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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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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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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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4 122,387 115,679
已售貨品成本 (75,700) (77,284)

  

毛利 46,687 38,395
其他收入 5 10,586 17,638
其他收益淨額 6 317 2,833
銷售及分銷支出 (30,498) (29,387)
行政支出 (20,949) (23,787)
金融資產虧損撥備撥回╱（撥備）淨額 272 (387)
其他經營支出 (4,004) (6,175)

  

經營溢利╱（虧損） 7 2,411 (870)
融資成本 8 (406) (489)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6) (8)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999 (1,367)
所得稅支出 9 (2,161) (546)

  

年度虧損 (162) (1,913)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00 (1,303)
 非控股權益 (562) (610)

  

(162) (1,91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美仙） 10 0.02 (0.08)
 攤薄（美仙） 10 0.02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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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度虧損 (162)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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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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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福利承擔之重新計量 79 372
  

除稅後之年度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2,377) 7,224
  

年度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539) 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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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控股權益 (659) (264)
  

(2,539) 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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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
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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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 58,809 65,218
 投資物業 24,721 24,711
 無形資產 7,876 8,560
 遞延所得稅資產 89 94
 以權益法計算之投資 24 31
 按公平值經其他全面收益入賬之 
  金融資產 636 942

  

92,155 99,556
  

流動資產
 存貨 11,448 16,99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18,747 20,422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1,209 1,310
 可收回所得稅 687 914
 短期銀行存款 30,327 25,25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4,952 69,181

  

127,370 134,07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19,991 20,217
 合約負債 7,780 7,160
 所得稅負債 799 404
 銀行及其他借貸 14 22,655 32,104
 租賃負債 286 870
 其他非流動負債之流動部分 49 46

  

51,560 60,801
  

流動資產淨值 75,810 73,27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7,965 17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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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
3月31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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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83) (115,228)

 保留溢利 203,678 204,890
  

162,474 166,041

非控股權益 (279) 380
  

權益總額 162,195 166,42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73 501

 遞延所得稅負債 4,794 5,149

 其他非流動負債 503 759
  

5,770 6,409
  

167,965 17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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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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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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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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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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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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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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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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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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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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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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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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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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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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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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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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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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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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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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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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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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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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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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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主要於馬來西亞、其他東南亞國家、香港及台灣（「主要營運地區」）從事出版
及印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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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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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分析如下：

於3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主要營運地區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74,124 80,399
 香港及台灣 11,220 12,516
其他地區 6,722 6,547

  

92,066 99,462
  

5 其他收入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股息收入 73 117
政府資助及補貼（附註） 4,999 12,599
利息收入 1,079 1,028
特許權費及版權收入 146 226
其他與媒體有關之收入 1,752 1,205
租金及管理費收入 851 816
舊報紙及雜誌廢料銷售 1,567 1,050
其他 119 597

  

10,586 17,638
  

附註： 政府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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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資助3,061,000美元（2021年：3,6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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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2,000美元（2021年：8,758,000美元）。

6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淨額 307 2,141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84) 415
租賃修改收益 93 –
視作出售聯營公司之虧損 (1) –
匯兌收益淨額 2 277

  

317 2,833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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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無形資產攤銷 782 896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折舊 6,053 7,030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之直接成本 873 122

僱員福利支出（包括董事酬金） 66,092 71,92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18 (10)

存貨減值撥備及撇銷 201 232

使用權資產減值撥備 117 1,185

使用之原材料及消耗品 17,926 18,162
  

8 融資成本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銀行借貸之利息費用 377 431

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 29 58
  

406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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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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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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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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稅項
 本年度 257 7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9) (26)

馬來西亞稅項
 本年度 2,401 1,692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60) (277)

其他國家稅項
 本年度（附註） (109) (38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3 (41)

遞延所得稅抵免 (302) (487)
  

2,161 546
  

附註：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一間海外附屬公司確認當地稅務機關就結轉虧
損退回之稅項109,000美元（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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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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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千美元） 400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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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美仙） 0.02 (0.08)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美仙） 0.02 (0.08)
  

由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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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股息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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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美仙 

 （2020/2021年度：0.10美仙，已宣派） 2,531 1,687
  

於本年度支付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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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現金（按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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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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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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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就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之免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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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3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賬款（附註） 17,046 18,430

減：貿易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1,928) (2,272)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15,118 16,158

按金及預付款項 2,300 2,692

其他應收賬款 1,376 1,575

減：其他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47) (3)
  

