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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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Quality HealthCare Asia Limited
卓 健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93）

二零一零年中期業績公佈

主席報告

本集團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之整體收入持續增長，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則錄得跌幅，主要由
於持續經營開支增加，以及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設立成本合共約 13,000,000港元以促進短期
及長期增長之額外開支所致。

於報告期內，卓健醫療服務及卓健綜合保健服務銷售予外來客戶之收入分別增長4.4%及8.8%，分
部溢利則分別下跌 13.6%及 38.8%。卓健護老服務銷售予外來客戶之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 6.9%，
而分部溢利亦有 40.6%之增長。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563,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28,4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下跌12.6%。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包括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收益約 90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之每股基本盈利為 12.6港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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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購回及股息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之公佈，董事會宣佈進行有條件收購建議，以購回並註銷
最多 24,146,341股普通股份，收購價為每股 4.10港元。董事會亦宣佈，其將考慮派付一項特
別股息，相等於 99,000,000港元與實際用於股份購回之金額兩者之差額。股東於二零一零年七
月九日批准收購建議，而收購建議已宣佈成為無條件。於收購建議截止日期，本公司共接獲涉
及 18,076,803股普通股份之有效接納，而該等股份已被購回及註銷。本公司已就購回支出合共
74,115,000港元。

董事會現已決定宣佈派發每股12.0港仙之特別中期股息，即約相當於99,000,000港元與74,115,000

港元之差額。

董事會不派發期內之普通中期股息，其做法與去年一致。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概無任何融資費用。

本集團之正額淨現金狀況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226,900,000港元上升2.9%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之 233,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源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
淨額為 19,8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卓健醫療服務

於回顧期間，卓健醫療服務銷售予外來客戶之收入上升 4.4%，惟經營溢利下跌 13.6%。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卓健醫療服務銷售予外來客戶之總收入為 466,300,000港元，去年同
期則為 446,600,000港元（經重列），而經營溢利由去年同期之 32,600,000港元（經重列）下跌 13.6%

至 28,100,000港元。下跌主要由於收入增長遜於預期及持續經營開支增加，以及就添置物業、廠
房及設備之額外發展開支所致。

良好客戶體驗

本集團繼續提升現行系統，包括為保險夥伴提供方便快捷之即時電子查核，以及提升索償手續之
效率及準確性。我們已改善電子醫療記錄系統，並於多個醫療中心推行，進一步協助醫生工作。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本集團榮獲亞太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的年度最佳知識管理，並連續多年獲頒
優質顧客服務專員中心証書。為進一步維繫客戶，本集團各部門主管會與客戶機構內之相關人士
緊密合作，加強溝通及效率，此乃本集團之企業方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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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質量標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之臨床導師，向我們 12間主要中心進行臨床技術評
估。評估範圍包括注射、抽血、藥物分配及為病人準備內窺鏡檢查等，並製作一份標準清單，當
中載有標準作業程序及技術要求。前線員工根據清單上之項目接受評估，在6分為滿分之整體臨床
技術評核內取得 5.5分之成績。我們亦已收到可進一步改善的建議，並會由中心管理團隊跟進。而
本集團之客戶滿意程度亦有所提升，包括得到更多客戶之嘉許。

推動可持續增長

本集團之網絡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持續擴展，包括擴充中環旗艦中心，增設新團隊負責醫學美容
及體質提升計劃。於報告期內，我們亦於九龍站開設新醫療中心，並設立多間員工診所以配合企
業客戶之需要。於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我們業務網絡內之企業客戶求診人次錄得 5.2%之增長，
個人客戶求診人次亦錄得 8.9%之增長。同時，本集團現時亦籌備開設多間新中心，作為二零一零
年下半年網絡擴張計劃之一部分，包括在港島東其中一間萬寧店舖內設立醫療中心，以及開設旗
艦健康中心，附設最新檢查儀器、專門疾病控制計劃及其他健康相關服務。上述兩間中心均已於
二零一零年七月開幕，而其他項目亦已展開，為求取得進一步增長及提供更多元化之服務。

