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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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098-A）

（香港股份代號：685）
（馬來西亞股份代號：5090）

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布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及本集團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之權益，連同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2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營業額 3 477,853 472,237
已售貨品成本 (289,116) (285,492)

  

毛利 188,737 186,745
其他收入 5 11,875 9,707
其他收益淨額 6 3,165 3,037
銷售及分銷支出 (72,511) (70,489)
行政支出 (42,045) (36,969)
其他經營支出 (8,261) (6,516)

  

經營溢利 80,960 85,515
融資成本 7 (3,417) (33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虧損 (142) (294)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攤薄之收益 – 33

  

除所得稅前溢利 77,401 84,915
所得稅支出 8 (19,125) (20,572)

  

年度溢利 58,276 64,343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6,985 63,209
 非控股權益 1,291 1,134

  

58,276 64,34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美仙） 9 3.38 3.75
 攤薄（美仙） 9 3.38 3.75
股息 10 254,195 4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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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年度溢利 58,276 64,343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591) (3,941)
由出售附屬公司釋放之貨幣匯兌差額 (1,413) –
界定福利計劃資產之精算虧損 (141) (830)
長期服務金承擔之精算收益╱（虧損） 79 (93)
其他 46 –

  

除稅後之年度其他全面虧損 (2,020) (4,864)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56,256 59,479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4,943 58,287
 非控股權益 1,313 1,192

  

56,256 5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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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3月31日

2013年 2012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0,935 151,049
 投資物業 17,579 11,212
 土地使用權 – 2,025
 無形資產 77,908 78,124
 遞延所得稅資產 1,674 1,426
 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權益 3,142 2,253

  

251,238 246,089
  

流動資產
 存貨 50,128 57,89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7 97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230 191
 可換股票據投資 — 貸款部分 – 56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74,695 76,140
 可收回所得稅 870 1,62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1,829 134,657

  

227,849 271,17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72,898 70,623
 所得稅負債 7,147 5,520
 短期銀行借貸 13 170,602 5,285
 長期負債之流動部分 58 145

  

250,705 81,573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22,856) 189,60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8,382 435,693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1,715 21,715
 股份溢價 54,664 280,818
 其他儲備 (74,282) (72,679)
 保留溢利
 — 擬派股息 17,125 24,431
 — 其他 187,784 159,279

  

207,006 413,564
非控股權益 6,939 6,229

  

權益總額 213,945 419,793
  

非流動負債
 其他長期負債 1,332 1,348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105 14,552

  

14,437 15,900
  

228,382 43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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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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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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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此等財務資料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重估投資物業、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及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作出調整。

(i) 本集團已採納之新訂及修訂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修改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
引入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之計量原則的例外情況。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要求實體視乎其是否預期可透過使用或銷售收回資產的賬面
值而計算有關資產之遞延稅項。此修改引入一項可駁回假設 ─ 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
物業均全數透過銷售收回。此修改可追溯應用於201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根據此項修改之規定，本集團已根據稅項影響並假設投資物業之賬面值將透過銷售
全數收回，重新追溯計算所有投資物業相關之遞延稅項。此舉並無對本集團財務資
料帶來重大影響。去年比較數字並無因此重列。

除上文所述外，並無其他於2012年4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或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預期會對本集團
構成重大影響。

(ii) 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的新會計準則、對準則之修改及對現行準則之詮釋

於編製此等綜合財務資料時並無提早採納下列於2012年4月1日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生效的新準則、修改及詮釋：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2011年修訂） 僱員福利 2013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2013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修訂） 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201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015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201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201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201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2013年1月 1日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於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2011年11月）

2013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改 其他全面收益於財務報表之呈列 2012年7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改 金融工具：呈列 — 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之抵銷
2014年1月1日



– 5 –

password####58600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改 金融工具：披露 ─ 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之抵銷

201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第12號之修改，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27號（2011年修訂）

投資實體 2014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第11號
 及第12號之修改

過渡指引 201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2011年）數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201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在現行原則上加入識別對控制的概念作為
決定某一實體是否需要包括在母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內的重要因素。此準則提供額
外指引以協助判定難以評估的控制。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並不會對本集團構成任何財務影響，因
集團內全體附屬公司均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對控制的要求，且在新指引下
並無識別新附屬公司。

