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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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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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30)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遠東環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比較

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786,441  568,868 

營業成本  (725,543)  (551,366) 

毛利  60,898  17,50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29,095  4,682 

行政費用  (104,368)  (90,863) 

其他營運開支  -  (100,675) 

經營虧損  (14,375)  (169,354) 

財務費用 5 (1,567)  (1,659) 

稅前虧損  6 (15,942)  (171,013) 

所得稅扣抵稅額/ (支出)  7 25,454  (8,318) 

本期溢利/ (虧損)  9,512  (179,331) 

     

應佔溢利/ (虧損)：     

本公司股東  32,111  (165,091) 

非控股權益  (22,599)  (14,240) 

  9,512  (179,331) 

     

每股溢利/ (虧損) (港仙)   8    

基本及攤簿  1.49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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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 (虧損)  9,512  (179,331) 

     

其他全面收益     

將可能會重分類到利潤的項目     

折算境外經營產生的匯兌差額  (3,415)  1,186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改變之 (虧損) /收益  (130)  55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稅項  (3,545)  1,241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5,967  (178,090) 

     

應佔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29,462  (163,711) 

非控股權益  (23,495)  (14,379) 

     

  5,967  (17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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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3,959  159,992 

商譽 9 138,149  138,149 

未完成工程合約  19,890  30,510 

可供出售之投資  42,153  42,283 

遞延稅項資產  25,239  6,000 

  389,390  376,934 

     

流動資產      

存貨   14,223  8,601 

客戶合約工程欠款   622,293  442,15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0 326,530  377,921 

按金及預付款  78,262  80,641 

應收集團系內公司款  15,152  5,152 

可收回稅項  2,472  4,934 

銀行及現金結餘   145,690  340,465 

  1,204,622  1,25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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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11 105,934  24,113 

欠客戶合約工程款  32,195  86,753 

貿易應付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2 242,484  275,122 

金融租賃應付款  1,082  1,158 

應付稅項  10,267  15,875 

保證撥備  18,981  18,991 

客戶預付工程款  -  31,785 

  410,943  453,797 

流動資產淨值 
 

793,679  806,06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83,069  1,183,00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21,555  21,555 

股本溢價及儲備  1,100,761  1,072,304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122,316  1,093,859 

非控股權益  13,036  35,277 

  1,135,352  1,129,13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11 26,440  27,390 

金融租賃應付款  4,423  4,938 

遞延稅項負債  16,854  21,538 

  47,717  53,866 

     

  1,183,069  1,18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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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制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要求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 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制。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幣列示，即與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相同 。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重估按公平值列賬的可供出

售投資作出修訂。 

 

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

用者一致。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須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亦需要管理層於應

用本集團會計政策的過程中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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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下列經修訂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 (修訂本)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抵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允價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11 號

及 12 號 (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 合營安排及其他實體權益之披

露：過渡指引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 (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於二零一

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於二零一

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於二零一

一年經修訂）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0 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年度改進項目  2009-2011 年的年度改進 

 

採納此等經修訂準則對目前或前一會計期間的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抵銷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 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款項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及第 9號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

渡性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修訂本)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2011)  

投資實體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1 號  
徵費 1 

 

附註 : 
１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２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已經開始評估這些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其中若干的影響可能與本

集團的業務有關，並可能對會計政策、資訊披露造成變化，並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

某些項目重新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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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外牆工程業務。本集團的營業額代表工程合同收益。 

 

本集團主要根據項目的地理位置而劃分三個呈報分部如下: 

 

 北美包括位於美國及加拿大的項目。 

 大中華包括位於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的項目。 

 亞洲及其他包括位於日本、英國、新加坡、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智利、澳大利

亞的項目，管理服務收入及所有分部的保養項目。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分部業績呈列如下： 

 營業額 毛利 分部業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呈報分部       

北美 417,139 369,569 (19,999) 53,707 (71,614) 8,164 

大中華  291,963 151,598 61,011 (34,202) 49,718 (39,497) 

亞洲及其他   77,339       47,701   19,886    (2,003)     32,324      ( 7,434) 

