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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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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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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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K FAH YEOW INTERNATIONAL LIMITED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9）

二零一三年全年業績公佈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60,993 128,543

其他收入 3 1,023 916

其他收益淨額 3 2,236 196

製成品存貨變動  (4,476) 2,262

所用原料及消耗品  (35,829) (29,989)

員工成本  (28,218) (24,606)

折舊開支  (2,246) (2,056)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400) 78

其他營運支出  (37,866) (32,392)
   

未計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及投資
 物業之公平值變動之營運溢利  55,217 42,952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收益淨額  3,553 4,198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  21,933 2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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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溢利  80,703 72,297

財務成本 4 (968) (1,034)
   

除稅前溢利 4 79,735 71,263

稅項 5 (8,855) (6,91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70,880 64,344
   

其他全面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及扣除稅項的
 影響1,83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11,030,000港元）後之盈餘  9,276 55,818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153 1,265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所
 產生之匯兌差異  1,643 4,569

換算與海外附屬公司之公司間結餘
 所產生之匯兌差異代表投資淨額  (685) (2,405)
   

  2,111 3,42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除稅後
 其他全面收益  11,387 59,2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82,267 123,591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7 27.3港仙 24.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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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72,442 247,283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2,813 272,059

無形資產  2,450 2,450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9,122 9,577
   

  566,827 531,369
   

流動資產
存貨  14,817 20,850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 24,847 33,881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32,071 25,455

已抵押銀行存款  31,430 17,07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646 20,996
   

  115,811 118,259
   

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借貸  49,950 56,003

收購商標應付代價之即期部分  – 376

遞延收入之即期部分  82 68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9 43,564 34,515

應繳稅項  3,372 3,747

應付股息  6,198 5,663
   

  103,166 100,372
   

流動資產淨值  12,645 17,88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79,472 54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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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收購商標應付代價之長期部分  2,074 2,074

遞延收入之長期部分  11,997 10,003

客戶按金之長期部分  – 13,557

長期服務金準備  836 788

董事退休福利準備  11,226 10,777

遞延稅項  36,484 34,618
   

  62,617 71,817
   

資產淨值  516,855 477,43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985 12,985

股份溢價及儲備  503,870 464,454
   

總權益  516,855 477,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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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與二零一二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一致。採納於本
年度生效並與本集團有關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
本年度與過往年度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2. 經營分部資料
管理層根據首席營運決策人－執行董事，在作戰略性決策時所審閱之報告，確定了經營分部
之分類。本集團之經營分部按其業務性質，分開建立及管理。本集團現時分為以下三項經營
業務：

(a) 製造及銷售和興品牌產品

(b) 物業投資

(c) 財資投資

本集團的每項經營分部，代表一個戰略業務單位，其風險和回報均有別於其他經營分部。

執行董事根據未計所得稅及未分配財務成本、董事酬金及中央行政成本之分部溢利或虧損來
評估經營分部之業績和分配分部間之資源，並考慮這些資料的編製基準與綜合財務報表的一
致。除了集團資產外，所有資產是分配至須報告分部。除遞延稅項、董事退休福利準備、應
繳稅項、應付股息以及其他集團負債外，所有負債是分配至須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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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製造及銷售
 和興品牌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產品 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銷售收益 150,093 10,139 761 160,993
    

分部業績 55,954 33,160 3,584 92,698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11,995)
    

營運溢利    80,703
財務成本    (968)
    

除稅前溢利    79,735
稅項    (8,855)
    

年度溢利    70,880
    

資產
分部資產 329,877 272,938 79,001 681,816
未能分配集團資產    822
    

綜合總資產    682,638
    

負債
分部負債 37,683 63,943 5,787 107,413
未能分配集團負債    58,370
    

綜合總負債    165,783
    

其他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註釋） 1,401 490 – 1,891
折舊開支 2,173 73 – 2,246
就出售投資物業沒收
 不可退回之期權費 – 1,660 – 1,660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 – 21,933 – 21,933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11,109 – – 11,109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收益淨額 – – 3,553 3,553
沒收出售投資物業之按金 – 458 –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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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製造及銷售
 和興品牌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產品 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銷售收益 118,451 9,722 370 128,543
    

分部業績 45,428 33,551 5,402 84,381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12,084)
    

營運溢利    72,297

財務成本    (1,034)
    

除稅前溢利    71,263

稅項    (6,919)
    

年度溢利    64,344
    

資產
分部資產 338,281 248,385 62,580 649,246

未能分配集團資產    382
    

綜合總資產    649,628
    

負債
分部負債 61,891 49,375 4,498 115,764

未能分配集團負債    56,425
    

綜合總負債    172,189
    

其他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註釋） 3,967 – – 3,967

折舊開支 2,056 – – 2,056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 – 25,147 – 25,147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66,848 – – 66,848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收益淨額 – – 4,198 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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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業務位於香港、澳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其他地區、東南亞、北美洲、英國及
歐洲（不包括英國）。本集團之生產業務分部位於香港。物業投資及財資投資業務則於多個地
區進行。

