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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JI FOOD AND CATERING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
福記食品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5）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第一季度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按期間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營業額 657,698 357,110 +84.2%
 送餐服務 452,833 287,141 +57.7%
 中餐館 69,947 63,319 +10.5%
 主題餐廳 123,479 — 不適用
 方便食品及有關業務 11,439 6,650 +72.0%
經營盈利 183,328 124,588 +47.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111,531 95,071 +17.3%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20.6 18.5 +11.4%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福記食品服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收入及盈利均錄得強勁增長。二零零八╱零九年財政年度
首季的營業額及毛利率分別約為人民幣657,698,000元（二零零七╱零八年首季：人民幣
357,100,000元）及57.2%（二零零七╱零八年首季：60.1%）。來自經營業務的盈利約達人民
幣183,328,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47.2%。純利上升17.3%至約人民幣111,531,000元，而每股基
本盈利則為人民幣20.6分（二零零七╱零八年首季：人民幣1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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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39號，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純利
已分別扣除約人民幣1,085,000元（二零零七╱零八年首季：人民幣2,254,000元）及約人民幣
29,635,000元（二零零七╱零八年首季：人民幣15,982,000元）的非現金開支。

市場回顧

隨著跨國公司對外判送餐服務的需求與日俱增，帶動國內對合約送餐服務的發展。中國
的送餐服務行業經過多年建設仍然極為分散，行業繼續整合將為市場帶來龐大商機，擁
有穩固根基兼能提供優質食品及服務的送餐服務供應商將直接受惠。

業務回顧

本集團正開始享受過往幾年努力於資本投資的成果。其送餐業務轄下的兩大業務－消費
者送餐業務及機構送餐業務日益壯大，而現有餐館業務在收購主題連鎖餐廳金漢斯後
亦大幅擴展，為福記未來再創業務新里程奠下穩固基礎。本集團預期北京及嘉定地區性
分銷及加工中心將分別於二零零九年第二及第三季投產，屆時本集團的產能將大大增
加，從而鞏固福記在中國送餐服務市場的領導地位。本集團對於爭取更多送餐服務合約
和提升整體毛利率感到樂觀。

送餐服務

送餐服務繼續穩步發展，為本集團提供主要的盈利來源，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68.9%。於
回顧期內，本業務的收入增加57.7%至約人民幣452,834,000元，經營盈利亦上升17.9%至約
人民幣125,768,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生產約810,500份餐（不包括鐵路
膳食），同比增加32.0%。

消費者送餐

消費者送餐業務持續拓展，並成為本集團的主要收入及盈利增長動力，佔總營業額的
66.4%。其營業額約為人民幣435,554,000元，同比上升51.7%。

機構送餐

機構送餐的營業額約人民幣17,280,000元，主要源自為鐵路客戶供應半製成產品。憑著率
先進駐此尚未開發市場的優勢，本集團將致力加快佔據及擴大其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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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

中餐館

中餐館業務是本集團第二大收入來源，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10.6%。於回顧期內，由於四
川地震影響消費者外出用餐的意欲，使此業務受到輕微影響。然而，本集團相信這僅屬
短期現象，中餐館業務將不久會恢復正常。本集團在北京、上海及蘇州經營共九間中餐
館，營業額達到人民幣69,947,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0.5%。本集團不斷更新餐單配搭，以
滿足顧客多變的口味。於回顧期內，4間中餐館正進行裝修，預計將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及
十一月以煥然一新的面貌重新開業。

主題餐廳

藉著金漢斯主題連鎖餐廳擴闊集團業務基礎，隨著餐館業務持續擴展，預期未來為本集
團所帶來的貢獻將與日俱增。期內，主題餐廳的營業額及經營盈利分別比二零零八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的最後季度上升8%及8.6%至約為人民幣123,479,000元和人民幣27,267,000
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金漢斯於中國26個城市設有40間餐廳，包括位於北京新增
設的分店。於回顧期內，金漢斯為約346萬名顧客服務，人均消費為人民幣35元。本集團相
信，中國消費者的餐飲習慣及喜好改變將有利金漢斯業務順利拓展。

