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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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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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 SEAS MERCANTILE HOLDINGS LIMITED
四 洲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4）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告

業績

四洲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初步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
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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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2,347,582 2,290,626

銷售成本  (1,702,446) (1,692,244)
   

毛利  645,136 598,382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3 36,533 (18,091)

銷售及分銷費用  (369,701) (357,615)

行政開支  (195,655) (200,165)

其他營運開支  (11,358) (8,193)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  – (36,342)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 87,144

超過業務合併成本之款項  387 50,638

融資成本 4 (12,676) (20,50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7,369 11,519
   

除稅前溢利 5 100,035 106,773

所得稅開支 6 (16,716) (16,236)
   

年內溢利  83,319 90,537
   

歸屬於：
 本公司的權益所有者  86,440 105,048

 少數股東權益  (3,121) (14,511)
   

  83,319 90,537
   

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8 21.8港仙 26.3港仙
   

有關本年度應付股息及建議股息的詳情載於附註7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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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溢利  83,319 90,537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22,028 (20,730)

 綜合收益表之收益╱（虧損）之
  重新分類調整
  – 出售之收益  (27,637) (1,041)

  – 減值虧損  – 36,342

 所得稅影響  – –
   

  (5,609) 14,571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155 1,918

換算海外業務的滙兌差額  849 10,743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除稅後）  (4,605) 27,232
   

年內總全面收益  78,714 117,769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所有者  81,802 131,621

 少數股東權益  (3,088) (13,852)
   

  78,714 117,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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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81,257 487,621

投資物業  15,356 15,31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51,658 154,724

商譽  35,551 34,607

非當期禽畜  706 1,12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46,398 139,304

可供出售投資  65,039 52,619

訂金  17,941 18,466

遞延稅項資產  1,299 1,299
   

非流動資產總值  915,205 905,079
   

流動資產
應收聯營公司  369 296

當期禽畜  4,212 4,528

存貨  190,167 167,971

應收貿易賬款 9 439,808 429,687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7,620 94,535

可收回稅項  7,157 1,08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09,260 482,903
   

流動資產總值  1,248,593 1,181,00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
 應計負債 10 297,124 277,204

須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  656,056 756,614

應付稅項  15,910 17,179
   

流動負債總值  969,090 1,050,997
   

流動資產淨額  279,503 130,01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94,708 1,035,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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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須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  154,625 22,763

遞延稅項負債  18,412 18,487
   

非流動負債總值  173,037 41,250
   

資產淨額  1,021,671 993,839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所有者的權益
已發行股本  39,074 39,956

儲備  952,419 915,619

建議末期股息  19,537 19,978
   

  1,011,030 975,553

少數股東權益  10,641 18,286
   

權益總值  1,021,671 99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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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與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此等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當中
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和詮釋）、香港普遍採納之會
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除若干非當期禽畜、投資物業、若干物業、衍生
金融工具及若干權益投資已按估值或公平值計量，此等財務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財務報告以港元（「港幣」）呈列，除另有註明者外，所有數值均進位至最接近千位數。

編製此等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綜合財務報告一致。本集團已就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執行香港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本  準則」和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和獨立財務
  報表－對附屬公司、合營公司或聯營公司的
  投資成本」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歸屬
  條件及註銷」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改善金融工具的披露」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釐定實體是以當事人
  或代理的身份行事」之附錄的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和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列－可贖回金融工具
  及清盤產生的承擔」之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重新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之修訂本  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嵌入式衍生工具」
  之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度計劃」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產建造協議」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詮釋第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由客戶轉讓資產」（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採納）
 －詮釋第1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二零零八年十月）

* 包括在「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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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區域而劃分業務單位，並有以下兩個須予報告之經營分部：

(i) 香港部份從事製造及銷售小食、糖果、飲料、冷凍食品、火腿及火腿類產品、麵食，及
零售小食、糖果及飲料，以及經營餐廳；及

(ii) 中國大陸部份從事製造及銷售小食、糖果、飲料、冷凍食品、家禽產品、火腿及火腿
類產品、麵食，以及經營餐廳。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1,553,981 1,497,048 793,601 793,578 2,347,582 2,290,626

內部銷售 2,471 1,969 143,439 109,327 145,910 111,296
      

 1,556,452 1,499,017 937,040 902,905 2,493,492 2,401,922

對賬：
內部銷售抵銷     (145,910) (111,296)
      

收入     2,347,582 2,290,626
      

分部業績 98,263 114,964 (7,186) (59,309) 91,077 55,655

對賬：
利息收入     597 5,165

股息收入及未分配
 收益╱（虧損），淨額     29,642 (32,645)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     – (36,342)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之收益     – 87,144