多元化選擇

除於本集團之醫療網絡內增設第五間醫學美容中心外，本集團亦於二零一零年三月起，於位於中
環之中心提供創新腹脂控制計劃，為肥胖人士提供安全可靠之治療，幫助客戶減少體內內臟脂
肪，從而降低對健康造成之風險。本集團亦加強CASE之投資，在擴張現時位於銅鑼灣之中心之
同時，於尖沙咀開設第二間CASE中心。上述兩間中心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投入服務，並引進全新
之醫學水療概念，為客戶提供全新體驗、開展更多元化服務及推廣全線護膚產品。我們之中醫團
隊繼續維持良好表現，與去年同期比較，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求診總人次有 24%之增長，激光矯
視及眼科中心之表現亦甚為理想，在中心內進行激光矯視、白內障及其他眼科手術之數目持續上
升。此外，本集團亦已開始於中心內提供全新之角膜矯形療程，為大約8歲以上之兒童，以非手術
方式減輕近視及散光度數。心理輔導服務亦持續擴張，登記本集團僱員援助計劃之企業總數上升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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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健綜合保健服務

牙科、護理介紹所及物理治療

卓健綜合保健服務六個月之銷售予外來客戶之收入由二零零九年同期之 42,300,000港元（經重
列），上升 8.8%至 46,000,000港元。然而，經營溢利由二零零九年同期之 4,200,000港元（經重
列），下跌 38.8%至 2,600,000港元，此乃由於牙科網絡擴張引致經營開支上升所致。

牙科：卓健牙科持續發展其網絡，並擴充中環旗艦中心，提供全面之一般及專科牙科服務，並且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在九龍區開設第二間新牙科診所。

卓健牙科已申請 ISO 9001:2008之認證，現時正處於認證階段，預計有關認證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一
月前完成。

護理介紹所：卓健護理介紹所在首六個月繼續維持穩定增長，反映對護理安老院支援業務之需求
有所增長。卓健護理介紹所與學校、老人中心及議員辦事處緊密合作，繼續發展其外展社區服務。

卓健護理介紹所於四月完成首個 ISO實地監督審查，所有文件已獲審閱、持續改善流程已獲審
查，並持續達致品質指標及介紹所服務目標水平。

物理治療：卓健物理治療於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繼續擴展其工傷管理計劃，工傷個案較去年上升
接近一倍。員工培訓及招聘仍然為卓健物理治療之重點，而我們亦會為本集團之物理治療師提供
獨家之內部訓練課程。

卓健物理治療繼續定期為客戶舉行健康講座，並於客戶辦事處實地提供工作間評估。卓健物理治
療計劃繼續擴展網絡，並透過運動工作坊及伸展運動課程，提供更多預防保健護理知識。

卓健護老服務

提供可信賴之長者起居護理服務

於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卓健護老服務錄得銷售予外來客戶之收入為 51,3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上升 6.9%。而儘管經營成本上漲，經營溢利由二零零九年首六個月之 3,300,000港元上升 40.6%

至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之 4,700,000港元，主要由於院舍入住率及服務收費增加所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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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內，社會福利署向安老院舍增撥「療養院照顧補助金」及「照顧老人癡呆症患者補助金」津
貼，令我們能夠增聘職業治療師及社工等專業人員，照顧體弱或患有老人癡呆症之長者。

縱然未來有重重挑戰，但亦充滿機遇。政府統計處近期公佈之預測顯示，預期人口將會有持續老
化之趨勢。65歲及以上之人口比例預期會由二零零九年之13%大幅上升至二零三九年之28%。我
們相信，憑藉現時之優勢，我們可配合社會對安老院舍日益增加之需求。然而，持續人手短缺及
租金上升等問題，對維持二零一零年下半年之營運利潤構成考驗。香港最低工資立法可能會使業
界成本大幅上升，亦可能難以將有關成本轉嫁予依賴社會福利署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之住戶。

