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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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5）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福記食品服務控股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
同上個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63,863 66,403

所耗材料成本  (38,279) (45,069)
   

毛利  25,584 21,334

其他收入  207 87

執行債務償還安排計劃之收益 5 1,732,215 –

員工成本  (10,516) (14,993)

經營租約租金  (1,848) (2,809)

折舊  (3,903) (4,851)

燃料及公用服務成本  (3,007) (4,202)

消耗品  (562) (2,103)

其他經營開支  (3,629) (49,760)

應收不再綜合入賬附屬公司款項之減值  (21,202) (16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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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溢利╱（虧損）  1,713,339 (224,951)
融資成本 6 (38,792) (77,105)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1,674,547 (302,056)
所得稅 7 – –
   

期內溢利╱（虧損）  1,674,547 (302,056)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4,755 29,165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1,689,302 (272,891)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674,568 (302,056)
 非控股權益  (21) –
   

  1,674,547 (302,056)
   

應佔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689,323 (272,891)
 非控股權益  (21) –
   

  1,689,302 (272,891)
   

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每股人民幣分）  309 (56)
   

 攤薄（每股人民幣分）  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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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7,832 14,999
   

流動資產   
存貨  1,840 2,819

應收賬款 10 12,254 15,483

應收投資者款項  54,876 55,50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164 14,617

銀行及現金結餘  251,196 278,852
   

  330,330 367,27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30,329 37,01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1,101 24,289

應付債務償還安排計劃款項 5 438,370 –

應付不再綜合入賬附屬公司款項  807,358 785,360

銀行借貸  – 24,599

可換股債券  – 2,139,310
   

  1,287,158 3,010,573
   

流動負債淨額  (956,828) (2,643,297)
   

負債淨額  (938,996) (2,628,29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665 5,665

儲備  (945,160) (2,634,48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939,495) (2,628,818)

非控股權益  499 520
   

權益總額  (938,996) (2,62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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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福記食品服務控股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根據開曼群島第 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
年第三號法律的合訂與修訂本）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 i cke t Squa re ,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Cayman Islands，而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港灣
道6–8號瑞安中心27樓2703–08室。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並已自二零
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起暫停買賣。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送餐服
務及銷售方便食品及相關業務。

2.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
計準則第 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財務報表所規定之全部資料
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之中期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可影響政策應用以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
申報額（按本年累計基準）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或會與該等預測有異。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
者一致。

清盤呈請及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宣佈延遲刊發本公
司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及寄發年報（「延遲事項」）。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七日，本公司委聘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獨立財務顧問（「獨立財務顧問」），以 (i)協助本
集團確認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及 ( i i )就本集團之財務狀況進行獨立分析，旨在處理本
公司利益關係者因延遲事項而提出之疑慮。在獨立財務顧問對本集團事項進行覆核時，獨立財務顧問察覺到顯
示本集團面對重大財務挑戰的處境，尤其是有關本集團送餐服務業務營運的財政狀況及前景已相當迅速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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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提出本公司之清盤呈請（「呈請」）。
同日，高等法院頒令委任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楊磊明先生、黎嘉恩先生及何熹達先生為本公司之共同及各
別臨時清盤人（「臨時清盤人」）。臨時清盤人獲授權（其中包括）接管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財產，及考慮在認為
對本公司債權人最有利的情況下，訂立任何必須或適宜的協議從而讓本公司有效地重組其事務。

本公司之呈請聆訊原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進行，隨後被高等法院進一步押後至二零一三年一月
二十三日。預期於下文「建議本集團重組」一節所述本公司之重組成功實施後，本公司之呈請將予以撤回。

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起暫停買賣。透過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八日之函
件，聯交所通知臨時清盤人，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應用指引第 17號（「應用指引第 17號」），本
公司已被置於除牌程序第一階段，及本公司須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七日之前提交一份可行之復牌建議。

於除牌程序第一階段屆滿後，本公司未能提交復牌建議。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應用
指引第 17號被置於除牌程序第二階段，及本公司仍須向聯交所提交一份可行的復牌建議，以達成聯交所所列出
的若干規定，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i) 表明擁有上市規則第 13.24條規定之足夠營運水平或充足資產；

(ii) 刊發所有尚未刊發之財務業績及任何審核保留意見；

(iii) 表明本公司有適當的財務報告系統及內部控制系統，以履行上市規則規定之義務；及

(iv) 撤回或免除對本公司之清盤令，及卸任臨時清盤人。

倘本公司未能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前至少十個營業日內向聯交所提交一份可行之復牌建議以達致上述條
件，聯交所或會考慮根據上市規則應用指引第 17號將本公司置於除牌程序第三階段。因應聯交所之要求，於二
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臨時清盤人代表本公司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復牌建議」）。

