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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É  DE CORAL HOLDINGS LIMITED 

大 家 樂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cafedecoral.com 

（股份代號：341）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撮要  
 

 

  

◆
 

集團於二零一四／一五財政年度首六個月開展了長遠

發展計劃，並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下致力取得穩健業績

和業務增長。   

 

 

  

◆ 上半年營業額增長 8.5%，達三十七億港元。  

 

 

  

◆ 儘管集團開支因配合其長遠計劃而有所增加，集團上

半年盈利仍保持在二零一三／一四財政年度同期的水
平，達二億四千三百萬港元。  

 

    

  

◆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7 仙予股東 (二零一三年：港幣

17 仙 )。  

 

     
  

   

    

 

http://www.cafedecor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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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前言及概要 
 

集團於二零一四／一五財政年度首六個月開展了長遠發展計劃，致力透過強健

的基礎，達至業務可持續增長。我們亦在回顧期內逐一推展不同的計劃及項目，

鞏固集團現有領導品牌及發展新概念，以建立一個更強健和更支持可持續發展

的組織。 

 

以下為集團在回顧期內之業務及營運發展重點： 

 

  業務擴展：我們在繼續推出自創概念和品牌的同時，在七月及八月分別與

韓國及日本兩家餐飲集團達成了合作協議，彰顯了集團致力達至業務可持

續發展的承諾。 

 

  獲取 ISO 22000 認證：集團在香港大埔新建的中央產製中心於二零一三年

投入運作後，隨即於二零一四年九月獲頒 ISO 22000 認證。此項國際認可認

證對每個食物產製環節均有嚴謹要求，足見集團對食品質素和安全嚴格要

求的承諾。 

 

  繼續推動業務及營運可持續發展計劃：我們進一步加強企業管治，建構一

個完善的價值鏈，以及推動回饋社會的工作。集團在回顧期內物色並參與

多個企業社會責任項目，在集團所專注的範疇內回饋社會。 

 

集團業務在回顧期內面對各種挑戰，但透過嚴格執行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策略，

集團業務表現在二零一四／一五財政年度上半年得以保持。回顧期內，集團的

總營業額達三十七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8.5%。集團配合其策略計劃，持續

在價值鏈提昇、基礎設施完善、團隊擴充及傳承方面作出投資。儘管各項提昇

和可持續發展工作令集團開支有所增加，集團上半年盈利仍保持在二零一三／

一四財政年度同期的水平，達二億四千三百萬港元。 

 

由於集團在首六個月之財務表現正面，董事局欣然公佈向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

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7 仙（二零一三年：

港幣 17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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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業務 
 

於二零一四／一五財政年度首六個月，集團香港業務之營業額錄得 11.3%平穩增

長至二十九億九千萬港元，大家樂快餐之同店銷售較二零一三／一四財政年度

同期增長約 10.0%。 

 

我們通過持續提昇產品及服務，為顧客創造價值，並策略部署拓展分店網絡，

以擴大顧客基礎，從而保持快餐業務的市場領導地位。大家樂的「天天超值選」

深受顧客歡迎，我們不斷加強此系列產品，為顧客提供更多選擇。 

 

一粥麵在上半年錄得顯著增長，同店銷售較去年同期增長 8.6%。一粥麵專注中

式粥麵市場，是集團致力推行業務多元化策略的一部份，成功為集團捕捉更大

的市場份額，在上半年進一步拓展其網絡，並將會繼續增設新分店。集團旗下

另一品牌 Oliver’s Super Sandwiches 亦憑藉其獨得的休閒餐飲概念，在首六個

月取得健康的銷售增長。 

 

集團旗下的機構飲食品牌泛亞飲食及活力午餐為顧客在工作場所及校園提供膳

食服務，此兩個業務單位在回顧期內繼續為集團帶來重要貢獻，集團將繼續積

極推動其業務增長。 

 

意粉屋及 spaghetti 360˚受到整體香港零售業及特色餐廳市場增長放緩影響，我

們在未來會在餐牌設計及產品提昇方面更積極進取，以加強其競爭力並達致健

康的增長。 

 

我們為配合集團的多品牌策略，推出多項舉措，包括一系列自創新品牌。我們

透過米線陣、上海姥姥及巷仔見麵館，以特定的餐飲概念滿足不同目標顧客群，

進一步拓展休閒飲食市場。我們樂見這些品牌在回顧期內錄得穩健增長。 

 

