,110 1,110 
 73,234 40,547 7,496 121,277 1,110 122,387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5,246 (528) (541) 4,177 (1,533) 2,644 

       
其他未能分配之費用淨額      (64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999 
所得稅支出      (2,161) 
       
年度虧損      (162)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1,057 3 14 1,074 5 1,079 
融資成本 (16) (365) - (381) (25) (406)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 
資產折舊 (4,749) (1,118) (172) (6,039) (14) (6,053) 
無形資產攤銷 (731) (43) (4) (778) (4) (782) 
使用權資產減值撥備 - (21) - (21) (96) (117) 
金融資產虧損撥備撥回/ 
(撥備)淨額 254 (24) 42 272 - 272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 (6) -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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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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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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章、雜誌、書籍及數碼內容
銷售額 33,977 12,474 1,635 48,086 - 48,086 
廣告收入 37,749 24,551 5,165 67,465 - 67,465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 - - - 128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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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 
資產折舊 (4,884) (1,190) (164) (6,238) (792) (7,030) 
無形資產攤銷 (798) (86) (8) (892) (4) (896) 
使用權資產減值撥備 - - - - (1,185) (1,185) 
金融資產虧損撥備淨額 (82) (77) (121) (280) (107) (387)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 (8) - (8)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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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內確認的營業額按以下方式分拆：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 

 
2022 年 
千美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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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69 48,086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194 59 

隨時間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76,308 67,465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916 69 

 122,387 11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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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0.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於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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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720 40,505 10,465 211,690 10,051 (3,110) 218,631 

        

未能分配之資產       894 

        

總資產       219,525 

        

總資產包括：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 24 - 24 
 

- 
 

- 24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346 285 35 666 

 
 

109 

 
 

- 775 

        

分部負債 (10,850) (33,208) (6,178) (50,236) (3,335) 3,110 (50,461) 

        

未能分配之負債       (6,869) 

        

總負債       (5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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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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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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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估值 

 
於截至 202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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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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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註銷。 

 
A14. 資本承擔 
 

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尚未履行之資本承擔如下： 
 

  
 千美元 
已獲批准並已訂約：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 
無形資產 468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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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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止3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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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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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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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6 56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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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4 9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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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 

 2022 年  2021 年  
變動百分比 

2022 年  2021 年  
變動百分比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9,841 29,625 0.7% 122,387 115,679 5.8%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99) 2,604 -107.6% 1,999 (1,367) 246.2%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1,406 5,734 -75.5% 8,284 7,294 13.6% 
 

本集團於 2021/2022 年度最後一季營業額為 29,841,000 美元，較上一年度同季的 29,625,000 美元輕

微增加 0.7%。正當大部分國家經濟正在改善時，於 2021 年底出現 COVID-19 的高傳染性變種病毒

Omicron 使本集團經營所在市場的增長動力受阻。本集團出版及印刷分部於本季度的營業額為

29,608,000 美元，與去年的 29,596,000 美元相若。另一方面，由於更多國家開始放寬本地及國際旅

遊限制，本集團的旅遊分部營業額由上一年度同季的 29,000 美元增至 233,000 美元。 

 

本集團於本季度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 199,000美元，而上一年度同季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2,604,000

美元，主要源自就馬來西亞投資物業確認的公平值收益減少及本年度收取較少政府補助。 

 

本集團於回顧季度的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 1,406,000 美元，較去年的除息、稅、折舊及攤

銷前盈利 5,734,000 美元下跌 75.5%。 

 

於本季度，美元兌馬來西亞令吉（「馬幣」）走強，兌加拿大元（「加元」）持平，對本集團營業額及

除所得稅前虧損分別產生負面匯兌影響約 611,000 美元及 54,000 美元。 

 

出版及印刷 

 

於回顧季度內，本集團的香港業務自 2022年 1月初大受 Omicron變種病毒的影響。第五波COVID-19

病毒爆發導致政府重新頒布嚴格的出行限制，遏止傳染性病毒傳播，務求達致「動態清零」。同時，

由於馬來西亞疫苗接種率高，故此即使季內出現Omicron病毒，亦無採取任何封鎖或其他嚴格措施。

此外，馬來西亞已於 2022 年 4 月 1 日重新開放其國際邊境。 

 

於本季度，出版及印刷分部的營業額維持 29,608,000 美元的平穩水平。馬來西亞分部營業額較去年

同一季度的 18,769,000 美元輕微上升 1.3%至 19,007,000 美元，增長部分被香港及台灣分部營業額按

年減少 2.5%所抵銷。北美分部的營業額為 1,928,000 美元，與去年水平相若。 

 

於本季度此分部的除所得稅前溢利由去年同一季度的 4,744,000 美元下跌 92.3%至 363,000 美元，所

有呈報分部的表現均有所下跌。此乃主要由於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減少、所收取政府補助減少以及

營運成本增加，特別是白報紙及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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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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於回顧季度，本集團的旅遊分部錄得收益 233,000 美元，較去年同一季度的 29,000 美元顯著改善。