18,747 20,422
  

於2022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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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及2021年3月31日，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3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9,807 10,899

61至120日 3,536 2,976

121至180日 776 829

180日以上 2,927 3,726
  

17,046 1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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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3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5,195 4,82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4,796 15,392
  

19,991 20,217
  

於2022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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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及2021年3月31日，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3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60日 4,842 3,839

61至120日 127 742

121至180日 34 11

180日以上 192 233
  

5,195 4,825
  

14 銀行及其他借貸

於3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
 銀行借貸（有抵押） 22,298 31,778

 銀行借貸（無抵押） 357 326
  

22,655 3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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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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122,387 115,679 5.8%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999 (1,367) 246.2%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8,284 7,294 13.6%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美仙） 0.02 (0.08) 125.0%
   

整體業務回顧

2021/2022財政年度對本集團而言為艱辛的十二個月，所有業務仍然面對
COVID疫情帶來的挑戰，特別是廣告市場及旅遊業的負面影響。

然而，隨著本集團營運所在市場的經濟活動逐步恢復，其業務自2021年
中起開始重回正軌，其後於2022年初Omicron疫情爆發令業務再次遭受打擊，
特別是香港再次頒布嚴格社交距離措施，故本集團的香港業務受到影響。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營業額增至122,387,000美元，較去年
錄得的115,679,000美元增加5.8%。整體業務均有所改善，其中印刷及出版
分部以及旅遊分部營業額分別較去年增加5.0%及767.2%。

受到收益增長及持續成本優化策略帶動，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的除所得稅
前溢利達1,999,000美元，而去年則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1,367,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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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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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為0.02美仙，相對去年則錄得
每股基本虧損0.08美仙。

於2022年3月31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短期銀行存款合共
95,279,000美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則為9.63美仙。

出版及印刷

於回顧年度，出版及印刷分部營業額由去年的115,551,000美元增加5.0%或
5,726,000美元至121,277,000美元。分部除所得稅前溢利由去年的2,670,000美
元增加56.4%或1,507,000美元至4,177,000美元。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於2021年，馬來西亞業務需要克服疫情所帶來挑戰，包括各種封鎖措施
及經濟不明朗因素。儘管市場環境惡劣，分部財務及市場狀況保持強勢
以面對挑戰。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該分部的業績有所改善，營業額較去年所錄得
71,726,000美元增長2.1%至73,234,000美元。相比2020/2021年度的3,306,000美元，
此項收益增長於回顧年內帶動分部除所得稅前溢利增加58.7%至5,246,000

美元。

本集團高踞馬來西亞華文傳媒集團龍頭，擁有四份華文報章、別樹一幟
的網上品牌及一系列雜誌。本集團與馬來西亞華人社區緊密融合，於國
內創造強而有力並獲得高水平社區參與的市場推廣平台。

該分部透過更高效率的管理層以改善廣告效益，並推出新輔助功能及平
台以改善該分部刊物對廣告商的宣傳包裝。

為擴闊讀者群，該分部繼續致力維持報章家居訂閱的客戶基礎，並透過
獎勵訂戶支持的保留計劃減少客戶流失。



– 19 –

與此同時，該分部繼續進行業務轉型，更專注於擴大數碼產品及服務的
收益。在此方面所作努力的成果可從分部數碼平台的網上流量增長中反映。
本集團於馬來西亞的兩份報章《星洲日報》與《中國報》為國內網站及應用
程式龍頭。加上《光明日報》及《南洋商報》，本集團的四大報章於2022年 3

月成功吸引平均1千6百萬名訪客（資料來源：Google Analytics）。

此 分 部 亦 舉 辦 活 動 接 觸 更 廣 泛 讀 者 藉 以 擴 大 收 益 基 礎。在 嚴 格 遵 守
COVID-19標準營運程序之情況下，《星洲日報》於2022年3月舉行2020年星
洲企業楷模獎，超過500家企業出席活動。此乃2021年5月行動管制令放寬
後舉行的首個現場活動。於回顧年度，此分部的雜誌分支《生活雜誌》透過
社交媒體平台舉辦多個網上活動，包括Classic Culinary Online Competition 

2021及Vegetarian Chef Online Competition 2021。

香港及台灣

於2021年，香港回復一定程度的正常生活，致使經濟由2020年的倒退情況
轉而錄得6.4%增長。然而，2022年1月初Omicron病毒出現促使政府再次收
緊社交活動及旅遊的限制措施，遏止傳染病毒散播，達至「動態清零」。