提交復牌建議後，臨時清盤人及本公司多次接獲聯交所對有關復牌建議及本公司財務預測提出的疑問及口頭意
見。臨時清盤人及本公司就聯交所之疑問及口頭意見已進行回覆並隨附各項資料以支持本公司申請恢復本公司
之股份買賣（「復牌」）。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臨時清盤人代表本公司接獲聯交所之函件，當中通知本公司聯交所允許本公司復
牌，前提為本公司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前符合以下條件：－

(i) 完成公開發售、認購股份及優先股及復牌建議所述之所有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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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股東通函內載入下列各項 :

(a) 按與招股書相若之披露標準就復牌建議及本集團之相關資料作詳細披露；

(b)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盈利預測並附上本公司
之核數師及財務顧問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b第 29(2)段所發出之報告；及

(c) 完成復牌建議後之備考資產負債表及獨立會計師行根據上市規則第 4.29條發出之告慰函；

(iii) 提供本公司之核數師或財務顧問就預期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的日期前的最後可行日期起十二個月之營運資
本充足發出之告慰函；

(iv) 刊發所有本公司尚未刊發的財務業績並妥善處理任何由本公司核數師藉其審計報告中的保留意見提出之疑
慮；

(v) 提供由獨立專業人士發出有關本集團設有充分和有效的內部監控制度之證明書；及

(vi) 解除針對本公司之清盤呈請及臨時清盤人之職務。

本公司亦應遵守上市規則。倘本公司之狀況出現變動，聯交所或會修改上述復牌條件。

建議本集團重組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奇輝控股有限公司（「投資者」）、本公司及臨時清盤人訂立條款大綱（「條款大綱」），
列明各訂約方就本公司重組建議（「重組建議」）主要條款達成之協議。有關重組建議之進一步詳情於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之公告（「該等公告」）中詳述。除文義另有所述外，本文所用
詞彙與該等公告所使用者具有相同涵義。誠如條款大綱所載，依照情況而定，重組建議將主要涉及執行以下交
易：

(i) 集團內部轉讓送餐及餐館業務，包括臨時清盤人認為本集團繼續經營送餐及餐館業務所必需之本集團相關
業務合約、資產及╱或僱員；

(ii) 轉讓及出售本集團於若干資產之權利、所有權及權益予投資者；

(iii) 本公司與投資者簽訂管理協議，而根據管理協議投資者將向送餐及餐館業務提供管理服務並就此收取費用；

(iv) 本公司之債務重組及資本重組；

(v) 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以達到尋求股份恢復於聯交所買賣之目的；

(vi) 投資者將認購本公司新股份及優先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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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經由債務償還安排計劃出售本集團資產，透過建立一項持有本集團若干資產用作支付及分派予債務償還安
排債權人之信託，全面妥協及解除本集團應付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之全部債項。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高等法院指示召開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就債務償還安排所定義）會議，以考慮並在
適當情況下批准（不論修改與否）根據公司條例第32章第166條建議由本公司及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訂立的債務償
還安排計劃。

債務償還安排計劃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舉行的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會議中獲法定要求的大多數債務償
還安排債權人批准，並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獲高等法院批准。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九日，臨時清盤人代表本
公司發佈一份完成通知書以告知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在債務償還安排文件上詳述之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或免
除，債務償還安排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九日（「生效日期」）正式生效。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本公司、買方、投資者、臨時清盤人及本集團若干成員公司訂立債務重組協議（「債務
重組協議」），以根據條款大綱落實及修訂本公司重組之條款及條件。

債務重組協議確認本公司與投資者合作進行之所有重組程序，並概述將進行餘下重組部分尤其是聯交所知會本
公司其復牌申請結果後的部分。

於簽訂債務重組協議後，臨時清盤人已完成若干協議下之主要條款，包括分派首次及第二次中期債務償還分配
予申索獲接納之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及簽訂有關出售指定的除外資產之買賣協議。餘下條款（包括但不限於資本
重組、公開發售及股份認購）將於復牌前進行。

持續經營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人民幣 956,828,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643,297,000元）及負債淨額約人民幣 938,996,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628,298,000元）。該
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令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的能力嚴重存疑。因此，本集團或未能於日常業務過
程中變現其資產及解除其負債。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以按照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並假設本公司之建議重組將順利完成，且於財務重組後，本集團
將繼續於可預見未來於到期時履行其全部財務責任。