方便食品及其他

回顧期內方便食品及其他業務的營業額同比上升72%至人民幣11,439,000元。唯由於營運
成本不斷上漲，而導致經營盈利錄得人民幣5,700,000的虧損。憑藉本集團高效的物流網絡
和強大的分銷渠道，以及福記出品的方便食品能保持長達三十天保鮮期的獨特優勢，集
團有信心營養豐富的方便食品業務很快能重拾以往上升的動力。此業務佔本集團總營
業額的1.7%。

前景

預期中國主要經濟特區及沿海省份對餐飲服務的需求將會增加，本集團現已準備就緒
掌握潛在機遇。本集團擁有完善設施，將可於生產及採購方面享有經濟規模，並且在受
惠於中央廚房的設立下，將致力把消費者送餐業務擴大至沿海地區的大學。本集團對於
快速增長的機構送餐業務非常樂觀。

至於餐館業務，本集團將致力實行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以達紓緩食材成本上漲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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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改善其生產平台的使用率，積極發掘更多新商機，致力擴大其
在中國送餐市場的份額。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健康，現金流量亦見穩定。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股東
權益總額達人民幣2,938,50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升4.9%。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達人民幣687,000,000元（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957,400,000元）。流動資產淨值為人民幣513,600,000元（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774,400,000元）。

憑著充裕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可動用的銀行貸款以及雄厚的經營現金流量，管理
層深信本集團具備充裕資源，足以償還任何債項以及提供日常營運及資本開支所需資
金。

本集團之申報貨幣為人民幣。本集團的貨幣資產、貨幣負債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港幣
及美元列值。由於年內該等貨幣的匯率波動極微，且預期未來波幅亦不會重大，本集團
相信其匯率波動風險有限。

資本結構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債務總額包括主要按固定年息率5.913厘至8.217厘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年息率介乎6.723厘至8.217厘）及按浮動年息率0厘至12.75厘
計息的銀行貸款、收購一家附屬公司應付代價、花旗債券及二零零九年到期的三年零息
可換股債券（「二零零九年債券」）（合共人民幣2,592,000,000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人 民 幣2,530,900,000元）。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的 權 益 總 額 為 人 民 幣
2,938,500,000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00,300,000元）。按上述各項計算，本集
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88.2%（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90.4%）。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九日發行二零零九年債券，本金總額為港幣1,000,000,000元，
可兌換為本公司普通股。二零零九年債券的持有人有權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起
至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營業時間結束為止的期間內，隨時按每股港幣17.51元的兌換
價（「兌換價」）將債券兌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兌換價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調整至每
股港幣17.18元。於回顧期內，概無二零零九年債劵獲兌換為本公司新普通股，亦概無僱員
股份認購權獲行使。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為541,296,756股，
而二零零九年債券未償還本金額則為港幣462,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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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債券的持有人有權由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至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一日營業
時間結束為止的期間內，隨時按每股港幣32.825元（可予調整）的兌換價將債券兌換為本
公司普通股。然而，自發行以來，並未因兌換花旗債券而發行新股份。

有關二零零九年債券及花旗債券的詳細條款及詳情載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月
十二日的公佈內。

除上述所披露外，本公司股本於回顧期內並無任何變動。

集團架構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架構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港幣列值相當於人民幣258,300,000元之定期存款（二
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6,400,000元）及若干固定資產用作本集團銀行信貸的抵
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採用優惠稅率待遇計算於上海兩間全資附屬公
司 所 得 稅 負 債 而 承 擔 為 數 約 人 民 幣59,800,000元（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人 民 幣
57,100,000元）的或然負債。此外，本集團就第三方侵用「福記」商標索取賠償承擔為數約
人民幣100,000,000元的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及香港僱用12,973名員工（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12,305名員工），其中包括天寶及其附屬公司所聘5,700名員工。所有員工一律按
其工作表現、經驗及當時市場水平釐定薪酬。本集團以強制性公積金形式向香港的員工
提供退休福利，中國員工亦獲提供類似計劃。

本集團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藉以獎勵及獎賞對本集團的成就作出貢獻的
合資格參與人。董事可酌情邀請本集團任何僱員或本公司董事，接納任何可認購本公司
股份的購股權。

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七年度的比較數字。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之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的收益
表及其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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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657,698 357,110
其他收入 24,100 9,827
所耗材料成本 (281,289) (142,513)
員工成本 (64,294) (29,719)
經營租約租金 (34,746) (10,485)
折舊及攤銷 (57,377) (29,515)
燃料及公用服務成本 (19,786) (6,794)
消耗品 (13,465) (5,203)
其他經營開支 (27,513) (18,120)

