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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截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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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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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以及本集團於共同控制實體及
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公布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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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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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8 月 28 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拿督斯里張翼卿醫
生、張裘昌先生、黃澤榮先生及梁秋明先生；非執行董事張聰女士；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俞漢度先生、丹斯里拿督劉衍明及天猛公拿督肯勒甘雅安納天猛公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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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營業額 
 

126,302 123,153  399,177 389,225 

已售貨品成本 
 

(78,109) (77,004)  (246,863) (243,371) 

毛利 
 

48,193 46,149  152,314 145,854 

其他收入 
 

2,799 2,357  8,846 7,449 

其他收益淨額 
 

168 2,231  531 7,051 

銷售及分銷支出 
 

(18,385) (17,801)  (58,106) (56,260) 

行政支出 
 

(9,898) (10,619)  (31,283) (33,561) 

其他經營支出 
 

(1,704) (1,556)  (5,385) (4,918) 

經營溢利 
 

21,173 20,761  66,917 65,615 

融資成本 
 

(2,182) (25)  (6,896) (7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
之虧損 

 

(114) (3)  (360) (9) 

除所得稅前溢利 
 

18,877 20,733  59,661 65,527 

所得稅支出 
 

(5,315) (5,052)  (16,798) (15,967) 

季度溢利 
 

13,562 15,681  42,863 49,560 

 
 

     

以下人士應佔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13,326 15,330  42,117 48,451 

非控股權益 
 

236 351  746 1,109 

 
 

13,562 15,681  42,863 49,56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基本(美仙/馬仙) # 
 

0.79 0.91  2.50 2.88 

攤薄(美仙/馬仙) # 
 

0.79 0.91  2.50 2.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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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賬貨幣為美元(「美元」)。截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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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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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止3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2 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季度溢利  13,562 15,681  42,863 49,560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3,672) (12,681)  (11,606) (40,078) 

       

除稅後之季度其他全面虧損  (3,672) (12,681)  (11,606) (40,078) 

       

季度全面收益總額  9,890 3,000  31,257 9,482 

       

以下人士應佔季度全面收益總
額： 

 
  

 
  

 本公司擁有人  9,647 2,659  30,489 8,404 

 非控股權益  243 341  768 1,078 

       

  9,890 3,000  31,257 9,482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季度馬幣之補充資料連
同比較數字已按2013年6月30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16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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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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期間  截至6月30日止期間 
  2013 年 2012 年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營業額 
 

126,302 123,153  399,177 389,225 

已售貨品成本 
 

(78,109) (77,004)  (246,863) (243,371) 

毛利 
 

48,193 46,149  152,314 145,854 

其他收入 
 

2,799 2,357  8,846 7,449 

其他收益淨額 
 

168 2,231  531 7,051 

銷售及分銷支出 
 

(18,385) (17,801)  (58,106) (56,260) 

行政支出 
 

(9,898) (10,619)  (31,283) (33,561) 

其他經營支出 
 

(1,704) (1,556)  (5,385) (4,918) 

經營溢利 
 

21,173 20,761  66,917 65,615 

融資成本 
 

(2,182) (25)  (6,896) (7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
之虧損 

 

(114) (3)  (360) (9) 

除所得稅前溢利 
 

18,877 20,733  59,661 65,527 

所得稅支出 
 

(5,315) (5,052)  (16,798) (15,967) 

期間溢利 
 

13,562 15,681  42,863 49,560 

 
 

     

以下人士應佔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13,326 15,330  42,117 48,451 

非控股權益 
 

236 351  746 1,109 

 
 

13,562 15,681  42,863 49,56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基本(美仙/馬仙) # 
 

0.79 0.91  2.50 2.88 

攤薄(美仙/馬仙) # 
 

0.79 0.91  2.50 2.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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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
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13 年 6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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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期間  截至6月30日止期間 
  2013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2 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馬幣 千馬幣 
     (附註) (附註) 

 
 

  
  

 