集團銳意保持競爭優勢，繼續分階段進行分店翻修，以提昇顧客的用餐體驗。

集團在香港的中央產製中心提昇產量，以充分利用其產能，支持整體的營運效

率。另外，中央產製中心作為集團價值鏈的重要一環，集團會持續為廠房的基

建及系統升級，從而提昇效率及配合集團環保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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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業務 
 

中國內地為集團另一主要增長動力，繼續是集團業務發展的關鍵。我們專注在

內地建立一個更強健的組織和團隊，以支持集團在內地的業務發展。回顧期內，

集團就業務及營運開展了不同的工作，亦加強了在研發及市場推廣的能力。集

團將繼續推行內地長遠增長策略，加強自身的基礎建設及團隊。 

 

集團最近進行大型顧客意見調查，顯示內地消費者對我們的品牌非常受落，對

產品和服務有信心。調查結果有助集團加強競爭優勢，制訂適切的增長策略。

我們期望集團的長遠策略以至近期的工作均可取得正面的成果。 

 

隨著廣州的中央產製中心將為集團在內地的業務發展擔當更重要的角色，集團

會持續提昇其系統及操作，並增加生產量。 

 

華南地區的分店推出「天天超值選」，加上客次有顯著增加，華南快餐在二零一

四／一五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約 4.1%同店銷售增長，而華東業務的整體表現則

受到競爭激烈的經營環境所影響。華南業務雖然取得正面增長，但由於在回顧

期內改善基建和擴充當地團隊的開支增加，集團內地業務的整體貢獻表現因而

受到影響。 

 

北美業務 
 

在回顧期，Manchu WOK 的表現繼續受到消費持續疲弱及食材成本高企所影

響。集團採取了多項措施改善業績，包括以自創新品牌推出新概念。 

 

然而，經慎重考慮，為配合集團專注香港及中國內地核心業務的發展方向，並

更好地利用資源，以達致集團的長遠增長，我們決定出售在北美洲的業務。集

團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公佈，與獨立第三方達成協議，以總代價 7,888,888

加元（相等於約五千四百四十萬港元），出售集團於北美洲之業務經營資產。如

該公告所列明，在達成若干條件下，出售事項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或

雙方同意之其他日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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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集團於二零一四／一五財政年度首六個月面對不同的挑戰，但我們積極投入，

達致維持穩健業績和業務增長。香港以至內地的營運成本包括食材及勞工等均

持續增加，已成為我們經營和發展業務所要面對的現實常態。近期發生的食物

安全事故為整體餐飲業帶來陰霾，無可避免地對集團亦造成影響。零售增長放

緩亦進一步打擊集團的業務。然而，這些挑戰使集團更加確信堅持長遠發展計

劃和策略的重要性，以提昇競爭優勢，推動業務增長。而為顧客提供安全可靠

及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是維持集團增長和競爭力的關鍵。 

 

踏入下半年，我們對集團的全年表現保持審慎。上半年高企的營運成本和充滿

挑戰的經營環境，預計依然會持續。集團已作好準備，透過整固過往強健業績

和具前膽性的增長策略，進一步擴展旗下領導品牌的網絡，並以多品牌概念增

加市場份額。我們在嚴格控制成本的同時，亦會致力投資於未來，積極拓展業

務，強化組織架構，讓集團有更大的成就。 

 

大家樂集團員工忠誠投入，共同推動業務可持續增長，齊心建構更強健的組織，

本人謹代表董事局向所有大家樂人致以衷心感謝。另外，我們有今天的成就，

亦當感謝顧客、業務夥伴和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 

 

 
承董事局命 

首席執行官 
羅開光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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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集團財務狀況持續強健，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淨現金約九億零五百萬港

元，並有可動用銀行信貸額五億三千六百萬港元。集團並無任何借貸(二零一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無)，負債比率為零(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零)。自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本集團之或然負債及抵押資產並無出現任何重大變

動。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向財務機構提供擔保其附屬公司之信貸額約

五億三千六百萬港元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五億三千六百萬港元)。 

 

對於外幣匯率波動，集團之業務收支主要以港幣計算。旗下於中國內地及北美

洲附屬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收支則分別以人民幣、美元及加元計算。儘管此等外

匯操作並未對集團構成重大風險，集團將繼續保持警覺，密切監察有關匯率的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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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3,697,591 3,408,505 

銷售成本  (3,214,240) (2,977,635) 

  ────────── ────────── 

毛利  483,351 430,870 

行政费用  (202,507) (158,266) 