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外，管理層現正評估上述新準則、修改及詮釋之影響，
惟仍未能判斷上述新準則、修改及詮釋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之影響（如
有）程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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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內各實體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其各自之功能貨幣為單位計算，並無對集團本年度
之綜合收益表構成重大影響。

於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基於集團業務的主要部分位處馬來西亞，因此對承受美元
兌馬幣之匯率波動影響尤其顯著，年內確認之匯兌變動儲備減少609,000美元，主要來自
美元兌馬幣之匯率變動。



– 6 –

password####586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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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報章及雜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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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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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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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809 76,515 27,941 400,265 77,588 477,853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虧損） 69,985 9,717 (21) 79,681 1,790 81,471
     

未能作出分配之利息支出 (3,185)
其他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
 淨額 (74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之虧損 (142)

 

除所得稅前溢利 77,401
所得稅支出 (19,125)

 

年度溢利 58,276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2,124 249 – 2,373 6 2,379
利息支出 (232) – – (232) – (232)
折舊 (8,524) (1,474) (483) (10,481) (43) (10,524)
土地使用權攤銷 – (35) – (35) – (35)
無形資產攤銷 (872) (118) (84) (1,074) (18) (1,092)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
 聯營公司之虧損 – (142) – (142) – (142)
可轉換債券 — 股票衍生工具
 投資減值 (1,148) – – (1,148) – (1,148)
所得稅支出 (16,697) (1,536) (374) (18,607) (518) (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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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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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91,997 79,924 29,999 401,920 70,317 472,237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利 72,718 9,217 1,452 83,387 2,461 85,848
     

未能作出分配之費用淨額 (672)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294)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攤薄
 之收益 33

 

除所得稅前溢利 84,915
所得稅支出 (20,572)

 

年度溢利 64,343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2,278 285 4 2,567 5 2,572
利息支出 (286) (9) (44) (339) – (339)
折舊 (8,309) (2,146) (511) (10,966) (78) (11,044)
土地使用權攤銷 – (60) – (60) – (60)
無形資產攤銷 (877) (88) (79) (1,044) (12) (1,056)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294) – (294) – (294)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攤薄
 之收益 – 33 – 33 – 33
所得稅支出 (18,581) (1,180) (450) (20,211) (361) (20,572)

營業額源自出版、印刷及發行華文報章、雜誌、電子內容及書籍，以及提供旅遊及與旅遊
有關服務。於本年度確認之營業額如下：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廣告收入，經扣除貿易折扣 286,816 285,369

報章、雜誌、書籍及電子內容之銷售額，
 經扣除貿易折扣及退貨 113,449 116,551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收入 77,588 70,317
  

477,853 47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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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3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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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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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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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824 85,138 14,814 508,776 11,352 (6,309) 513,819
      

未能分配之資產 3,447
 

總資產 517,266
 

總資產包括：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2,253 – 2,253 – – 2,253
添置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5,949 1,520 203 7,672 114 – 7,786

       

分部間之對銷指分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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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權、無形資產、於共同控制實
體及聯營公司之權益、存貨、可換股票據投資 — 貸款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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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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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於馬來西亞、其他東南亞國家、香港及中國內地（「主要營運國家」）從事出版
及印刷業務。截至2013年及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出版及印刷業務來自外來客戶
之收入按營運國家分析如下：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主要營運國家
 —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295,809 291,997

 — 香港及中國內地 76,515 79,924

其他國家 27,941 29,999
  

400,265 401,920
  

於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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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3月31日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主要營運國家
 —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218,812 214,714

 — 香港及中國內地 22,574 24,464

其他國家 8,178 5,485
  

249,564 244,663
  



– 10 –

password####58600

4.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 1,092 1,056

土地使用權攤銷 35 60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959 693

 過往年度（餘額撥回）╱撥備不足 (13) 33

折舊 10,524 11,044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之直接成本 67,109 61,427

僱員褔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 116,927 107,22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410 (27)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 – (19)

出售無形資產之虧損 11 –

可轉換債券 — 股票衍生工具投資減值 1,148 –

經營租賃開支
 土地及樓宇 2,149 2,033

 機器 19 18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及撇銷 171 205

陳舊存貨撥備 107 102

使用之原材料及消耗品 115,055 118,065

其他開支 96,230 97,552
  

已售貨品成本、銷售及分銷支出、行政支出
 及其他經營支出總額 411,933 399,466

  