僱員

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對前線員工及總辦事處員工而言充滿挑戰，因本集團持續進行變革，包括改
善現有系統及程序，確保我們能夠切合客戶不斷變化之期望，應付市場更複雜之需要。憑藉我們
全體醫生、其他專業人員及前線員工，以及管理團隊及總辦事處員工之決心及承諾，我們於保持
收入增長之同時，也能夠大規模調動資金以確保日後發展所需。我們謹此向每一位協助本集團取
得成功之員工衷心致謝。

展望

卓健憑藉有利之定位，維持其於本地保健市場之增長。然而，鑑於現時之成本結構及持續資本開
支計劃，本集團將會謹慎行事，以維持其盈利能力。我們將繼續維繫企業及保險業之客戶，並採
取措施確保我們能夠配合個人客戶之需要。本集團現時投資於多個項目，以發展新機會及保持日
後之持續增長。

香港政府不斷強調社區基層健康服務之重要性，而卓健亦樂於支持有關政策，並透過發展健康中
心，專注預防性保健及慢性疾病管理。本集團將繼續於香港及中國尋找發展機遇，並致力提供多
元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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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績

卓健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該等未經審核之中期業
績是未經審核，惟已經過本公司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  563,584 536,923

其他收入及收益  10,548 11,690

已確認開支之存貨變動  (32,514) (31,312)

僱員福利開支  (228,672) (211,326)

折舊  (9,684) (10,084)

其他開支淨額  (269,915) (257,480)

融資費用  – (1)
   

   

除所得稅前溢利 3  33,347 38,410

   

所得稅開支 4  (4,958) (5,93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及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8,389 32,48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每股盈利 6   

　基本（港仙）  12.6 14.2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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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41,831 38,513
商譽  17,414 17,414
其他無形資產  9,880 9,880
於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375 375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按金 7  7,181 2,083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8  50,787 52,388
   

   
  127,468 120,653
   

   
流動資產   
存貨  18,104 16,532
貿易應收款項 9  131,043 134,66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9,960 39,251
可收回稅項  – 3,420
現金及等同現金資產  233,435 226,939
   

   
  432,542 420,81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 10  163,109 178,990
遞延收入  20,480 19,354
應繳稅項  7,845 2,933
   

   
  191,434 201,277
   

   
流動資產淨值  241,108 219,5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68,576 340,18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00 300
   

   
資產淨值  368,276 339,88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2,504 22,504
儲備  320,936 317,383
股息 5  24,836 –
   

   
權益總計  368,276 33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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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一般資料

卓健亞洲有限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期內，本集團從事下列主要業務：

‧ 提供醫療服務

‧ 提供護理介紹所、物理治療、牙科及其他服務

‧ 提供護老服務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本公司之功能貨幣港元呈報。

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發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此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均富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

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須於年度財務報表內載列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與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主要會計政策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發，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並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開始之年度財務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27R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二零零八年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R號引進與非控股（前稱「少數股東」）權益進行交易及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會計變動。香港會
計準則第 27R號於採納期後適用。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與非控股權益進行交易，且無出售其附屬公司之任何股本
權益。因此，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27R號對本期間之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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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已於附註 1披露。於期內確認來自本集團主要業務之本集團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提供以下服務之收入：  

　－醫療服務 466,270 446,633

　－護理介紹所、物理治療、牙科及其他服務 46,043 42,313

　－護老服務 51,271 47,977
   

  

總收入 563,584 536,923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根據業務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而劃分架構及獨立管理，並由向董事會匯報之行政總
裁負責整體監控。本集團每個業務分類均代表一個提供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業務單元，所承受之風險及所獲得
之回報與其他業務分類有所不同。

業務分類之概要如下：

(a) 醫療服務類，從事提供醫療、激光矯視、眼科及心理服務；

(b) 護理介紹所、物理治療、牙科及其他服務類，從事提供護理介紹所、物理治療及牙科服務；

(c) 護老服務類，從事提供護老服務；及

(d) 企業及其他類別，包括本集團之集團內管理服務業務，主要向集團公司提供管理、財資及其他服務，以及
其他企業收入及開支項目。

分類間之銷售及轉讓乃根據相互協議之條款進行交易。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進行集團重組活動，致使經營激光矯視、眼科及心理服務之附屬公司成為組成營運醫療服
務之集團公司之一部分。因此，先前於「護理介紹所、物理治療、牙科及其他服務類」下呈報之激光矯視、眼科
及心理服務，現於「醫療服務類」下呈報。因此，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之收入及分類資料經已重列。