下表提供按客戶地理位置（就製造及銷售和興品牌產品）及相關資產地理位置（就物業投資及
財資投資）的本集團營運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對外銷售收益 營運業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90,670 80,596 50,818 62,141

澳門 13,973 11,415 9,346 7,531

中國 19,369 8,604 (3,562) (6,047)

東南亞 18,305 15,950 832 10,059

北美洲 10,593 4,918 4,345 1,732

英國 6,583 6,488 26,050 6,589

歐洲（不包括英國） 65 27 1,500 818

其他地區 1,435 545 2,085 561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 – (10,711) (11,087)
    

 160,993 128,543 80,703 72,297
    

下表提供本集團按地理位置的非流動資產（註釋）之分析：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14,113 398,009

澳門 – –

中國 – –

東南亞 13,159 13,541

北美洲 – –

英國 130,433 110,242

歐洲（不包括英國） – –

其他地區 – –
  

 557,705 521,792
  

註釋：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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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資料

本集團直接銷售和興品牌產品之業務分部中，對外銷售收益佔總收益逾10%之客戶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 A 87,607 74,238

客戶 B 19,277 –
  

 106,884 74,238
  

  

3.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投資：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493 588

 出售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所得收益 530 328
  

其他收入 1,023 916
  

已收佣金 32 28

沒收出售投資物業之按金 458 –

就出售投資物業沒收不可退回之期權費 1,66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收益 20 126

雜項收益 66 42
  

其他收益淨額 2,236 196
  

 3,259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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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此項目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成本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504 716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280 318

收購商標應付代價之利息 184 –
  

 968 1,034
  

上列分析顯示根據貸款協議所載之協定還款時間表的日期，銀行借貸（包括包含須應要求還
款條款的有期貸款）之財務成本。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而
言，包含須應要求還款條款而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的銀行借貸之利息分別為280,000港元及
318,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b)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478 520

存貨成本 53,480 39,406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495 506

廣告位營運租賃支出 224 21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0) (126)

扣除開支24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15,000港元）
 後之投資物業租金收益 (9,895) (9,406)

  

銀行存款及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 (761) (370)
  



11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二年：16.5%）計算。海外稅項
乃以年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撥出準備。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開支包括：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7,311 5,917

海外稅項 1,511 970
  

 8,822 6,887

遞延稅項
本年度 33 32
  

 8,855 6,919
  

實際稅率之對賬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 %

香港適用稅率 16.5 16.5

海外稅率不同之影響 1.1 0.2

不可扣減支出及虧損 0.4 0.1

毋須課稅收入及收益 (6.4) (6.9)

動用以往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0.2) (0.2)

未確認暫時差異 (0.1) (0.1)

其他 (0.2) 0.1
  

年度實際稅率 11.1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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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7.50港仙（二零一二年：每股6.90港仙） 19,478 17,919

末期股息每股6.50港仙（二零一二年：每股6.20港仙） 16,881 16,101

特別股息每股4.50港仙（二零一二年：每股2.80港仙） 11,687 7,272
  

 48,046 41,292
  

結算日後建議派發之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作
實。有關股息於結算日尚未確認為負債。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70,88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64,344,000港
元）及於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59,700,000股（二零一二年：259,700,000股）計
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內並無具攤薄潛力而未發行
之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8.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項（註釋8(a)） 20,466 25,923

應收票據 1,737 4,483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2,644 3,475
  

 24,847 3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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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  本集團為其客戶提供介乎30日至120日（二零一二年：30日至120日）之信貸期。應收賬
項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0,250 6,432

31 – 60日 – 7,146

61 – 90日 – 12,345

超過90日 216 –
  

 20,466 25,923
  

本集團之應收賬項結餘包括賬面值21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零港元）之應收賬款為於
結算日已逾期超過180日惟本集團並無作出減值，因信貸質素並無任何重大變動且董事
相信該筆款項可悉數收回。餘款20,25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5,923,000港元）並無逾
期亦無減值，乃與多位並無拖欠還款記錄之客戶有關。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持有任
何抵押品。

9.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項（註釋9(a)） 2,873 7,103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3,346 13,275

客戶按金之即期部分 8,867 14,137

已收按金（註釋9(b)） 18,478 –
  

 40,691 27,412
  

 43,564 3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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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所有應付賬項預期於一年內結清。應付賬項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247 6,359