5. 其他收入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舊報紙及雜誌廢料銷售 4,871 5,610

利息收入 2,379 2,572

其他與媒體有關之收入 2,099 –

租金及樓宇管理費收入 1,257 1,210

服務稅撥備撥回 741 –

特許權及版權收入 337 305

股息收入 10 10

其他 181 –
  

11,875 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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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243 –
出售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1,126 –
匯兌收益淨額 231 534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38 (22)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17 118
其他 510 2,407

  

3,165 3,037
  

7. 融資成本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借貸之利息 3,417 295
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 44

  

3,417 33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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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6.5%）計提撥備。本集團馬來西亞業務之所得稅則根據年內來自馬來西亞之估計應課稅
溢利以稅率25%（2012年：25%）計算。其他國家溢利之稅項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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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稅項
 本年度 1,704 1,687
 過往年度餘額撥回 (13) –

馬來西亞稅項
 本年度 18,396 17,712
 過往年度（餘額撥回）╱撥備不足 (36) 39

其他國家稅項
 本年度 401 471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09 3

遞延所得稅（收入）╱支出 (1,536) 660
  

19,125 2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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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不包括本公
司購回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56,985 63,20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87,240,655 1,686,608,949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3.38 3.75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獲兌換後，調整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股數計算。本公司擁有一類潛在攤薄普通股股份，即購股權。假設購股權獲行使而
發行之股份數目減就同等所得款項總額可按公平值（根據財政年度內本公司股份之
平均價格釐定）發行之股份數目為無償發行之股份數目。無償發行之股份數目加入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得出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已於2011年8月20日屆滿，本公司並無採納新購股權計劃。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美元） 56,985 63,20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87,240,655 1,686,608,949

就購股權進行調整 – 363,463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687,240,655 1,686,972,412
  

每股攤薄盈利（美仙） 3.38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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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歸屬於本年度之股息：
已付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13美元
 （相當於0.41馬幣或1.01港元）（2012年：0.400美仙） 225,715 6,749
已付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73美仙
 （2012年：0.800美仙） 11,355 13,498
於報告期間完結後宣派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15美仙（2012年：1.448美仙） 17,125 24,431

  

254,195 44,678
  

於本年度支付之股息：
2012年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448美仙
 （2011年：1.153美仙） 24,431 19,437
2013年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13美元
 （相當於0.41馬幣或1.01港元）（2012年：0.400美仙） 225,715 6,749
2013年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73美仙
 （2012年：0.800美仙） 11,355 13,498

  

261,501 39,684
  

附註：

(a) 每股普通股0.13美元（相當於0.41馬幣或1.01港元）之特別股息（2012年：0.400美仙），總
計225,715,000美元，已於2012年11月28日派付。已派股息總額有別於2012年9月25日刊
發之通函所載之已宣派股息，原因為股息宣派日至股息支付日期間，匯率出現波動
所致。

(b) 每股普通股0.673美仙之第一次中期股息（2012年：0.800美仙），總計11,355,000美元，已
於2013年1月15日派付。

(c) 於2013年5月29日，董事會宣布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第二次中期股息每
股普通股1.015美仙以代替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股息將於2013年7
月31日以馬幣或港元現金並參考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於2013年5月29日中午12時正所
報美元適用之匯率中位數釐定之匯率，向於2013年7月12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普通股東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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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於2013年5月29日中午12時正所報美元兌馬幣及美元兌港元之匯
率中位數以及應付第二次中期股息金額如下：

匯率
每股

普通股股息

美元兌馬幣 3.0575 3.103馬仙
美元兌港元 7.7634 7.880港仙

(d) 2012年第二次中期股息指就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派發之股息每股普通股1.448美仙，
已於2012年6月27日派付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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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3月31日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66,452 66,638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362) (2,806)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附註） 64,090 63,832

按金及預付款項 7,063 8,622

其他應收賬款 3,542 3,686
  

74,695 76,140
  

於2013年3月31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附註：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一般介乎7日至120日。

於2013年3月31日，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貿易應收賬款淨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3月31日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60日 45,739 44,711

61至120日 14,631 15,241

121至180日 2,023 2,756

180日以上 1,697 1,124
  

64,090 63,832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3月31日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22,601 23,27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33,376 31,627

預收款項 16,921 15,725
  

72,898 7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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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2013年3月31日，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3月31日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60日 19,990 20,628
61至120日 1,889 1,928
121至180日 253 239
180日以上 469 476