其他淨收益 4 10,178 12,633 

  ────────── ────────── 

營運溢利 5 291,022 285,237 

財務收入 6 7,451 6,32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22 98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4,327) (2,194) 

  ────────── ────────── 

除稅前溢利  294,268 289,467 

    

所得稅費用 7 (50,881) (46,224) 

  ────────── ────────── 

期內溢利  243,387 243,243 

  ══════════ ══════════ 

分配為：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溢利  288 374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243,099 242,869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溢利    

    

- 基本 8 港幣 42.11 仙 港幣 42.23 仙 

  ══════════ ══════════ 

    

- 攤薄 8 港幣 41.94 仙 港幣 41.96 仙 

  ══════════ ══════════ 

    

股息                    

- 中期股息 9 98,634 97,9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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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243,387 243,243 

  ────────── ────────── 

其他全面收入：    

或會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轉換海外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匯兌

差額  6,980 6,84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虧損)/溢利  (81,643) 121,444 

因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所釋出的儲備  - (3) 

  ────────── ────────── 

期內總全面收入  168,724 371,530 

  ══════════ ══════════ 

    

屬於：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68,436 371,156 

- 非控制性權益  288 374 

  ────────── ────────── 

  168,724 371,5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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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90,106 91,38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67,112 1,720,324 
投資物業  439,600 439,600 
無形資產  45,122 48,417 
於聯營公司投資  1,217 1,190 
於合營公司投資  15,445 19,772 
遞延稅項資產  32,045 26,56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40,873 522,516 
非流動預付款項及按金  272,530 248,652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 7,777 

  ────────── ────────── 

  3,104,050 3,126,190 

  ────────── ────────── 

流動資產    
存貨  243,699 211,759 
營業及其他應收賬項 10 89,141 79,660 
預付款項及按金 10 121,306 106,921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21,641 8,067 
超過三個月到期日的銀行存款  31,201 31,01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05,118 1,004,093 

  ────────── ────────── 

  1,412,106 1,441,510 

  ────────── ───────── 

總資產  4,516,156 4,567,700 

  ══════════ ══════════ 

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58,001 57,730 

股份溢價  515,306 466,353 

股份獎勵計劃持有之股份  (133,441) - 

其他儲備  740,723 820,453 

保留溢利    

- 擬派股息  98,634 295,168 

- 其他 2,233,630 2,089,696 

  ────────── ────────── 

  3,512,853 3,729,400 

非控制性權益  3,443 3,155 

  ────────── ────────── 

股權總額  3,516,296 3,732,555 

  ══════════ ══════════ 



 

-  10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續)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6,179 30,458 

長期服務金撥備  22,152 22,850 

退休金福利負債  5,695 7,483 

  ──────── ──────── 

  64,026 60,791 

  ──────── ──────── 

流動負債    

營業應付賬項 11 233,510 208,844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649,986 534,867 

應付稅項  52,338 30,643 

  ──────── ──────── 

  935,834 774,354 

  ════════ ════════ 
 
總負債  999,860 835,145 

  ════════ ════════ 

股權及負債總額  
 

4,516,156 4,567,700 

  ════════ ════════ 

    

淨流動資產  476,272 667,156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80,322 3,793,3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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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所發出的香港會計準則 34「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連同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細閱。 

 
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用相同，

詳見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此中期期間的所得稅乃按照預期年度總溢利按適用稅率予以預提。  

 

概無於此中期期間首次生效之準則修訂或詮釋與本集團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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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集團主要經營連鎖式速食餐飲業務、快餐廳、機構飲食業務和特式餐廳及食品製造及

分銷業務。 

 

集團首席執行官根據內部報告以分配資源，並就地區遠景，包括香港、中國內地及北

美洲，以評估其業務狀況。 

 

集團本年度和比較數字的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香港 中國內地 北美洲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總分類收益 2,989,787 689,869 72,712 3,752,368 

 內部分類收益（附註 i） (1,514) (53,263) - (54,777) 

  ──────── ──────── ──────── ──────── 

 收益（來自外部收益） 

（附註 ii） 2,988,273 636,606   72,712 3,697,591 

  ════════ ════════ ════════ ════════ 

      

 分類業績（附註 iii） 395,367 49,154 (2,509) 442,012 

  ════════ ════════ ════════ ════════ 

      

 折舊及攤銷 111,239 32,480 7,271 150,990 

 財務收入 4,593 2,796 62 7,45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 122 122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4,327) - - (4,327) 