此增長反映隨著更多國家開放邊境及放寬隔離政策，業務情況有所改善。受到收益增長帶動及憑藉

節省成本方面的持續努力，旅遊分部的除所得稅前虧損由去年同一季度的 1,979,000 美元減少至

391,000 美元。 

 

2021/2022 財政年度 

  

於回顧年度，全球經濟開始復甦，多個國家嘗試與 COVID-19 共存。本集團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止年度的營業額由去年的 115,679,000 美元增加 5.8%至 122,387,000 美元。此增長與大部分國家的經

濟復甦步伐一致。出版及印刷分部營額為 121,277,000 美元，較去年的 115,551,000 美元增加 5.0%。

同時，本集團旅遊分部的營業額增長超過八倍，由上一財政年度的 128,000 美元增至 1,110,000 美元。

受營業額改善及節省成本措施所推動，本集團於本年度轉虧為盈，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 1,999,000 美

元，而去年則為除所得稅前虧損 1,367,000 美元。本年度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 8,284,000

美元，較去年的 7,294,000 美元增加 13.6%。 

 

於回顧財政年度，馬幣兌美元偏軟，而加元兌美元則走強，導致本集團營業額產生正面匯兌影響淨

額約 168,000 美元，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則產生負面匯兌影響淨額約 189,000 美元。 
 

B2. 與上一季度比較之業績變動 
 

 (未經審核)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29,841 33,778 -11.7%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99) 2,351 -108.5% 
 

於本季度本集團錄得總營業額 29,841,000 美元，較上一季度減少 11.7%，出版及印刷分部以及旅遊

分部的營業額則分別減少 11.5%及 30.4%至 29,608,000 美元及 233,000 美元。營業額減少導致本集團

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 199,000 美元，而於上一季度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 2,351,000 美元。於本季度，

儘管農曆新年廣告數量急升，惟新 Omicron 變種病毒導致 COVID-19 感染人數上升對零售消費及經

濟增長構成損害。此外，本集團於季內亦需要面對白報紙成本上升所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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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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愈來愈多國家已將該全球大流行疾病視為地方性流行病，預期全球經濟將會繼續復甦，並且受

惠於全球持續推進疫苗接種計劃及放寬健康措施。因此，本集團保持審慎樂觀，相信下一財政年度

業務環境將會有所改善，特別是旅遊業，此乃由於在放寬隔離措施支持下全球各地將會恢復旅遊活

動。 

 

此外，受全球需求增長及持續推行本地經濟及金融刺激措施所帶動，預期馬來西亞經濟將於 2022 年

進一步恢復。 

 

然而，鑒於圍繞 COVID-19 變種病毒的不明朗因素、地緣政治角力、供應鏈持續受阻、能源價格上

升及通脹風險，全球增長的下行風險依然存在。 

 

此外，預料白報紙價格於未來數個季度將維持高企，或會對本集團的整體表現構成影響。 

 

本集團將繼續建立數碼能力，擴闊其收益來源以緊貼瞬息萬變的市場，同時維持嚴謹的成本控制以

紓緩成本上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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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計入/(扣減)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61 (38) 2 277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2 139 (84) 415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淨額 307 2,141 307 2,141 
政府補助及補貼 1,084 1,760 4,999 12,599 
視作出售聯營公司之虧損 (1) - (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淨額 (3) 10 (18) 10 

存貨減值撥備及撇銷 (14) (71) (201) (23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虧損撥備及撇銷 (583) (175) (595) (334) 
無形資產撇銷 - (89)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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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支出指： 

 
 (未經審核)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所得稅支出 821 787 2,549 1,37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86) (331) (86) (344) 
遞延所得稅支出/(抵免) 155 151 (302) (487) 
 890 607 2,161 546 

 

本集團於本回顧季度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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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1日之借貸如下： 
 

   
 有抵押  無抵押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      
銀行借貸 22,298  357  22,655 

 
本集團借貸以下列貨幣計值： 

 

   
 千美元 
  
馬幣 357 

港元 22,070 

美元 228 

 22,655 

 
於2022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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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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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宣布就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15 美仙(2020/2021 年度：0.10
美仙)。股息將於 2022 年 7 月 8 日以馬幣或港元現金，按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用以換算功
能貨幣為非美元之附屬公司業績之平均匯率兌換，向於 2022 年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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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531,000 美元(2020/2021 年度：1,687,000 美元)並未於
此財務資料中確應為應付股息。 
 
截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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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1 0.629馬仙 
美元兌港元 7.8038 1.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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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 2022 年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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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 美仙，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
2022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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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20 日下午 4 時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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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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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14 日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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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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未經審核)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千美元) (772) 2,208 400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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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盈利 (美仙) (0.05) 0.13 0.02 (0.08)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美仙) (0.05) 0.13 0.02 (0.08) 

 
由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3月31日止季度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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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2. 資產抵押 
 
於2022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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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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