綜合總額 786,441     568,868   60,898    17,502 10,428 (38,767) 

未分配之行政開支    (26,078) (31,93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275 2,022 

其他營運開支    - (100,675) 

財務費用       (1,567)        (1,659) 

稅前虧損     (15,942) (171,013) 

所得稅扣抵稅額/ (支出)     
    25,454        (8,318) 

本期溢利/ (虧損)         9,512    ( 179,331) 

 

(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316  2,696  

撥回貿易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及按金 22,744  - 

雜項收入 6,035  1,986 

 29,095  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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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1,264  1,695  

應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其他貸款利息 146  334 

金融租賃開支 157  40 

已產生的財務費用總額 1,567  2,069 

  減：施工中的合同之資本化金額 -  (410) 

 1,567  1,659 

 

(6) 稅前虧損  

 

 

 

 

 

 

 

 

 

(7) 所得稅(扣抵稅額) /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  - 

  

本期稅項－海外    

 期內撥備 1,172  2,732 

 過往年度(超額) /不足撥備 (2,946)  10,288 

  (1,774)  13,020 

 遞延稅項 (23,680)  (4,702) 

本期所得稅(扣抵稅額)/支出 (25,454)  8,318 

 

本期及去年同期香港利得稅乃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的稅率計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稅前虧損已扣除：     

     

 未完成工程合約攤銷 10,620  12,199 

 折舊 3,915  5,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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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扣抵稅額) /支出(續) 

 

其他地區之估計應課稅溢利稅收乃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之當前稅率，根據當地之現

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8) 每股盈利/ (虧損)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簿盈利/ (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簿盈利/ (虧損)之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溢利/ (虧損)  32,111  (165,091)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量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簿盈利/ (虧損)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 2,155,545  1,833,365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無任何可能攤薄已發行

股份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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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商譽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9,707  159,707 

    

減值    

於一月一日 21,558  - 

期內/年度減值 -  21,558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1,558  21,558 

    

賑面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8,149  138,149 

    

 

於業務合併中收購之商譽乃於收購時分配至預期將自該業務合併獲益之現金產生單

位（「現金產生單位」）。 

 

為進行減值測試，商譽之賬面值已分配至與Red Holdings Group, Inc.及其北美分部之附

屬公司有關的現金產生單位。 

 

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乃按使用價值計算方法釐定。計算使用價值所作之主要假

設乃與本期間之貼現率、增長率及預計毛利率及營業額有關。本集團乃以反映市場現

時對金錢時值及現金產生單位特定風險之評估的稅前比率估計貼現率。增長率乃基於

現金產生單位經營所在地區之長期平均經濟增長率。預計毛利率及營業額乃基於市場

發展之過往慣例及預期。 

 

本集團根據董事批准未來五年之最近期財務預算以3%之增長率按剩餘年期編製現金

流量預測。該增長率並未超逾相關市場之平均長期增長率。用以貼現預計現金流量之

增長率介乎17.7%至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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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根據發票日期及進度認証日期及扣除撥備後作出的貿易應收

款的賬齡分析）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    

零-30 日 44,301  110,712 

31-60 日 50,217  46,438 

61-90 日 19,941  22,629 

90 日以上 20,815  17,713 

 135,274  197,492 

應收保固金 155,573  163,510 

 290,847  361,002 

其他應收款 35,683  16,91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326,530  377,921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 預期於超過十二個月後收回之保固金金額約為港幣 

117,604,000元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128,593,000元）。 

 

(11) 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借款總

額到期情況詳列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要求時或一年內償還 105,934  24,113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578  581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25,862  26,809 

 132,374  51,503 

減: 於十二個月內支付之款項 (105,934)  (24,113) 

於十二個月後支付之款項 26,440  27,390 

 

賬面值為港幣75,663,000 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3,703,000 元）之銀行借款，

以加幣列示，其實際年利率4.14%（二零一二年：4.25%至5.05%）。 

 

賬面值為港幣48,911,000 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之銀行借款，以美元列示，其

實際年利率4.14%（二零一二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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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銀行及其他借款 (續) 

 

賬面值為港幣7,800,000 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800,000 元）之其他借