COVID相關措施收緊，導致業務及消費者減少消費，市場上的廣告開支
因而下跌。本集團的香港業務無可避免受到影響，故廣告收益有所下跌。

儘管出現此不利情況，於回顧年度香港及台灣分部仍錄得營業額合共
40,547,000美元，較去年的37,025,000美元增加9.5%。營業額增長有助分部
除所得稅前虧損由去年錄得的 1,287,000美元收窄至528,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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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獨立報章《明報》（「《明報》」）繼續致力推出有關其印刷及數碼平台的
廣告方案以吸引新客戶及擴大其收益來源。《明報》來自奢侈品及旅遊分
部的收益仍然疲弱，此乃由於疫情期間該等產品的需求下跌；在香港就
業市場改善的情況下，來自招聘分類廣告的收益持續上升。為擴闊收益
來源，《明報》將繼續透過舉辦活動及參與政府項目獲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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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錄得營業額5,785,000美元，較去年所錄得5,926,000美元
下跌2.4%。由於奢侈品品牌的廣告收益仍然疲弱，萬華媒體集團需要利
用制訂廣告方案吸納新客戶群。於回顧年度，除所得稅前虧損由去年所
呈報2,220,000美元收窄至1,580,000美元，主要源自持續推行的節省成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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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6,000美元，
較去年6,800,000美元增長10.2%。此乃主要由於COVID相關措施逐步放寬，
當地經濟亦可逐漸開放。

儘管營業額增長，該分部仍然錄得除所得稅前虧損541,000美元，相對去
年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651,000美元。有關下跌主要由於白報紙成本增
加及加拿大政府鑒於經濟狀況改善而終止補助計劃，致使自其獲得的補
助減少。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由於全球疫苗接種率增加，更多國家已開放邊境及放寬隔離政策。此舉
導致人民出行次數增加及航空公司恢復提供更多航班。於回顧年度，本
集團的北美旅遊業務能夠舉辦部分本地旅行團及洛磯山脈的旅遊活動。

於回顧年度，旅遊分部的營業額增長超過八倍，由去年的128,000美元增
至1,110,000美元。收益改善加上持續的節省成本措施，使旅遊分部的除所
得稅前虧損得以由去年的3,427,000美元減少55.3%至1,533,000美元。隨著更
多國家進入疫後重建階段，本集團冀望國際旅遊能夠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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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業務

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本集團加緊進行數碼化，適應現今競爭形勢緊
湊的數碼行業的新業務需求。於回顧年度，本集團持續開發及建立其數
碼品牌組合。

由於人工智能及數據營銷等科技持續增長，本集團相信日後營銷及業務
將會更多元化、容納不同類別並連繫真正客戶需求。本集團需要適應科
技的迅速變化、日益增加的可供選擇數碼媒體種類並改變消費者行為。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會投資於該等新科技及數據分析，加強與讀者及客
戶的溝通，並從數據資產產生收入。該等政策將確保本集團已準備就緒，
把握市況轉好時出現的增長機會。

本集團將會繼續倚賴其推動跨平台廣告解決方案的能力，配合其於印刷
及數碼平台的優勢，協助廣告商接觸目標客戶。與此同時，有見於視頻營
銷、品牌內容及其他定制廣告需求持續增長，其將繼續開發更多策略視
頻能力。

本集團將提倡更高水平的營商環境，讓數碼平台與新聞出版商可公平分
享收益，並可使用後者的內容。其他國家已達致此情況，相信馬來西亞及
香港可以且必須按照此楷模保障新聞出版商。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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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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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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抵押

於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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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1日賬面總值4,4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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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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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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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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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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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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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資料撥備之無形資產資本開
支金額為46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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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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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7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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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55,000美元（2021年3月31日：32,104,000美元）。現金淨值為72,624,000

美元（2021年3月31日：62,329,000美元）。擁有人權益為162,474,000美元（2021

年3月31日：166,041,000美元）。

於2022年及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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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2年3月31日，本 集 團 有2,8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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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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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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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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9日（星 期 五）舉 行。本 公 司 將 於
2022年8月12日（星期五）至2022年8月19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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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1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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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

月11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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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2日（星期五）至2022年8月19日（星期
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受理。

就中期股息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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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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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會須至少有30%為女性董事；(iii)以具名方式披露五大高級管理層之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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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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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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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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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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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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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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