倘本集團未能順利進行重組及持續經營其業務，中期財務報表須作出調整，以調整本集團之資產價值至其可收
回金額，就未來可能產生之負債作出撥備，並重新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分類至流動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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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與其業務相關及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
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及詮釋。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
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呈報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釐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
成重大影響。

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期內向客戶供應貨品及提供服務的銷售金額，扣除營業稅及其他政府稅金，並減去銷售退貨及折扣。
本集團可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的策略性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需要不同技術及市場策略，因此各可呈報分
部均受獨立管理。

分部損益不包括投資收益或虧損、利息收入、融資成本、所得稅、執行債務償還安排計劃之收益、應收不再綜
合入賬附屬公司款項之減值及其他未分配公司收入及開支。分部資產不包括應收投資者款項、銀行及現金結餘
及其他未分配公司資產。分部負債不包括銀行借貸、可換股債券、應付債務償還安排計劃款項及其他未分配公
司負債。分部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遞延稅項資產、退休福利資產及保險合約項下的權利。

本集團按營運分部劃分的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方便食品及
 送餐服務 有關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62,430 1,433 63,863

分部溢利╱（虧損） 4,502 (387) 4,115

利息收入 2 – 2

折舊 3,648 255 3,903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未經審核 30,221 3,300 3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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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食品及
 送餐服務 有關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63,533 2,870 66,403

分部虧損 (9,186) (2,013) (11,199)

利息收入 7 3 10

折舊 4,746 105 4,851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經審核 34,375 4,496 38,871

   

可呈報分部溢利及虧損之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總溢利╱（虧損） 4,115 (11,199)
執行債務償還安排計劃之收益 1,732,215 –
應收不再綜合入賬附屬公司款項之減值 (21,202) (167,654)
公司及未分配虧損 (1,789) (46,098)
  

綜合業務溢利╱（虧損） 1,713,339 (224,951)
  

5. 執行債務償還安排計劃之收益

自債務償還安排計劃生效日期起，受債務償還安排計劃影響之債務須悉數免除及解除，以換取根據債務償還安
排計劃條款將向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分派之債務償還安排計劃代價，進一步闡述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於生效日期免除及解除之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負債如下：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2,437

 銀行借貸 24,096

 可換股債券 2,134,052
  

 2,170,585

減：應付債務償還安排計劃款項（附註） 438,370
  

執行債務償還安排計劃之收益 1,73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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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債務償還安排計劃代價包括現金付款，及（如適用）來自發行及配發議定百分比之新股份之所得款項將根
據債務償還安排計劃之條款分派予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應付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款項將以債務償還安
排計劃代價結算，詳情如下所示：

  相等於
 港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付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之債務償還安排計劃代價將以下列方式結算：

應付債務償還安排計劃之現金結算  296,821 243,839
  

來自投資者之變現，呈列為應收投資者款項：
 －餐館業務處置 10,000 8,215
 －出售指定的除外資產 56,800 46,661
  

 66,800 54,876
  

復牌時向投資者發行股份的所得款項：
 – 普通股 130,000 106,795
 – 優先股 40,000 32,860
  

 170,000 139,655
  

應付債務償還安排計劃款項 533,621 438,370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經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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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借貸之利息 348 4,347

 可換股債券利息 38,444 72,758
  

 38,792 77,105
  

(b) 其他項目：
 利息收入 (131) (33)

 所耗材料成本 38,279 45,069

 應收不再綜合入賬附屬公司款項之減值 21,202 167,654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764 –

 折舊 3,903 4,851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下之最低租金 1,848 2,809

 董事酬金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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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六個月止各期間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盈利，故並無就利
得稅計提撥備。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六個月止各期間，本集團概無重大遞延稅項。

8.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溢利約人民幣 1,674,568,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人民幣
302,056,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 541,296,756股（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41,296,756股）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i)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674,568

扣除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實際利率之稅務影響後 38,444

扣除來自解除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收益撥回之稅務影響後 (1,703,060)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9,952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截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41,296,756

兌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 52,246,595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93,54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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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由於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前最後一個交易日在聯交所申報之收市價，故本公司
之未行使購股權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每股攤薄
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此乃由於行使本集團之未行使可換股債券將產生反攤薄影響及本公司之
未行使購股權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

9.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0. 應收賬款

除現金及信用卡形式之銷售外，發票之一般付款期為發出日期起計 30天，惟若干具規模之客戶之賒賬期則達 90

天。應收賬款在不可能悉數追收時按其原有發票金額減減值準備確認及列賬。壞賬則於產生時撇除。

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或以內 10,700 9,089

31至 90日 1,413 3,359

91至 180日 137 2,478

超過 180日 246 799

減：減值 (242) (242)
  

 12,254 15,483
  

11.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劃分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或以內 – 6,701