超過業務合併成本之款項     387 50,638

融資成本     (12,676) (20,50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7,369 11,519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6,361) (13,857)
      

除稅前溢利     100,035 10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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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收入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除去折扣及退貨後售出貨品之發票價值。收入、其他收入及收
益╱（虧損），淨額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347,582 2,290,626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597 5,165

可供出售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742 899

管理費收入 604 554

租金收入 1,792 983

其他 3,898 7,852
  

 7,633 15,453
  

收益╱（虧損），淨額
投資收益╱（虧損），淨額* 1,263 (34,585)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收益（出售時自權益轉撥） 27,637 1,041
  

 28,900 (33,544)
  

 36,533 (18,091)
  

* 投資收益╱（虧損），淨額包括貨幣掛鈎存款淨收益9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淨虧損
16,895,000港元）及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淨匯兌收益1,16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淨虧
損17,690,000港元）。

4.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信託收據貸款利息 12,676 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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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之成本 1,703,494 1,685,688

折舊 43,601 37,671

非當期禽畜攤銷 361 944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 108,476 99,301

核數師酬金 2,566 2,510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200,405 190,735

 退休金計劃供款 10,807 9,611

 減：收回供款 (305) –
  

 退休金計劃供款淨額** 10,502 9,611
  

 210,907 200,34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2,236 1,793

匯兌差異，淨額 2,809 5,240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減直接營運開支350,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373,000港元） (1,442) (610)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 – 36,342

出售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 (87,144)

公平值減少╱（增加）減預計出售時之成本價歸屬於： 

 非當期禽畜之數目變動 (9) (10)

 非當期禽畜之價格變動 (43) 42

超過業務合併成本之款項 (387) (50,63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1,445 1,525

滯銷存貨減值╱（減值撥回）*** (1,048) 6,556
  

*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已包括於綜合收益表上之「其他營運開支」內。

**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收回供款30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可用作
減低未來年度退休金計劃供款。

*** 滯銷存貨減值╱（減值撥回）已包括於綜合收益表上之「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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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於香港所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零九年：16.5%）之稅率
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國家╱司法管轄區之現行稅率計
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香港
 本年度稅項 15,609 17,446

 過往年度過度撥備 (16) (2,438)

當期－其他地區
 本年度稅項 1,235 1,622

遞延 (112) (394)
  

本年度之總稅項支出 16,716 16,236
  

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共1,93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176,000港元）已包括於綜合收益表之「應
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內。

7. 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2.0港仙
 （二零零九年：2.0港仙） 7,847 7,991

建議末期－每股普通股5.0港仙
 （二零零九年：5.0港仙） 19,537 19,978
  

 27,384 27,969
  

本年度之建議末期股息須於本公司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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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溢利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數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無具攤薄潛力之已發行普
通股，因此並無就攤薄事項對該等年度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作出調整。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基準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使用之本公司
 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溢利 86,440 105,048
  

 股份數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年度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96,581,157 399,565,640
  

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賬期以信貸為主，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先付款。信貸期一般為一至三個
月，就主要客戶而言，可延長至最多四至五個月。每個客戶均有信貸額上限。本集團力求嚴
格控制其尚未收取之應收款項，藉此將信貸風險降至最低。高級管理層會定期檢討逾期結
餘。鑒於上述措施，以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與眾多多元化的客戶有關，因此並無重大信
貸集中風險。應收貿易賬款乃免息。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個月內 172,517 157,960

1至2個月 86,394 72,816

2至3個月 70,345 69,449

3個月以上 110,552 129,462
  

 439,808 429,687
  

應收貿易賬款包括本集團聯營公司結欠之款項1,11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870,000港元），
而還款期與本集團授予其主要客戶之信貸賬期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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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已包括應付貿易賬款結餘155,458,000港元（二零零
九年：140,882,000港元）。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個月內 107,121 81,821

1至2個月 22,216 35,529

2至3個月 12,564 13,242

3個月以上 13,557 10,290
  

 155,458 140,882
  

應付貿易賬款已包括結欠聯營公司之應付貿易賬款45,96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2,174,000

港元），彼等一般按30至60日期限結付。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及一般按30至60日期限結付。其他應付款項乃免息，信貸期平均為三個
月。

11. 業務合併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本集團收購大阪王將有限公司（「大阪王將」）之91%股權，現金
代價為1,591,000港元。大阪王將從事餐廳經營。自收購後，大阪王將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為本集團帶來11,923,000港元收入及164,000港元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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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日（星期四）舉行之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向本公
司股東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0港
仙（二零零九年：5.0港仙），有關股息將約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或
相近日子派付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六）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二日（星期四）止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之過戶。
為確定合資格獲派發申報年度之建議末期股息以及出席本公司二零一零年股東週年
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
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抵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務回顧