31 – 60日 160 235

61 – 90日 415 188

超過90日 51 321
  

 2,873 7,103
  

9(b) 有關金額指就出售位於英國之永久業權投資物業收取之按金。

10. 資產抵押
本集團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及銀行存款已按
予銀行，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93,48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95,732,000港元）銀行信貸（包括
銀行借貸）之抵押，截至結算日已動用其中49,95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56,003,000港元）。

本集團已作抵押之資產之賬面值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土地及樓宇 114,000 107,000

投資物業 130,433 110,242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31,191 24,521

銀行存款 30,599 17,077
  

 306,223 25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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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概況

於二零一三年，儘管經濟環境仍不明朗，營運成本亦不斷上漲，惟本集團之銷售額
及盈利能力仍能保持增長。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
總營業額16,100萬港元，較去年增長25.2%。未計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及投資
物業之公平值變動之營運溢利為5,520萬港元，增加28.6%，主要反映出「和興」品牌
產品（「和興產品」）之銷售貢獻增加。股東應佔利潤為7,090萬港元，增加10.2%。股
東應佔溢利之增長幅度小於營運溢利增長，此乃由於與去年相比，於年內確認持
有證券投資之未實現收益以及投資物業之重估增值均有所減少。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6.5港仙（二零一二年：每股6.2港仙）及特別股息每
股4.5港仙（二零一二年：每股2.8港仙），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
准作實。連同已經宣派之中期股息每股7.5港仙（二零一二年：每股6.9港仙），二零
一三年之股息合共為每股18.5港仙（二零一二年：每股15.9港仙）。

業務

環球經濟於二零一三年喜見復甦，香港經濟亦有溫和增長。惟成本仍然高踞不下，
競爭亦依舊劇烈。在此環境下，憑藉集團在宣傳推廣方面的努力，和興產品之銷售
額於二零一三年錄得歷史新高，在各個主要市場均取得令人鼓舞的增長。到港澳
購買消費品的內地遊客人數不斷上升，繼續對銷售額增長帶來正面貢獻。而憑藉
以往於內地採取有關維持健康庫存水平的措施，內地市場的表現終有所改善，令
人欣喜。

儘管市場對美國退出量化寬鬆政策仍然關注，惟本集團之證券投資整體上仍錄得
公平值變動收益。香港及新加坡對工商及住宅物業徵收額外印花稅，導致本集團位
於當地之物業的公平值增長速度放緩。於英國方面，在環球經濟不明朗的環境下，
倫敦中心的零售投資機遇繼續吸引到尋找安全投資避風港的投資者，因此海外私
人投資者的需求持續高企，惠及本集團於當地的物業錄得顯著的公平值增長。本
集團於英國及新加坡的物業之租金水平維持穩定，而香港物業在進行租金檢討後
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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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秉承著專注於現有產品之市場滲透及市場發展的策略，我們即將完成公司網站的
革新，企業及品牌形象得到提升之餘，同時亦加強了網上的市場推廣發展及網上
購買平台。這將有助我們創造機遇以打進新市場及接觸新客戶。至於在現有市場
開拓新商機方面，本集團正在加拿大進行和興活絡油產品註冊，可望於今年第三
季獲得批准。新市場方面，在越南對分銷商進行的復審已取得滿意結果，集團已委
聘一家在當地擁有強大分銷網絡的分銷商，定能襄助集團的業務發展。

本集團尚在等待內地產品註冊證續期的審批。與此同時，本集團成功再次取得一次
性進口批文（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底到期），並將安排此批產品出貨。本集團相信，
這批產品已足以應付今年餘下時間在內地的銷售。

我們已將策略加以完善，認定在適當時從投資物業爭取最大回報的重要性。儘管
如此，本集團於近期公佈，本集團出售位於倫敦的投資物業，但買方未能於完成日
期完成有關交易。根據英國法律，買方獲給予五個工作天（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屆滿）以完成交易。倘若買方再次未能達致完成，則本集團將有權沒收按金、撤銷
買賣協議，並且提出訴訟以要求獲得損害賠償。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管理層團隊及全體員工全情投入的工作、投資者和商業伙伴
一直以來的支持，以及董事會同袍的寶貴意見致以衷心謝意。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概要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增長25.2%至160,993,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128,543,000港元），此乃得力於銷售「和興」品牌產品（「和興產
品」）、租金收入和財資投資之貢獻增加。

本集團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為21,93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5,147,000港元），其
中16,96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800,000港元）之盈餘與本集團於英國之投資物業有
關。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70,880,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64,34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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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其他物業（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本年度淨重估盈餘為9,276,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55,818,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擁有人應佔之全面收益總額約為82,267,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123,591,000港元）。

生產及銷售「和興」品牌產品

銷售和興產品之收入增加26.7%至150,09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18,451,000港元）。