 所得稅費用/ (抵扣) 46,581 5,774 (1,474) 50,881 

  ════════ ════════ ════════ ════════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總分類收益 2,687,614 692,639 82,598 3,462,851 
 內部分類收益（附註 i） (1,576) (52,770) - (54,346) 
  ──────── ──────── ──────── ──────── 
 收益（來自外部收益） 

（附註 ii） 2,686,038 639,869 82,598 3,408,505 
  ════════ ════════ ════════ ════════ 
      
 分類業績（附註 iii） 357,129 64,637 (659) 421,107 
  ════════ ════════ ════════ ════════ 
      
 折舊及攤銷 94,125 33,406 8,339 135,870 
 財務收入 4,371 1,875 80 6,32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 98 98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2,126) (68) - (2,194) 
 所得稅費用/ (抵扣) 40,508 7,314 (1,598) 46,22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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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i) 內部分類交易是按一般商業條款訂定。 

 

(ii) 集團有很大數量的顧客，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未有單一

外部顧客產生佔集團 10%或更多的總收益。 

 

總分類業績與總除稅前溢利的對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業績 442,012 421,107 

 折舊及攤銷 (150,990) (135,870) 

  ──────── ──────── 

 營運溢利 291,022 285,237 

 財務收入 7,451 6,32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22 98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4,327) (2,194) 

  ──────── ──────── 

 除稅前溢利 294,268 289,467 

  ════════ ════════ 
 
  

 香港 中國內地 北美洲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分類資產 3,022,442 869,728 129,427 4,021,597 
  ════════ ════════ ════════ ════════ 

 分類資產包括：     

 於聯營公司投資 - - 1,217 1,217 
 於合營公司投資 15,445 - - 15,445 
 添置非流動資產（財務工具及

遞延稅項資產除外） 228,464 49,821 3,192 281,477 
  ════════ ════════ ════════ ════════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3,028,204 835,457 139,117 4,002,778 
  ════════ ════════ ════════ ════════ 

 分類資產包括：     

 於聯營公司投資 - - 1,190 1,190 
 於合營公司投資 19,772 - - 19,772 
 添置非流動資產（財務工具及

遞延稅項資產除外） 323,119 63,225 6,153 392,49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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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置於香港的非流動資產(財務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為

2,089,231,000 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028,096,000 港元），置於中國內地

為 470,720,000 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459,529,000 港元），及置於北美洲

為 71,181,000 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81,711,000 港元）。 

 

總分類資產與總資產的對賬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總分類資產 4,021,597 4,002,778 

 遞延稅項資產 32,045 26,56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40,873 522,516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21,641 15,844 

  ───────── ───────── 

 總資產 4,516,156 4,567,700 

  ═════════ ═════════ 

    
3 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食物及飲品 3,632,594 3,340,636 

 租金收入 19,533 18,104 

 特許權收入 16,132 16,915 

 管理及服務費收入 10,213 6,286 

 雜項收入 19,119 26,564 

  ───────── ───────── 

  3,697,591 3,408,5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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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淨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溢利 41 1,280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溢利 - 3 

 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12,553 13,267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值溢利 119 99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535) (2,910) 

  ───────── ───────── 

  10,178 12,633 

  ═════════ ═════════ 

    

5 營運溢利 

 

下列項目於中期營運溢利內扣減：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原材料及耗材的使用成本 1,204,640 1,100,640 

 僱員成本 1,003,488 910,475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410,122 371,95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45,343 129,906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505 1,508 

 商標及特許經營權之攤銷 4,142 4,456 

  ═════════ ═════════ 
 

6 財務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7,451 6,3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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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費用 

 

本公司於百慕達獲豁免徵稅至二零一六年。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

稅率 16.5%（二零一三年：16.5%）提撥準備。海外溢利之稅款，則按照期內估計應課

稅溢利依集團經營業務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內計入之稅項包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現行稅項：   

 - 香港利得稅 44,670 40,404 

 - 海外稅項 5,878 7,314 

 遞延稅項暫時差異的産生及轉回 333 (1,494) 

  ───────── ───────── 

  50,881 46,224 

  ═════════ ═════════ 
 

8 每股溢利 

 

基本 
 

每股基本溢利乃按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份之加權平

均數之基準來計算,但不包括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下購回的普通股。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43,099 242,869 

  ══════════ ══════════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千單位） 577,331 575,044 

  ══════════ ══════════ 

    