款，以美元列示，其實際年利率3.3%（二零一二年：3.3%）。 

 

(12) 貿易應付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貿易應付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包括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的賬齡分析）

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    

零-30 日 116,264  147,904 

31-60 日 14,805  19,112 

60 日以上 15,980  15,649 

 147,049  182,665 

應付保固金 40,985  34,420 

 188,034  217,085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54,450  58,037 

    
貿易應付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242,484  275,122 

 

(13) 股本 

 

       法定               已發行及繳足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港幣千元  千股 港幣千元 
      

每股面值 0.01 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 10,000,000 100,000  1,112,878 11,129 

行使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 - -  4,117 41 

發行之股份（附註） - -  1,038,550 10,385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結餘 10,000,000 100,000 

 

2,155,545 21,555 

 

 
附註 :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日，本公司與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元）（「中國建築國

際」）的全資附屬公司加寶控股有限公司（「加寶」）訂立有條件認購協議。根據認

購協議，加寶有條件地同意向本公司認購1,038,55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總代價

643,901,000港元，認購事項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完成。其後，中國建築國際

成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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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表現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約港幣786,000,000元（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約港幣569,0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38.1%。得益於並無錄得應收款

項的一次性減值，中國工廠的重組成本及商譽減值，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港幣

32,000,000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港幣165,000,000元。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1.49仙，而去年

同期則為每股虧損港幣9仙。 

 

分部分析 

於回顧期內，北美分部實現營業額約港幣 417,000,000 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港幣

370,000,000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12.7%。該營業額佔本集團的收益約 53%。同時， 大部

份北美分部項目可於預算內錄得溢利，惟於二零一二年前之少數舊項目出現意料之外的延

期以及新收購 Buffalo 工廠的產能並未悉數使用及加拿大若干項目被徵收反傾銷稅從而導

致成本增加，進而影響整體毛利率。於回顧期內，北美分部產生毛損約港幣 20,000,000 元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毛利約港幣 54,000,000 元）。 

 

由於在二零一二年前獲得數個具高挑戰性工作要求的工程，北美分部產生較預期更多的製

造、設計及安裝費用，導致毛利受壓及費用超支。該等項目的費用超支導致額外訂單變動

及索賠，於完成該等項目後可能實現及有助提升整體毛利率。預期北美分部於二零一三年

年底前完成上述問題項目。 

 

大中華區產生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152,000,000元增加約港

幣140,000,000元或約92.1%，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292,000,000元。

收益增加乃主要由於香港若干項目，如香港啟德郵輪碼頭大廈及新國際郵件中心於上半年

相繼竣工所致。由於實施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及收益增加，本集團實現扭虧為盈，即自去

年同期毛損約港幣34,000,000元扭虧為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港幣

61,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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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熟練勞工短缺及高昂的物料成本仍為大中華市場的主要挑戰。本集團實施績

效達標獎勵計劃以及提供培訓及發展空間的的主要措施，旨在留住合資格員工及維持競爭

力。繼香港建築及基建項目數目增加後，同時澳門即將興建綜合度假村及賭場項目，加上

本集團與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國際”)的協同效應，良好的往績記錄及

專長，該區域分部將受益於有關機遇及項目。 

 

憑藉澳洲及英國項目的新貢獻以及本集團為中國建築國際監察項目營運的印度建築項目的

管理服務收入，亞洲及其他地區產生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

48,000,000元增加約港幣29,000,000元，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

77,000,000元，據此，本集團錄得毛利約港幣20,000,000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毛損約港幣

2,000,000元。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港幣 104,000,000 元（二零一

二年六月三十日：約港幣 91,000,000 元），較去年增加約 14.3%。行政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

擴張北美分部產生的額外成本所致。 

 

財務費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財務費用約為港幣 1,600,000 元（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約港幣 1,700,000 元），即於期內於加拿大就土地產生的銀行按揭貸款利息。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獲得 9 個總值約港幣 942,000,000 元的新合約。主要新合約包括如