期間溢利  13,562 15,681  42,863 49,560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3,672) (12,681)  (11,606) (40,078) 

       

除稅後之期間其他全面虧損  (3,672) (12,681)  (11,606) (40,078)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9,890 3,000  31,257 9,482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收益總
額： 

 
  

 
  

 本公司擁有人  9,647 2,659  30,489 8,404 

 非控股權益  243 341  768 1,078 

       

  9,890 3,000  31,257 9,482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
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13 年 6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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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30 日 
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於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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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25 150,935 465,937 477,030 
投資物業  17,274 17,579 54,594 55,558 
無形資產  76,060 77,908 240,388 246,22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805 1,674 5,705 5,291 
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權益  3,030 3,142 9,576 9,930 

  245,594 251,238 776,200 794,037 
流動資產      
存貨  59,669 50,128 188,584 158,429 
可供出售金融資產  97 97 307 307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金融資產  227 230 718 72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74,202 74,695 234,515 236,074 
可收回所得稅  680 870 2,149 2,750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117,988 101,829 372,901 321,831 

  252,863 227,849 799,174 720,118 
流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1,445 72,898 289,012 230,394 
應付股息  17,125 - 54,124 - 
所得稅負債  6,554 7,147 20,714 22,588 
短期銀行借貸  161,995 170,602 511,985 539,188 
長期負債之流動部分  56 58 177 183 

  277,175 250,705 876,012 792,353 
流動負債淨值  (24,312) (22,856) (76,838) (72,235)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221,282 228,382 699,362 721,802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1,715 21,715 68,630 68,630 
股份溢價  54,664 54,664 172,766 172,766 
其他儲備  (77,961) (74,282) (246,396) (234,768) 
保留溢利      
 - 擬派股息  - 17,125 - 54,124 
 - 其他  201,110 187,784 635,608 593,491 

  199,528 207,006 630,608 654,243 
非控股權益  7,182 6,939 22,699 21,931 
權益總額  206,710 213,945 653,307 676,174 
      
非流動負債      
其他長期負債  1,375 1,332 4,346 4,21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197 13,105 41,709 41,418 
  14,572 14,437 46,055 45,628 

  221,282 228,382 699,362 721,80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 

(美仙/馬仙) 
 

11.83 12.27 37.39 38.78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於2013年6月30日馬幣之補充資料連同比較

數字已按2013年6月30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16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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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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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 1 日 21,715 280,818 (72,679) 183,710 413,564 6,229 419,793 
        
全面收益        

 期間溢利 - - - 15,330 15,330 351 15,681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 - (12,671) - (12,671) (10) (12,681)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 - - (12,671) - (12,671) (10) (12,681)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
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12,671) 15,330 2,659 341 3,000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本公司擁有人
出資及應佔分派總額        

已付 2012 年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24,431) (24,431) - (24,431) 
本公司擁有人出資及應佔分派總
額 - - - (24,431) (24,431) - (24,431) 

一間附屬公司已付 2013 年中期股
息 - - - - - (18) (18) 

可換股債券儲備 - - (180) - (180) 180 - 

與權益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 - (180) (24,431) (24,611) 162 (24,449) 

 

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 21,715 280,818 (85,530) 174,609 391,612 6,732 398,344 

        

於 2013 年 4 月 1 日 21,715 54,664 (74,282) 204,909 207,006 6,939 213,945 

        
全面收益        

 期間溢利 - - - 13,326 13,326 236 13,562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 - (3,679) - (3,679) 7 (3,672)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 - (3,679) - (3,679) 7 (3,672)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之全面(虧
損)/收益總額 - - (3,679) 13,326 9,647 243 9,890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本公司擁有人
出資及應佔分派總額        

 擬付 2013 年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17,125) (17,125) - (17,125) 

與權益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 - - (17,125) (17,125) - (17,125)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21,715 54,664 (77,961) 201,110 199,528 7,182 20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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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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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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 1 日 68,630 887,525 (229,702) 580,616 1,307,069 19,687 1,326,756 
        