31至 90日 813 5,306

91至 180日 10,449 14,810

超過 180日 19,067 10,198
  

 30,329 3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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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福記食品服務控股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63,90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66,4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約 3.8%。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約為人民幣 1,689,320,000

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人民幣 272,890,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 3.09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虧損約人

民幣 0.56元）。

清盤呈請及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七日，本公司聘請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獨立財務顧問（「獨立財務顧問」）

以 (i)協助本集團確認其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及 (ii)就本集團之財務狀

況進行獨立分析，以處理本公司利益關係者因本公司之年度業績延遲刊發而引起之疑慮。

在對本集團事項進行覆核時，獨立財務顧問察覺到顯示本集團面對重大財務挑戰的處境，尤其是

有關其送餐業務的財政狀況及前景已相當迅速惡化。

於接到及討論過獨立財務顧問的初步發現後，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董事會決定向香

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提出清盤呈請（「呈請」）。於同日高等法院頒令委任德勤 • 關

黃陳方會計師行之楊磊明先生、黎嘉恩先生及何熹達先生為本公司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臨時

清盤人」）。

臨時清盤人獲授權（其中包括）接管本集團之財產、關閉或停止或繼續經營全部或部分本集團之業

務，控制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合營企業、聯營公司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持有權益之其他實

體，及考慮在認為符合本公司債權人最佳利益之情況下，代表本公司參與討論及磋商，以就（但不

限於）重組本公司之業務、運作或債務或實施本公司與其債權人及╱或股東就該重組訂立之債務償

還安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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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呈請聆訊原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進行，隨後被高等法院進一步押後至二零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預期於下文「本集團重組」一節所述本公司之重組成功實施後，本公司之呈

請將予以撤回。

本集團重組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臨時清盤人刊登一份有關建議出售本集團之資產及持續經營業務及

徵求對該出售有興趣之人士之廣告。在該廣告刊登後，臨時清盤人接獲不同團體表示其興趣（包括

從事送餐及餐飲業務之公司，從事其他行業之公司，以至不同的金融投資者）。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臨時清盤人對該等已正式提出對建議出售本集團之資產及業務（作為持續經

營業務）有興趣之人士發出投標程序備忘及指引，並已與該等團體簽訂保密及不披露協議。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五日，臨時清盤人接獲潛在投資者就出售本集團之資產及業務（作為持續經營業

務）提出之建議。經過審慎考慮後，臨時清盤人認為由奇輝控股有限公司（「投資者」）所提出之建

議乃本公司及其股東當時之最佳選擇。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本公司、投資者及臨時清盤人訂立具法律約束力之條款大綱，載有各

訂約方就重組建議主要條款達成之協議，並須待簽訂確定文件後方可作實。條款大綱之詳情載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之公告中。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保祺控股有限公司（「買方」，投資者之全資附屬公司）、

投資者、臨時清盤人及本集團若干成員公司訂立買賣協議，涉及向投資者出售若干本公司附屬公

司，以整合本集團餘下的業務（「一期處置」）。一期處置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七月

七日之公告中。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七日，臨時清盤人刊登一份尋求對出售條款大綱內剩餘的非核心資產（「指定

的除外資產」，主要包括位於中國的土地及樓宇）有興趣之人士之廣告。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臨時清盤人對該等已正式提出對出售條款大綱內剩餘的非核心資產及

已簽訂保密及不披露協議有興趣人士，發出招標程序備忘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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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三日，本公司、買方、投資者、臨時清盤人及本集團若干成員公司訂立買賣

協議，為出售本集團的餐廳業務、若干閒置食品加工場及若干本集團相關的投資附屬公司（「餐館

業務處置」）。出售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之公告中。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臨時清盤人接獲一份有興趣之人士就出售指定的除外資產提出之建

議。根據條款大綱，投資者獲授予優先權（「優先權」）以不遜於任何有興趣之人士提出之條款收購

指定的除外資產。其後，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投資者行使優先權收購指定的除外資產。本

公司、投資者、買方、臨時清盤人及本集團若干成員公司正在商討有關買賣協議之條款。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香港法院指示召開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就債務償還安排所定義）會

議，以考慮並在適當情況下批准（不論修改與否）根據公司條例第 32章第 166條所建議由本公司及

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訂立的債務償還安排計劃。

債務償還安排會議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舉行，債務償還安排計劃在會議中獲法定要求的大

多數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批准，並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獲香港法院批准。於二零一一年八月

九日，臨時清盤人代表公司發佈一份完成通知書以告知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在債務償還安排文件

上詳述之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或免除，債務償還安排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九日正式生效。