  

22,601 23,271
  

13. 短期銀行借貸

於3月31日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 – 336
無抵押 170,602 4,949

  

170,602 5,285
  

短期銀行借貸之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算：

於3月31日
2013年 2012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馬來西亞令吉 170,602 4,949
美元 – 336

  

170,602 5,285
  

有抵押銀行借貸以本公司作出之擔保作抵押，期限最長為120日。

短期銀行借貸之平均票面息率為4.5%（2012年：3.6%）。

短期銀行借貸上升主要由於提取一項短期銀行借貸作為於2012年11月28日派發之特別股
息的部分資金。

短期銀行借貸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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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摘要

截至
2013年

3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
2012年

3月31日
止年度 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

營業額 477,853 472,237 +1.2
除所得稅前溢利 77,401 84,915 –8.8
年度溢利 58,276 64,343 –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56,985 63,209 –9.8
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90,090 94,842 –5.0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3.38 3.75 –9.9

整體業務回顧

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477,853,000美元，較上一財政年
度之472,237,000美元微升1.2%或5,616,000美元，歸功於旅遊分部表現改善，而出
版及印刷分部所得收益則維持於去年水平。

然而，經營支出及融資成本上漲抵銷收益增長。本集團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
77,401,000美元，較去年84,915,000美元減少8.8%或7,514,000美元。

出版及印刷分部所得收益維持於去年400,265,000美元之水平。馬來西亞業務
所得收益微升1.3%，主要受廣告收益增加所帶動。另一方面，北美經濟放緩及
香港免費報章競爭白熱化，導致上述兩個市場之收益減少。

受成本上漲影響，出版及印刷分部錄得除稅前溢利79,681,000美元，較去年減少4.4%
或3,706,000美元。

旅遊分部之營業額增加10.3%或7,271,000美元至77,588,000美元，除所得稅前溢
利則較去年2,461,000美元減少27.3%或671,000美元至1,790,000美元。溢利減少主
要是由旅遊分部現正申請上市所產生的成本引起。

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為3.38美仙，相對去年則為3.75美仙。
於2013年3月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
產淨值分別為101,829,000美元及12.27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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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回顧

出版及印刷

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儘管經營環境充滿挑戰，馬來西亞業務仍按年錄得溫和收益增長。

總收益增加1.3%或3,812,000美元至295,809,000美元。然而，回顧年內經營成本上
漲抵銷收益增長。因此，本年度除所得稅前溢利較去年72,718,000美元減少3.8%
或2,733,000美元至69,985,000美元。

馬來西亞業績表現亦受可轉換債券投資減值1,148,000美元所影響。撇除減值支出，
馬來西亞業務之除所得稅前溢利將為減少2.2%。

根據尼爾森媒體研究 (Nielsen Media Research)，於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期間，馬
來西亞之報章廣告開支下跌1%至43億馬幣（相當於14億美元）。報章廣告開支
表現疲弱乃歸因於英文分部縮減 4%以及馬來文分部維持於去年水平；華文分
部則保持穩定增長勢頭，錄得升幅3%至13億馬幣（相當於4億美元）。本集團旗
下報章與華文報章廣告市場同步增長，並佔據華文報章廣告市場73.1%的市場
份額。

本集團於馬來西亞擁有四個印刷品牌，盡享商業優勢及市場地位，每日平均
讀者總數達2,857,000人，佔15歲或以上華人人口之65.0%，並相當於馬來西亞
半島華文報章銷量之87.8%。該等強大市場地位建基於我們長久以來為讀者及
廣告商提供高質素刊物之承諾。

根據AC尼爾森讀者調查 (AC Nielsen Readership Survey)，《星洲日報》蟬聯馬來西
亞最多人閱讀之華文報章，2012年1月至12月期間每日吸引1,285,000名讀者，
較去年同期增加3.9%或48,000人，佔據馬來西亞華文報章廣告市場38.5%市場
份額。

《星洲日報》之卓越表現全賴持續提升編採質素、就華人社區關注的問題發表
引發全國討論之具影響力社評及出色的新聞報導。隨著讀者人數增加，《星洲
日報》未來廣告發展將持續向好。