全面收益        

 期間溢利 - - - 48,451 48,451 1,109 49,560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 - (40,047) - (40,047) (31) (40,078)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 - - (40,047) - (40,047) (31) (40,078)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之
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40,047) 48,451 8,404 1,078 9,482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本公司擁有人
出資及應佔分派總額        

已付 2012 年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77,214) (77,214) - (77,214) 
本公司擁有人出資及應佔分派總
額 - - - (77,214) (77,214) - (77,214) 

一間附屬公司已付 2013 年中期股
息 - - - - - (57) (57) 

可換股債券儲備 - - (569) - (569) 569 - 

與權益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 - (569) (77,214) (77,783) 512 (77,271) 

 

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 68,630 887,525 (270,318) 551,853 1,237,690 21,277 1,258,967 

        

於 2013 年 4 月 1 日 68,630 172,766 (234,768) 647,615 654,243 21,931 676,174 

        
全面收益        

 期間溢利 - - - 42,117 42,117 746 42,863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 - (11,628) - (11,628) 22 (11,606)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 - (11,628) - (11,628) 22 (11,606)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之全面(虧
損)/收益總額 - - (11,628) 42,117 30,489 768 31,257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本公司擁有人
出資及應佔分派總額        

擬付 2013 年第二次中期股息 - - - (54,124) (54,124) - (54,124) 

與權益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 - - (54,124) (54,124) - (54,124)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68,630 172,766 (246,396) 635,608 630,608 22,699 653,307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料連

同比較數字已按2013年6月30日之匯率每1美元兌3.16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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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止期間 截至6月30日止期間 
 2013年 2012年 2013年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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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52 28,960 101,616 91,528 

已付利息 (1,759) (25) (5,559) (79) 

已繳所得稅 (5,342) (3,720) (16,883) (11,757) 

經營業務所得現金淨額 25,051 25,215 79,174 79,692 
     
投資活動所得現金流量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扣除已收購之現金) - (75) - (237)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948) (3,362) (6,157) (10,626) 

購入無形資產 (69) (288) (218) (9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3 76 9 240 

出售可換股票據所得款項 - 1,694 - 5,354 

已收利息 429 726 1,356 2,295 

已收股息 11 5 35 16 

投資活動所耗現金淨額 (1,574) (1,224) (4,975) (3,868) 
     

融資活動所得現金流量     

已付股息 - (24,431) - (77,214) 

一間附屬公司向非控股權益支付之股息 - (18) - (57) 

收取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619 5,552 1,956 17,547 

償還銀行借貸 (6,178) (3,728) (19,525) (11,782) 

融資活動所耗現金淨額 (5,559) (22,625) (17,569) (71,506)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17,918 1,366 56,630 4,318 

於期初之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101,829 134,657 321,831 425,583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之匯兌調整 (1,759) (3,676) (5,560) (11,618) 

於期終之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117,988 132,347 372,901 418,283 
 
 

附註： 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之列賬貨幣為美元。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馬幣之補充資
料連同比較數字已按 2013 年 6 月 30 日之匯率每 1 美元兌 3.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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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 
 

a) 編製基準 
 
此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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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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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 A 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按香港上市規則之定義)及馬
來西亞證券交易所(「馬來西亞證交所」)主要板上市規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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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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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中
所描述之會計政策一致。 
 
i)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修正)「財務報表之呈列」規定其他全面收益項目應按其能否

於隨後時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作分組呈列。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內其他
全面收益之呈列已隨之更改，比較數字亦已重新呈列。 

 
 

ii) 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僱員福利」修訂僱員福利的會計方式。本集團已根
據此準則之過渡條文追溯應用此準則。對本集團的影響如下： 

 
此準則以界定福利資產或負債淨值計量的利息成本淨值(以年初計量之貼現率為基
準)，取代界定福利承擔利息成本及計劃資產預期回報。釐定貼現率方法並無更改，
仍以優質公司債券孳息率作為參照。因應用於計劃資產的貼現率較資產之預期回
報為低，收益表支出將會上升，惟全面收益總額將不受影響，由於收益表上升的
支出會由一項其他全面收益所抵銷。 
 