香港市場佔分部收入約60.7%（二零一二年：65.5%）。澳門及中國大陸則分別佔約
8.8%（二零一二年：9.6%）及12.0%（二零一二年：7.2%）。由於購買和興產品之訪港
及訪澳大陸旅客絡繹不絕，香港及澳門之銷售分別急升約13.0%及22.4%。隨著過
往年度採取措施讓分銷商維持健康的庫存水平，中國大陸之銷售額於本年度已有
所改善。其他主要市場之銷售額亦已得到改善。儘管年內新市場之銷售相對而言
並不重大，惟本集團於巴布亞新畿內亞及柬浦寨等市場均已取得令人鼓舞的進展。

收入增加帶動分部溢利增加23.2%至55,95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5,428,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成本上漲及所出售之產品組合更改，以致整體利潤率下跌。

物業投資

本分部收入增加4.3%至10,13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9,722,000港元）。是項轉變主
要是因為經過租金檢討後，本集團於香港的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上升，亦抵銷了
換算英國租金收入的平均匯率下跌的部份影響。

有關本年度本集團已確認之投資物業淨重估盈餘為21,93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25,147,000港元）。該分部之溢利因此輕微減少1.2%至33,16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33,551,000港元）。

財資投資

本分部之收入增加105.7%至76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7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
於從債務證券及雙重貨幣存款賺取的利息收入增加。該分部之溢利減至3,584,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5,402,000港元），主要由於上市投資重估收益減少及外幣交易
虧損增加，而此因素已被上述利息收入增加所部份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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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減少66,000港元(6.4%)至968,000港元，主要由於銀行貸款結餘下降。

稅項

本年度稅項由6,919,000港元增加至8,855,000港元，主要因為香港附屬公司之應課稅
營運溢利增加。

財務資源與庫務政策

本集團繼續堅守審慎庫務政策。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負債資產比率
（計息借貸除以總股東資金）為9.7%（二零一二年：11.7%）。本集團總銀行借貸為
49,95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56,003,000港元），主要以英鎊、歐羅及港元列值，並
以浮動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1.12（二零一二
年：1.18）。本集團持有足夠手頭現金、可銷售證券及可動用銀行信貸，以切合其
短期負債、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業務交易均以港元及美元進行。部分租金收入是從英國來的，並以
英鎊結賬。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借貸貨幣主要為英鎊、歐羅及
港元。本集團亦有以外幣計值之股本證券及債券。

本集團認為只要美元與港元仍然掛鈎，對美元的外匯波動風險並不重大。本年度除
美元匯率相對穩定，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海外證券之投資及銀
行結存有關之外匯風險合共約為42,8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7,800,000港元），
或佔本集團總資產約6.3%（二零一二年：4.3%）。本集團亦因為英國投資物業的賬
面值而有約99,2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73,600,000港元）的匯率變動風險（扣除相
關借貸）。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累計的賬面值約306,200,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258,800,000港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銀行存款及證券已予抵
押，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約93,5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95,700,000港元）銀行信貸
額之抵押，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動用其中約50,000,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56,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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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僱用89名（二零一二年：85名）僱員。本
集團按年審閱並參考市況及個人表現釐定僱員及董事薪酬組合。除支付薪金外，
本集團亦向合資格僱員提供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津貼及教育津貼。

其他補充資料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及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業績。

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之初步公佈數字已獲本集
團之核數師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符合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所載數額。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在這方面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委聘審閱準則或香港委聘保證準則所指之
保證，因此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對本初步公佈並不作出保證。

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6.5港仙（二
零一二年：每股6.2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4.5港仙（二零一二年：每股2.8港仙），予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倘於即將在二零一四年六
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將於二
零一四年八月八日左右派發予本公司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
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概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
為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資格，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最遲必
須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
份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辦理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
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或香港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
號合和中心二十二樓（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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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亦將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七日（星期四）至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星期五）
（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概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
符合收取建議之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的資格，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
股票，最遲必須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交回本
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辦理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或香港皇后大道
東一百八十三號合和中心二十二樓（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
份。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採納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中之所有守則條文作為其自身之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述之偏離情況外，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一直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公司董事會主席顏為善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獲委任為署理行政總裁
直至彼由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起正式成為行政總裁。儘管此兩角色均由同一位人
士所擔任，其部份責任由執行董事分擔以平衡權力。此外，所有重大決定均經由董
事會及高級管理層商議後才作出。另董事會包含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帶來不同獨
立之觀點。因此，董事會認為已具備足夠的權力平衡及保障。董事會將定期進行檢
討及監督，確保目前結構不會削弱本公司的權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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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後，董事已確定，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董事均有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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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i)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顏為善先生（主席及行政總裁）及顏福偉先
生；及(ii)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文釗先生、黃英琦女士及葉天賜先生。

承董事會命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顏為善
主席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