《中國報》穩守最受歡迎晚報之領導地位，持續於全國錄得穩定增長。於2012年
1月至12月期間，該報每日平均讀者人數達1,089,000人，較去年同期增加78,000
人或7.7%，同時佔據華文報章廣告市場之22.3%。《中國報》之分類廣告表現尤
其出色，對其整體表現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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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蟬聯北部市場最多讀者報章，讀者人數達357,000人。年內，《光明日
報》重新設計版面並革新內容，務求加強對讀者及廣告商之吸引力。憑藉強大
地區新聞與廣泛專題報導之成功配搭，《光明日報》於眾多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

《南洋商報》年內慶祝其90週年。經過多年努力，《南洋商報》成功孕育以專業人
士、管理層、商人及行政人員為主之目標讀者群，每日吸引126,000名受教育之
有質素讀者。憑藉強大讀者背景，《南洋商報》成為以接受高等教育及富裕專
業人士及主管級讀者為目標之公司宣傳旗下服務及產品的不二之選。

生活雜誌為馬來西亞最大型華文雜誌出版商，擁有一份小報及17份雜誌。按
廣告收益及讀者人數計算，旗艦刊物《風采》再度蟬聯全國第一華文女性雜誌。
於2012年5月，生活雜誌推出新馬來語寵物雜誌《Jinak》，成為馬來西亞首本主
攻寵物主人之馬來語生活休閒雜誌。

馬來西亞業務繼續朝展覽及活動業務發展，成功舉辦「緣訂今生婚紗美容展」、「南
洋教育展」、「國際健康展」及「南洋物業展」。展覽及活動業務已奠定強大增長基礎，
參觀人數不斷增加。

年內，本集團透過與當地夥伴合作成立之合營企業管理及發行華文日報《印尼
星洲日報》，進一步拓展其於印尼華文報章市場之版圖。

香港及中國內地

在困難經營環境下，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內地之出版及印刷分部錄得收益
76,515,000美元，較去年79,924,000美元倒退4.3%。該分部年內產生除所得稅前
溢利9,717,000美元，較去年9,217,000美元增加5.4%，主要由於年內出售數間附
屬公司及可換股票據錄得分別1,243,000美元及1,126,000美元之收益。

本集團於香港出版之旗艦報章《明報》以準確市場定位、始終如一的高質素專
業報導及涵蓋整個大中華地區社會、政治及經濟範疇之全面內容一枝獨秀。《明報》
全面及卓越之報導手法多年來備受肯定。於香港報業公會舉辦之《2012年香港
最佳新聞獎》中，《明報》合共奪得12項殊榮，包括四個冠軍獎項 — 最佳獨家新聞、
最佳新聞報道、最佳經濟新聞報道及最佳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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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明報》獲授特許權配合本地課程開發電子教科書。本集團將透
過提升包括數碼校園、電子學習及圖書館管理等之現有教育組合，繼續投資
於教育界。憑藉其強大學校網絡，可望把握新商機，有助本集團進一步擴展
教育市場。

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隨著重組計劃完成，加上香港業務內部增長，本
集團附屬公司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萬華媒體」）錄得自其上市以來最佳之
業績。於回顧年度之萬華媒體擁有人應佔溢利上升10%。

北美

鑑於美國經濟復蘇緩慢及加拿大住宅市場低迷，北美消費者及廣告商對於消
費開支更為謹慎，以致此分部之廣告收益減少。本集團旗下北美業務之營業
額下跌6.9%至27,941,000美元。此分部於2012/2013年度接近達到收支平衡，而於
2011/12年度則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1,452,000美元。

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服務

儘管全球各地經濟持續波動，國際旅遊業仍能順利發展。根據最近刊發之《世
界旅遊組織 — 世界旅遊業晴雨表》(UNWTO World Tourism Barometer)，國際到訪
旅客人次於2012年增加4%，而亞太地區更錄得7%之升幅，成績尤為昭然；而
本集團旅遊分部熱門目的地歐洲則上升3%。受宏觀環境趨勢所影響，本集團
透過翠明假期及Delta Group經營之旅遊分部，受惠於主要為亞洲旅客大力支持
以及歐元疲弱帶動歐洲旅行團之需求上升，其長線旅行團錄得可觀增長。

旅遊分部之營業額由2011/2012年度之70,317,000美元增加10.3%至2012/2013年度
之77,588,000美元。除所得稅前溢利為1,790,000美元，而去年則為2,461,000美元，
有關減少主要由經營支出上升及旅遊分部擬在香港上市之相關成本所引起。