 每股基本溢利（每股港幣仙） 港幣 42.11 仙 港幣 42.23 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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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溢利 (續) 

 

攤薄 
 

每股攤薄溢利乃按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加上若行使所有潛在普通股認股

權而產生之攤薄影響之股數之基準而計算。集團確有普通股認股權攤薄之影響。普通

股認股權的計算是按公平價值計算所得（根據市場平均價格計算）。該公平價值乃按假

設行使該等認股權而發行的股份之認股權的貨幣值。上述計算所得之股份數目之增加

額為假設行使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數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43,099 242,869 

  ────────── ──────────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單位） 577,331 575,044 

 普通股認股權之調節（千單位） 2,250 3,822 

  ────────── ────────── 

  579,581 578,866 

  ────────── ────────── 

    

 每股攤薄溢利（每股港幣仙） 港幣 41.94 仙 港幣 41.96 仙 

  ══════════ ══════════ 

 

9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宣派之股息   

 -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7仙 

（二零一三年：港幣 17仙） 98,634 97,910 

  ═════════ ══════════ 

 

中期股息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宣派，並無反映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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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營業及其他應收賬項, 預付款項及按金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營業應收賬項 37,869 38,523 

 減：營業應收賬項減值撥備 - - 

  ────────── ────────── 

 營業應收淨賬項 37,869 38,523 

 其他應收賬項 51,272 41,137 

  ────────── ────────── 

  89,141 79,660 

  ────────── ────────── 

 預付款項及按金 121,306 106,921 

  ────────── ────────── 

  210,447 186,581 

  ══════════ ══════════ 
    

 集團之銷售以現金交易為主。集團亦給予三十至九十天信貸期予部份銷售集團機構飲

食服務、食品製造之顧客和特許加盟商。 

 

營業應收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零至三十日 26,943 27,346 

 三十一至六十日  7,691 8,094 

 六十一至九十日 676 1,856 

 超過九十日 2,559 1,227 

  ────────── ────────── 

  37,869 38,5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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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營業應付賬項 

 

營業應付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零至三十日 221,438 193,884 

 三十一至六十日  6,445 8,590 

 六十一至九十日  1,950 1,125 

 超過九十日 3,677 5,245 

  ────────── ────────── 

  233,510 208,844 

  ══════════ ══════════ 

12 呈報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本集團訂立協議出售本集團於北美洲之業務經營資產， 

總代價為7,888,888加元(相等於約五千四百四十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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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局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7 仙

(二零一三年：港幣 17 仙)。該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派發予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股票暫停過戶 
 

為確定收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填妥之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

公司之股票登記過戶處香港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

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 - 1716 室。 

 

人力資源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集團聘有約 18,300 名員工。我們重視吸引和挽留

人才的競爭力，薪酬待遇均參考市場情況、個人經驗、資歷及職責而釐訂。員

工並可透過集團的僱員特權認股計劃、股份獎勵計劃，以及與盈利和表現掛鈎

之獎勵計劃，分享集團發展成果。期內，本公司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獎授限制性

股份和業績股份予經甄選參與者，表彰及獎勵其為本集團業務及發展作出之貢

獻。 

 

期內，本公司繼續為員工提供各類培訓，以提升員工的工作才能。這些培訓課

程包括顧客服務、職業安全及健康、培訓技巧以及領導力。同時，集團致力在

中、港兩地建立完善的培訓框架，讓不同職責和級別的同事能夠在工作中持續

學習。透過強化前線培訓導師的培訓技巧和部門之間的資源共享，培訓效益將

因此而提高。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全面的僱員福利保障，包括醫療及團體人壽保

險計劃、樓宇按揭利息資助計劃以及培訓資助。 

 
企業管治 
 

董事局及本集團管理層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並一直努力達致負責任及

以回報價值為主導的管理，著重保障及提昇股東權益及投資價值，以及本集團

之長遠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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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採納之企業管治準則及常規與本

公司二零一四年年報所載之企業管治陳述一致。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並在相關及可行之情

況下採納企業管治守則之建議最佳常規。  

 

業績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其委員包括本公司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根據股份獎勵

計劃之規則和信託契約條款，以總額約一億三千三百萬港元在聯交所購入合共

4,784,362 股本公司股份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羅開光先生、羅碧靈女士及羅德承先生；非執行董
事陳裕光先生、羅名承先生及許棟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涯棉先生、李國星先生、郭
琳廣先生及區嘯翔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