本集團建議重組之主要內容（其中包括）如下：

a) 資本重組

本公司將進行（其中包括）資本重組，涉及股本削減、股份註銷、資本合併及資本增加。

b) 股份認購

本公司將透過向所有現有股東進行公開發售，及向投資者發行普通股及優先股籌集新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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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計劃及債務重組

臨時清盤人將實行債務償還安排計劃，藉支付現金及（如適用）根據債務償還安排計劃之條款

向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發行及配發議定百分比之新股份，以償還欠付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之

債項。

根據條款大綱，於本集團建議重組完成（「完成」）後，投資者將成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債務償還安排計劃生效後，債務償還安排計劃管理人審查所有自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之申索。首

次中期債務償還分配百分之十及第二次中期債務償還分配百分之一分別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及二

零一二年六月分派予申索獲接納之債務償還安排債權人。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本公司、買方、投資者、臨時清盤人及本集團若干成員公司就條款大綱

下之指定的除外資產的出售簽訂買賣協議（「三期處置」）。

根據買賣協議，指定的除外資產的代價包括現金人民幣 2,500,000元及由買方承擔約定的現有債務

約人民幣 480,600,000元。

差額保證（投資者為指定除外的資產買賣協議之淨值作出之擔保契據）亦於當日由投資者所執行。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本公司、買方、投資者、臨時清盤人及本集團若干成員公司訂立債務重

組協議（「債務重組協議」），以根據條款大綱落實本公司重組之條款及條件。

債務重組協議確認本公司與投資者合作進行之所有重組程序，並概述將進行餘下重組部分尤其是

聯交所知會本公司其復牌申請結果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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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7項應用指引進入除牌程序的第二階段，本公司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24條之規定

向聯交所提交一份具可行性的復牌建議。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本公司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向聯交所說明本集團於復牌建議成功

實施時將建立合適架構及有足夠的業務運作，擁有相當價值的有形資產及相當潛在價值的無形資

產，將可完全符合上市規則第 13.24條之規定。

提交復牌建議後，臨時清盤人及本公司多次接獲聯交所對有關復牌建議及本公司財務預測提出的

疑問及口頭意見。臨時清盤人及本公司就聯交所之疑問及口頭意見已進行回覆並隨附各項資料以

支持本公司申請恢復本公司之股份買賣（「復牌」）。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臨時清盤人代表本公司接獲聯交所之函件，當中通知本公司聯交所允

許恢復本公司之股份買賣，前提為本公司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前符合以下條件：－

(i) 完成公開發售、認購股份及優先股及復牌建議所述之所有其他交易；

(ii) 於股東通函內載入下列各項 :

(a) 按與招股書相若之披露標準就復牌建議及本集團之相關資料作詳細披露；

(b)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盈利預測並

附上本公司之核數師及財務顧問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b第 29(2)段所發出之報告；及

(c) 完成復牌建議後之備考資產負債表及獨立會計師行根據上市規則第 4.29條發出之告慰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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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提供本公司之核數師或財務顧問就預期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的日期前的最後可行日期起十二

個月之營運資本充足發出之告慰函；

(iv) 刊發所有本公司尚未刊發的財務業績並妥善處理任何由本公司核數師藉其審計報告中的保留

意見提出之疑慮；

(v) 提供由獨立專業人士發出有關本集團設有充分和有效的內部監控制度之證明書；及

(vi) 解除針對本公司之清盤呈請及臨時清盤人之職務。

本公司亦應遵守上市規則。倘本公司之狀況出現變動，聯交所或會修改上述復牌條件。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人民幣 251,200,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人民幣 278,850,000元）。本集團債務資本比率乃根據本集團總負債（扣除銀行及現金結餘）相對

於總權益之比率計算，因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有資本虧絀

淨額，故債務資本比率在此並不適用。

僱員

本集團的政策是僱員薪酬符合市場水平及與行內類似職位之薪酬水平相若。應付僱員之年末酌情

花紅乃基於其各自表現而定。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退休福利計劃、培訓計劃及教育津貼。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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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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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錢曾琼先生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鍾衛民先生於同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因此，彼等無法就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是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發表意見。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截至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財務報告（「中期報告」）時，由於現任獨

立非執行董事人數不足，並無根據上市規則第 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本公司將於股份於聯交所

恢復買賣前委任合適人選擔任審核委員會成員。

由於審核委員會尚未成立，故中期報告並未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執行

董事錢曾琼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衛民先生（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獲委任）分別確認，彼等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惟董事會無法就當時之其他

董事是否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作出任何

聲明。

代表董事會

福記食品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董事
錢曾琼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錢曾琼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衛民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