於2012年8月15日，董事會宣布建議分拆本集團旅遊及與旅遊有關業務，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創業板」）獨立上市，並已就此於2012年10月9
日向創業板遞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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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媒體

乘著數碼改革之勢頭，媒體行業正進行重整，為能把握此銳不可擋的趨勢之
公司帶來商機。本集團致力透過網站、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提供多平台電子
媒體內容。本集團相信，豐富且優質的媒體內容乃擴闊觀眾群及帶來新收入
來源之關鍵。本集團於此業務採用之策略舉措，有助為廣告客戶提供全面市
場推廣策略，並透過交叉銷售活動實現協同效應。

前景

董事預期，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市場之營商環境將會充滿挑戰。

本集團之廣告收益預期與本集團業務所在地之經濟同步增長。本集團一直致
力加強旗下刊物之編採內容，預期發行銷售量將維持穩健水平。

本集團將繼續落實成本管理措施，並採取措施保持邊際利潤。

除卻不可預見之情況下，本集團預期於新財政年度將取得令人滿意之表現。

資產抵押

於2013年3月31日，若干附屬公司賬面淨值12,401,000美元（2012年：11,741,000美元）
之全部資產已按一般抵押協議抵押予若干銀行。

或然負債

於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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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力抗辯。儘管於本公布日期仍未能確定訴訟之最終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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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承擔

於2013年3月31日，本集團已審批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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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4,402,000美元，而已審批但未訂約且未於此綜合財務
資料撥備之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開支則為1,143,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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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2013年3月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01,829,000美元（2012年3月31日：
134,657,000美元），而銀行借貸總額則為170,602,000美元（2012年3月31日：5,285,000
美元）。負債淨值為68,773,000美元（2012年3月31日：現金淨值129,372,000美元）。
擁有人權益為207,006,000美元（2012年3月31日：413,564,000美元）。

於2013年3月31日，本集團以負債淨值除擁有人權益計算之資本負債比率約為
33%（2012年3月31日：零）。資本負債比率上升主要由於提取一項短期銀行借
貸作為於2012年11月28日派發之特別股息的部分資金。

於2013年3月31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為22,856,000美元（2012年3月31日：流
動資產淨值189,604,000美元），主要因提取上述短期銀行借貸而起。儘管如此，
本集團有充裕營運資金，並可持續自其經營業務產生淨現金流入，以便全面
履行到期財務責任。此外，本集團目前正進行有關借貸之再融資。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3年3月31日，本集團有4,651名僱員（2012年：4,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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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數字。概無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士
涉及釐定其本身之酬金。本集團已設立購股權計劃，作為對董事及合資格僱
員之獎勵。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本公司於2012年8月在公開市場以每股3.80港元之價格購回其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之上市股份合共1,000股，藉以根據馬來西亞公司
法之條文使有關股份購回授權之有償債能力聲明生效。購回總代價為3,800港
元（相當於490美元）。購回以內部產生之資金支付。

所有於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內購回之股份已被註銷，本公司之已發行股
本亦已按購回股份之面值相應減少。就該等股份支付之溢價已自股份溢價賬扣除，
而相等於被註銷股份面值之金額則由本公司之保留溢利轉撥至股本贖回儲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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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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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於2013年7月12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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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資格收取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15
美仙，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2013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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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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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
月12日（星期五）下午4時正前就股份過戶而過戶至託管人證券賬戶之股份；及 (ii)
根據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於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買入隨附股息權利
之股份。第二次中期股息將於2013年7月31日派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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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8日至2013年7月12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受理。

企業管治

董事會致力實踐企業管治之最高水平，並奉行按照馬來西亞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馬
來西亞守則」）及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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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回顧年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守則所載守則條文，並已遵循馬來西亞守則
之建議（惟委任一位獨立非執行主席及一位資深獨立董事除外）。董事會會繼
續審閱及評估該馬來西亞守則之建議。

本公司2012/13年度報告將包括一份列明本集團企業管治框架以及解釋如何應
用馬來西亞守則之建議及香港守則所載守則條文的詳盡企業管治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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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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板上市規定第14章（上市證券買賣）
（「馬來西亞證交所上市規定第14章」）及 (ii)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0所
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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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

財務報表之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承董事會命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張裘昌
董事

2013年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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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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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