經營盈利 2 183,328 124,588

融資成本 3(a) (37,862) (21,435)

除稅前盈利 145,466 103,153

所得稅 4 (23,241) (8,082)

期內盈利 122,225 95,071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1,531 95,071
 少數股東權益 10,694 －

122,225 95,071

每股盈利
 －基本 5(a) 人民幣20.6分 人民幣18.5分

 －攤薄 5(b) 不適用 人民幣1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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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3,764,504 3,432,067
 無形資產 159,403 161,465
 商譽 393,188 393,188
 收購及建設固定資產的訂金 343,808 289,050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的訂金 12,000 12,000

4,672,903 4,287,770

流動資產
 存貨 86,610 88,705
 應收賬款 60,978 53,790
 訂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44,426 193,148
 已抵押銀行存款 258,340 136,43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87,034 957,430

1,237,388 1,429,511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44,000 269,000
 應付賬款 55,856 126,19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89,940 221,316
 應付所得稅 33,976 38,630

723,772 655,141

流動資產淨值 513,616 774,37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186,519 5,062,140

非流動負債
 二零零九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 438,126 441,293
 收購附屬公司應付代價 311,699 341,880
 二零一零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 1,395,321 1,373,295
 銀行貸款 102,831 105,405

2,247,977 2,261,873

資產淨值 2,938,542 2,80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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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5,665 5,665
 儲備 2,815,715 2,688,895

2,821,380 2,694,560
少數股東權益 117,162 105,707

權益總額 2,938,542 2,80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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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收益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
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編製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綜合收益
表採納的主要會計政策與二零零七╱零八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貫徹一致。本集團亦已採納多項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然而，採納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編製及呈列經營業績及財政狀況之方式造
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期內向客戶供應已售貨品及提供服務的銷售價值，不包括營業稅及其他政府稅金，並扣除
銷售退貨及折扣。本集團於期內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未經審核分部收入及未經審核分部業績分析如
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 送餐服務業務 452,833 287,141
 － 中餐館業務 69,947 63,319
 － 主題餐廳業務 123,479 －
 － 方便食品及有關業務
 　－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11,439 6,650
 　－ 分部間收益 15,087 －

672,785 357,110
 減：分部間收益 (15,087) （－）

657,698 357,110

分部業績
 － 送餐服務業務 125,768 106,723
 － 中餐館業務 11,849 19,738
 － 主題餐廳業務 27,267 －
 － 方便食品及有關業務 (5,702) 121

159,182 126,582

未分配收入╱（支出）淨額 24,146 (1,994)

經營盈利 183,328 124,588

鑑於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故此並無呈列地區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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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呈列本期間內數據，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

3. 除稅前盈利

 除稅前盈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銀行貸款利息 8,227 5,453
可換股債券利息 29,635 15,982

37,862 21,435

b) 其他項目

利息收入 (5,533) (5,291)
分租租金收入 (260) (234)
政府補助金 (17,218) (3,941)
所耗材料成本 281,289 142,513
折舊及攤銷 57,377 29,515
有關物業的經營租約租金 32,746 10,485

4. 所得稅

 所得稅開支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中國
 本期間撥備 23,241 8,082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概無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盈利，
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中國附屬公司之稅項乃按概約中國現行稅率計算。期內，根據有關稅務規例及法規，若干中國附屬公
司須繳付按標準稅率50%計算之稅項或獲全面豁免繳付所得稅。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並無任何重大潛在的遞延稅項資產及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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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盈利人民幣111,531,000元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人民幣95,071,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541,296,756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514,699,281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行使可換股債券所附帶的換股權及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普通權益股東應佔盈利人民幣
95,071,000元及已就員工購股權所產生之攤薄潛在普通股所造成影響作出調整的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515,179,140股計算。

季度股息

董事會並無宣派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任何季度股息（截至二零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無）。

審閱業績

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的季度衛生報告以及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
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的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收
益表。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福記食品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魏東

中國，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魏東先生、姚娟女士、董輝先生及顧宏女士；及四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徐尉玲博士、黃之強先生、粟剛兵先生及楊柳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