此準則有一新詞彙「重新計量」，乃由精算盈虧組成，指實際投資回報與淨利息
成本所蘊含之回報的差額。 

 
 

iii) 中期所得稅乃按預期年度總盈利所適用之稅率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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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之更改(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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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非呈列貨幣(即美元)之實體而言，其業績及財政狀況已換算為美元。 

 
 
 
A2. 過往年度財務報表之核數師報告 
 

本集團截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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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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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開支及旅遊業務收入可能因此而有
所增減。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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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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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季度之業績構成重大影響。 
 

 
 
A6. 債務及股本證券之變動 

 
本回顧季度內並無發行、註銷、購回、轉售及償還債務及股本證券。 

 
 
 
A7. 已付股息 

 
於本季度並無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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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098-A)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第 1 季度之財務報告 

 

 11 

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經集團行政委員會所審閱並用以作出決策之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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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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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份以華文為主的報章及雜誌，以及其他相關印刷及電子刊物。此
分部收入主要來自報章及雜誌之廣告及發行銷售；而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分部之收入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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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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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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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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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27 17,507 6,856 100,490 25,812 126,302 
 ════ ════ ════ ════ ════ ════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利 18,054 976 379 19,409 1,907 21,316 
 ════ ════ ════ ════ ════  
       
未能作出分配之利息支出      (2,113)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
淨額      (212)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之虧損      (114) 

      ──── 
除所得稅前溢利      18,877 
所得稅支出      (5,315) 
      ──── 
季度溢利      13,562 
      ════ 
其他資料：       
利息收入 386 42 - 428 1 429 
利息支出 (69) - - (69) - (69) 
折舊 (2,162) (342) (96) (2,600) (11) (2,611) 
無形資產攤銷 (228) (33) (22) (283) (5) (288)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之虧損 - (114) - (114) - (114) 
所得稅支出 (4,642) (260) (198) (5,100) (215) (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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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未經審核) 

截至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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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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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37 19,552 7,131 98,820 24,333 123,153 
 ════ ════ ════ ════ ════ ════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利/(虧損) 16,568 3,144 (40) 19,672 1,391 21,063 
 ════ ════ ════ ════ ════  
       
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淨額      (327)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3) 
      ──── 
除所得稅前溢利      20,733 
所得稅支出      (5,052) 
      ──── 
季度溢利      15,681 
      ════ 
其他資料：       
利息收入 635 90 - 725 1 726 
利息支出 (25) - - (25) - (25) 
折舊 (2,097) (395) (122) (2,614) (11) (2,625) 
土地使用權攤銷 - (15) - (15) - (15) 
無形資產攤銷 (199) (27) (20) (246) (4) (250)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3) - (3) - (3) 
所得稅支出 (4,350) (415) (92) (4,857) (195) (5,052) 

 
營業額源自出版、印刷及發行以華文為主的報章、雜誌、電子內容及書籍，以及提供旅遊及
與旅遊有關服務。 
 
於本季度確認之營業額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71,433 70,533 
報章、雜誌、電子內容及書籍之銷售額，經扣除貿易折扣及退貨 29,057 28,287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25,812 24,333 
   ───── ───── 
   126,302 123,1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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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8.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之分部資產如下： 
 
 (未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及 

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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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382 73,940 16,955 472,277 24,419 (1,188) 495,508 

 ═════ ═════ ═════ ════ ════ ════  
未能分配之資產       2,949 

       ─── 
總資產       498,457 

       ════ 
總資產包括：        
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之權益 - 3,030 - 3,030 - - 3,030 

添置非流動資產(遞延所
得稅資產除外) 1,905 82 21 2,008 9 - 2,017 

 ═════ ═════ ═════ ════ ════ ════ ════ 

 
 