年內，集團整體營業額錄得穩定增長。香港之地區營業額為1,553,981,000港元，比
去年同期增長4%，佔總營業額約66%；國內之地區營業額為793,601,000港元，與去
年同期相若，相應佔總營業額約34%。受惠於有效成本控制得宜，積極擴闊產品及
市塲領域，集團整體地區業績較去年有所增長。香港之地區業績，仍因日圓貨幣匯
率波動，令採購成本上升，而受到一定影響。由於國內生產原料價格漸趨穩定及有
效提升生產效能，使國內之地區業績有顯著改善。

食品代理

四洲集團乃一家甚具特色之食品企業，集團今年邁進39周年。自成立以來，食品代
理業務為集團之核心業務，代理來自世界各地逾三十多個國家之名牌食品，建立
龐大之分銷網絡，積極開拓品牌，創造價值，良好穩固之根基及昭著商譽，為香港
食品界之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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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之「卡樂B」品牌榮獲「7-Eleven」便利店頒發《2009年最喜愛便利店品牌大獎》及
獲大型搜查網絡「雅虎香港」頒發《Yahoo!感情品牌大獎2009-2010》；同時，亦獲「惠
康超級市場」頒發《十大超市名牌》，足見營銷策略有出色的表現。年內，四洲集團
獲嘉許為第四屆《盛世優秀社責大獎》及連續八年為《商界展關懷》企業，實踐企業
社會責任，推動關懷社區文化，亦見證集團在市務推廣方面的佳績。

食品製造

食品製造為集團帶來另一豐碩，中港兩地擁有二十間生產廠房，生產一系列特色
食品，包括紫菜、糖果、膨化小食、花生、薯片、即食麵、雪糕、餅乾、蛋糕、栗
子、火腿、香腸、冷凍點心及飲料等。集團並致力發展一系列清怡飲品及果汁，旗
下位於中國蘇州之「四洲（蘇州）食品有限公司」將不斷提升產能及營運效益，擴展
其飲品系列，包括粒粒橙汁、咖啡、奶茶、檸檬茶、綠茶、烏龍茶，為未來集團在
飲品市場帶來新的動力和機遇。

多年來，集團在品質管理榮獲多次嘉許，包括《全國質量信得過食品》、《質量信得
過企業》、《香港Q嘜優質產品標誌證書》、《新鮮衛生檢定食品安全甲級獎狀》、《中
國食品工業傑出貢獻獎》、《中國自主創新與品牌建設獎》、《2009食品安全示範單
位榮譽證書》及國際性認可之「ISO 9001」和「ISO 22000」雙系統認證。

四洲品牌

客戶對「四洲」自家品牌的忠誠度與日俱增，市場佔有率持續上升。集團憑藉敏銳
的市場觸覺、有效的市場推廣策略、及鮮明的產品定位形象，使「四洲」品牌家傳
戶曉，多年來獲獎無數；其中包括被「3週刊」推選為《優質生活名牌2008之食唔停
口零食》、「世界品牌實驗室」頒發《2008香港100最具影響力品牌》、及由「香港設計
中心」及「香港理工大學」進行調查並獲選為《日常食品中最喜愛的本地品牌》；以致
近期，「四洲粒粒橙汁」獲「惠康超級市場」授予《最優秀新產品》大獎等，亦正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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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四洲」品牌之知名度不斷提升。「四洲Tsubu Tsubu粒粒橙」電視廣告由演藝界紅
星任賢齊先生擔任代言人，宣傳活動尤其成功，牽起熱潮，產品銷售成績驕人，深
受消費者歡迎。

餐飲業務

年內，集團旗下之多個餐飲業務亦獲得穩固的發展。位於中國廣州市荔灣區之「泮
溪酒家」名茶美點深受歡迎，為中國最大之園林酒家之一；榮獲新浪網「廣東美食
盛典2009」活動選為南粵風味《最受網友歡迎餐廳》。香港之「功德林上海素食」餐廳
榮獲「香港服務名牌選舉」之《2008最具潛質服務名牌》，並於新界沙田區之新城市
廣場增設分店，成功開拓客源；其菜式「砂窩獅子頭」榮獲中華廚藝學院頒發「2009

美食之最大賞」之《素菜組至高榮譽金獎》。位於香港銅鑼灣區之「功德林上海素食」
更榮獲「米芝蓮指南香港/澳門2010」推介。「四季日本料理」及「大阪王將」日式餃子
專門店及國內之「壽司皇」迴轉壽司連鎖店，業務發展令人滿意。