下各項： 

 澳洲墨爾本 Prima Pearl 

 香港聖保祿醫院 B 座 

 香港賽馬會沙田通訊及科技中心 

 加拿大蒙特婁 St. Justin Hospital  

 美國波士頓 1 Franklin Street  

 英國倫敦 One The Elep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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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現金淨額約為港幣14,000,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港幣289,000,000元），相當於銀行及現金結餘總額約港幣146,000,000元（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340,000,000元）及債務總額約港幣132,000,000元（二零一二

年：約港幣51,000,000元）。在資產負債比率按淨借款計算的基礎上，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並無實質性債務。此外，本集團的銀行未提取信貸（包括履約保證融資、營運

資金融資及貸款融資）約港幣1,059,000,000元，本集團有足夠財務資源以應付業務發展及擴

張。本集團的借款並無以任何利率金融工具作對沖。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權益約為港幣1,122,000,000元（二零一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港幣1,093,000,000元）， 當中包括已發行股本約港幣21,000,000元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21,000,000元）及儲備約港幣1,101,000,000元（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1,072,000,000元）。 

 

庫務政策 
 

本集團對現金及財務管理採取審慎之庫務政策。本集團集中處理庫務事宜，旨在妥善管理

風險及降低資金成本。大部份現金均為港元或美元短期存款。本集團對其流動資金及財務

要求均作出經常性之審查。就預期新投資或到期銀行貸款，本集團將認考慮新融資，同時

維持適當之資產負債水準。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1,456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29 名）

員工。本集團訂有具成效的管理層獎勵政策及具競爭力的薪酬，務求令管理層、僱員及股

東的利益達成一致。本集團在訂立其薪酬政策時會參考當時市況及有關個別員工的工作表

現，並會不時作出檢討。薪酬待遇包括基本薪金、津貼、附帶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退休金

供款，以及酌情花紅及發放購股權等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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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外幣風險主要來自營運單位以單位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進行的若干銷售或購買，

而該等銷售或購買主要以美元、人民幣、澳元、加幣、英鎊及新加坡元計值。本集團目前

並無制訂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監察外匯風險，並會於需要時考慮對沖主要外幣。 

 

業務展望 
 

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全球經濟發展仍有很多不明朗因素，歐洲債務危機仍然威脅著全球經濟

復蘇，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退場時間仍不明朗，而中國大陸之緊縮政策對各類房屋建築

市場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本公司將密切關注國內外經濟走向，適時調整戰略，控制和管理

各類風險，審慎理財，保證公司的穩健成長。 

 

經營策略 

經歷了二零一二年的內部調整後，公司在管理、設計及質量等方面都得到進一步提升。在

北美、中國及亞太地區公司將保持自己高質量的產品聲譽及競爭優勢，健康穩定發展自身

業務。在北美地區之屬地化管理將漸趨成熟，積極擴充當地業務範圍及產能，迎接當今和

未來市場的機遇，同時完善管理，控制運營成本，降低貿易保護對公司的影響。亞太地區

尤其是港澳等地公司將關注和貼近建築市場的發展，加強與母公司中國建築國際的協同效

應，把握機遇，並探索其他市場之潛在項目機遇，保持在高端幕牆行業的領導地位和份額。

公司將繼續關注中國市場，引用差異化經營，進一步實行市場突破，不以低成本競爭，公

司會通過質量的保證來提升自己的品牌知名度，打開該地區的高端幕牆市場。今年公司仍

將繼續努力探索不同的投資領域，並考慮進入海外總承建業務領域，為公司未來的業務發

展夯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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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局宣佈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向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五）

登記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5仙（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零）。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獲派中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二日（星期四）至二零一

三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凡擬獲取中期股息資格者，必須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卓佳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滙中心26樓，以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段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董事局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紀律守則。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進行之所有證券交易均有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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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審閱 
 

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致謝 
 

藉此機會，本人向董事局的各位領導的英明領導、各位股東的大力支持以及全體員工的不

懈努力深表感謝。 

 

承董事局命 

遠東環球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周勇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周勇先生；執行董事張哲孫博士（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王海先生及陳善宏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勁松先生、顏世宏先生、Hong Winn 先生及鄺心怡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