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之分部資產如下： 
 
 (經審核)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 
及其他 

東南亞國家 
香港及 

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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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398 73,512 18,043 464,953 13,786 (2,674) 476,065 

 ═════ ═════ ═════ ════ ════ ════  
未能分配之資產       3,022 

       ─── 
總資產       479,087 

       ════ 
總資產包括：        
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之權益 - 3,142 - 3,142 - - 3,142 

添置非流動資產(可轉換
債券投資 - 股票衍生工
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除
外) 15,855 2,750 3,554 22,159 67 - 22,226 

 ═════ ═════ ═════ ════ ════ ════ ════ 

 
分部間之對銷指分部間之公司內部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無形資產、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
權益、存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以及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惟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可
供出售金融資產、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金融資產(上市股本證券)、可收回所得稅及本公司
持有之資產。 
 
負債總額與上一年度財務報表中所披露的數額並無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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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估值已由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結
轉，並無作出修改。 
 
於本季度購入及出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賬面淨值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購入  1,948 

出售  (39) 

 
 
 
A10. 結算日後之重大事項 

 
本集團並無結算日後的重大事項。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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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提述本公司於 2013年 7月 9日之公布，本公司一間無業務間接全資附屬公司Delta Tour & 
Travel Services (New York) Inc. (「Delta NY」)已按紐約企業守則、Delta NY 之公司細則
及紐約企業部之規則與規例予以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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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資料附註(續) 
 
A12. 資本承擔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尚未履行之資本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千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獲批准並已訂約 4,817 

 已獲批准但未訂約 4,308 

 9,125 

 
 
 
A13. 關連人士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向一間關連公司購買白報紙(附註1)   12,860 9,641 
向一名非執行董事支付顧問費   - 24 
向關連公司支付之租金(附註1)   5 6 
向一間關連公司購買機票(附註1)   6 8 
向一間聯營公司收取之代理費用    (41) - 
向一間關連公司銷售舊報紙及雜誌之廢料(附註1)   (759) (746) 
向關連公司提供機票及住宿安排服務(附註1)   (73) - 
向一間關連公司收取之租金(附註1)   (18) (18) 
代表一間聯營公司收取之廣告收入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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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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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互協定之預定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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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千美元 

2012 年 
千美元 

營業額   126,302 123,153 
除所得稅前溢利   18,877 20,733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   23,529 22,922 

 
集團於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之營業額為 126,302,000 美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2.6%。
營業額上升主要受惠於集團的馬來西亞出版業務及旅遊分部之收入增長。 
 
本季度之除所得稅前溢利為 18,877,000 美元，去年同季則為 20,733,000 美元，下跌 9.0%或
1,856,000 美元，主要由於融資成本增加，及去年同期錄得 1,126,000 美元之出售可換股票據
收益。 
 
然而，本季度之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由去年同季的 22,922,000 美元上升 2.6%至
23,529,000 美元。 
 
出版及印刷分部收入由 98,820,000 美元上升 1.7%或 1,670,000 美元至 100,490,000 美元；而
分部除所得稅前溢利為 19,409,000 美元，較去年同期輕微下跌 1.3%。收入增長是由於馬來
西亞業務的廣告收入增加，主要受益於 2013 年 5 月舉行的第 13 屆馬來西亞國會選舉所帶動
的各項選舉相關廣告所致。另一方面，集團於其他地區的出版業務收入下跌。香港業務受到
當地房地產市場衰退及中國內地反對鋪張浪費政策所影響，而集團在北美的業務則持續受制
於當地低迷的經濟狀況。 
 
旅遊分部於本季度內表現出色，收入較去年同季增加 6.1%或 1,479,000 美元至 25,812,000 美
元，除所得稅前溢利大幅上升 37.1%至 1,907,000 美元。這主要由於旅遊分部所開辦的歐洲
及其他長線旅行團持續深受亞洲旅客的歡迎。 
 
於回顧季內，馬來西亞令吉及加拿大元兌美元匯率保持平穩，因此貨幣匯兌並無對本季度集
團的財務業績構成重大影響。 

 
 