食品零售

集團旗下之零食專門店，「零食物語」市場拓展步伐令人滿意，取得良好業績，已成
為時尚零售品牌。零食產品推陳出新，銷售網點分佈全港，深受消費者歡迎。多年
以來，強大的品牌效應為「零食物語」帶來多個殊榮，獲「新城電台」頒發《U!Choice

全港大學生最喜愛的零食連鎖店品牌》及榮獲「廣州日報」頒發《第六屆港澳優質誠
信商號》，並同時獲「香港旅遊發展局」嘉許為《優質旅遊服務》計劃之認可商戶，展
示出有效發揮其市場優勢及未來增長動力。

展望

集團自成立於一九七一年至今，一向以理財審慎，業務雄厚穩健見稱，並繼續成為
集團成功的關鍵。集團憑藉其卓越之品牌價值，產品質素，廣泛食品種類及與供應
商建立的良好關係，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並繼續強化及鞏固食品業界的領導
地位，在優勢中獲益。管理層對未來的業務前景及發展感到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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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流動現金及主要往來銀行授出之信貸作為業務之融資。於二零
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銀行信貸額共1,467,763,000港元，其中55%經已
動用。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資本比率為80%，亦即銀行借款總
額與本公司權益所有者應佔權益之比例。集團之銀行借款以港元、日圓及美元為結
算貨幣，並主要為根據當時通行市場息率之信託收據貸款及銀行貸款（「須繳付利
息之銀行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之須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而
分類為非流動負債之須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須於第二年至第三年償還。於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擁有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509,260,000港元。於年內，
集團將盈餘的短期資金存放於銀行之短期貨幣掛鈎存款及外幣存款，並產生淨投
資收益1,263,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短期貨幣掛鈎存款存放於
銀行。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於回顧年度內，集團
並無重大資產抵押。

員工聘用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聘用員工總數約3,980人。僱員薪酬一般參考
市場條款及個別資歷而釐定。薪金及工資一般按表現及其他相關因素而作每年檢
討。

本公司上市證券之購買、贖回或出售

年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以介乎1.66港元至2.95港元之
價格購回合共8,820,000股股份，本公司已於其後註銷該等股份。所購回之全部股份
已於購回時註銷，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已削減相應面值。

年內購回之股份乃根據上一個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授予之授權而進行，旨在藉著
增加本集團之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為股東締造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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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購回之詳情概述如下：

   每股購買價
購回日期 所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已付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九年十月 2,488,000 1.86 1.66 4,329,040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1,922,000 2.06 1.84 3,697,380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3,066,000 2.57 2.06 6,863,480

二零一零年一月 622,000 2.95 2.49 1,715,140

二零一零年二月 722,000 2.63 2.55 1,895,460
    

 8,820,000   18,500,500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及管理層承諾維持良好的企業管治，著重於對全體股東的透明度、問責性及
獨立性的原則。本公司相信，良好企業管治對達致持續增長及提高股東回報實為
重要。本公司於整個回顧年度內已採用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管守則」）之原則，並已加以遵守其中大部份條文，
惟以下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及A.4.2條所註明者除外。本公司參考企業管
治之最新發展定期審閱其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有特定委任期，並須膺選連任。

現時，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特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
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
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不低於企管守則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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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續）

守則條文第A.4.2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4.2條，所有獲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之董事應由股東於彼等獲委
任後首次股東大會上推選。每名董事（包括有特定委任期者）應至少每三年輪值告
退一次。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任何獲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之董事將留任直至下屆股
東週年大會，其後將合資格膺選連任。董事會認為，由於鮮有出現臨時空缺，加上
委任人選填補臨時空缺與緊隨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相隔時間甚短，故有關偏離事項
不屬重大。

有關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進一步資料，將載於適時寄發予股東之本公司二
零一零年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內。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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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本公司操守守則（「操守守則」）。經向
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們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操守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本公司亦按可能擁有本公司未公佈而屬股價敏感資料之僱員進行不遜於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之條款訂定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守則（「僱員守則」）。據本公司所知，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僱員未有遵守僱員守則之情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包括全部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計為梁美嫻女士（審核委員
會主席）、陳玉生先生及財前宏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
準則，並已與管理層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初步綜合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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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的公佈

本公司之初步業績公告已登載於聯交所之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之網站
www.fourseasgroup.com.hk內。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將會寄發予股東，並登載於以上網站。

鳴謝

本公司董事會藉此機會對股東及業務夥伴於整個申報年度對本集團的不斷支持致
以衷心謝意，並衷心感謝全體員工所付出的努力。

董事會

於本公告刊發當日，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戴德豐博士、胡美容博士、文永祥先
生、葉偉強先生、胡永標先生及藍志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美嫻女士、陳
玉生先生及財前宏先生。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戴德豐博士GBS 太平紳士

香港，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六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