 
B2. 與上一季度比較之業績變動 
 

 (未經審核)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 

3 個月 
千美元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126,302 110,093 14.7% 

除所得稅前溢利 18,877 18,320 3.0%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之營業額為 126,302,000 美元，較上一季度的 110,093,000 美元
上升 14.7%或 16,209,000 美元。集團內所有經營分部均錄得營業額增長，當中以旅遊分部的
增幅最為顯著。受惠於營業額上升，除所得稅前溢利由18,320,000美元增加3.0%至18,8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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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核心市場的經濟環境疲弱及同業競爭加劇，預期未來幾個季度的營商環境將繼續充滿挑
戰。 
 
然而，集團會努力不懈，提高編採內容質素，加強與客戶及業務夥伴的關係，以保持市場佔
有率。 
 
白報紙的價格預期於未來數季內將保持穩定。然而，若美元兌馬來西亞令吉匯率持續上升，
集團盈利可能會受影響。集團會繼續加強於各業務分部的成本管理。 
 
除卻不可預見之情況下，集團預期於 2013/2014 財政年度將取得令人滿意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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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所得稅前溢利已計入/(扣減)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撥備及撇銷   (162) (96) 
存貨撥備及撇銷   (37) (241)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84 (80) 
出售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 1,126 

  
除上文及於 A8 中所述外，於馬來西亞證交所上市規定附錄 9B 第 A(16)段要求之其他項目並
不適用。 

 
 
 
B6.  所得稅支出 
 
 所得稅支出包括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3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所得稅支出    5,132 4,772 
過往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4 16 
遞延所得稅支出    179 264 
    5,315 5,052 

 
本集團於本季度之實際稅率較馬來西亞之法定稅率25%為高，主要由於若干開支不能用作扣
減所得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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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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  企業活動狀況 

 
除下文所述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即不早於此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刊發前 7 日)，概無已公
布但尚未完成之企業提案： 
 
茲提述本公司於2012年8月15日之公布，內容有關建議分拆本集團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業務及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獨立上市(「建議分拆」)。本公司已於2012年10月9日就
建議分拆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遞交申請，現正等候審批。 

 
 
 

B8.  集團借貸 
 
 本集團於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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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銀行借貸 -  161,995  161,995 
 

本集團借貸以馬來西亞令吉列賬。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以債務淨值除擁有人權益計算之資本負債比率約為 22%(2013
年 3 月 31 日：33%)。 

 

 

B9.  重大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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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於此等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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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派發獲豁免繳稅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15 美仙，
總計 17,125,000 美元，已於 2013 年 7 月 31 日派付。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回顧季度派發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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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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利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 3 個月 
   2013 年 2012 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 (千美元)  13,326 15,33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87,240,241 1,687,241,241 

每股基本盈利 (美仙)  0.79 0.91 

每股攤薄盈利 (美仙)  0.79 0.91 

 
於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季度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利與每股基本盈利
相同。 
 

 
 
B12. 已變現及未變現保留溢利之披露 
 

下列已變現及未變現保留溢利之分析乃根據馬來西亞會計師公會頒布之特別事務指引第1號
《根據馬來西亞證交所上市規定於披露資料內釐定已變現及未變現之溢利或虧損》而編製，
並已按馬來西亞證交所指定之格式披露。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3年 

6月30日 
千美元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美元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保留溢利總額：   

- 已變現 240,131 230,589 
  - 未變現 (6,520) (10,543) 
 233,611 220,04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累計虧損總額：   

- 已變現 (988) (874) 
  - 未變現 33 33 

 (955) (841) 
   
減：綜合調整 (31,546) (14,296)  
   
 
按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本集團之保留溢利總額 201,110 204,909 

 
上述已變現及未變現保留溢利之披露僅為遵守馬來西亞證交所指令之披露要求規定而編製，
不應作任何其他用途。 

 
承董事會命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羅玉娟 
湯琇珺 
聯席公司秘書 
2013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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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