10

經營業務之報告變動影響概述如下：

  護理介紹所、
  物理治療、
 醫療服務 牙科及其他服務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重新分配前之收入 441,665 47,281

重新分配：  

　激光矯視、眼科及心理服務之收入 4,968 (4,968)
   

  

 446,633 42,313
   

重新分配前之分類業績 31,946 4,852

重新分配：  

　激光矯視、眼科及心理服務之經營業績 627 (627)
   

  

 32,573 4,225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重新分配前之收入 460,668 51,645

重新分配：  

　激光矯視、眼科及心理服務之收入 5,602 (5,602)
   

 466,270 46,043
   

重新分配前之分類業績 27,463 3,255

重新分配：  

　激光矯視、眼科及心理服務之經營業績 670 (670)
   

 28,133 2,585
   



11

提供與本集團執行董事有關本集團可報告分類之資料載列如下：

  護理介紹所、物理治療、
 醫療服務 牙科及其他服務 護老服務 企業及其他 對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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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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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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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來客戶之收入 466,270 446,633 46,043 42,313 51,271 47,977 – – – – 563,584 536,923

分類間收入 * 650 696 12,342 12,520 2,700 2,640 109 60 (15,801) (15,916)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5,920 7,532 297 500 568 272 420 419 – – 7,205 8,723
            

可報告分類收入 472,840 454,861 58,682 55,333 54,539 50,889 529 479 (15,801) (15,916) 570,789 545,646
            

可報告分類業績 28,133 32,573 2,585 4,225 4,659 3,314 (5,373) (4,668) – – 30,004 35,444
          

未分配利息及股息收入           2,412 1,54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收益           931 1,419

融資費用           – (1)
            

除所得稅前溢利           33,347 38,410

所得稅開支           (4,958) (5,93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8,389 32,480
            

* 此等數字並不包括於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所述之收入，並以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 不包括未分配利息及股息收入，以及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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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658 74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7 199

銀行利息收入 (161) (723)

其他利息收入 (2,251) (525)

來自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 (300)

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收益 (931) (1,419)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已按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6.5%（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之稅率撥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 香港
 期內稅項支出 4,958 6,034

遞延稅項－本年度 – (104)
   

  

所得稅開支總額 4,958 5,930
   

5.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特別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份 12港仙（二零零九年：無） 24,836 –
   

董事會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宣佈派發每股普通股份12港仙的特別中期股息，即相當於99,000,000港元與根據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宣佈的有條件現金收購建議作出的股份購回實際使用的金額兩者之間的差額。特別中
期股息的金額乃參考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206,962,604股已發行普通股份計算。此項特別中期股息並未於該等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反映為應付股息，但將會反映為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保
留溢利之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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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支付任何股息，而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 25,638,000港元已於上個期間支付。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8,38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2,480,000港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5,039,407股（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28,844,564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該等期間內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各個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7. 資本開支

本集團於期內產生之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約 13,01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5,992,000港元），主要包括租賃裝修及醫療器材產生之成本，以及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支付按金
約 5,09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70,000港元）。

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上市債務證券
 －香港 7,344 7,359

 －香港以外地區 43,443 45,029
   

 50,787 52,388
   

9. 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35,901 138,869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4,858) (4,200)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131,043 13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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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一般有 30至 60日之信貸期，本集團並無向業務相關客戶收取利息。根據發票日期，貿易應收款項
總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 30日 88,044 95,709

31至 60日 23,097 18,632

61至 90日 5,703 6,832

超過 90日 19,057 17,696
   

 135,901 138,869
   

10. 貿易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25,616 28,866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開支及已收按金 137,493 150,124
   

 163,109 178,990
   

本集團獲供應商授予 30至 60日之信貸期。根據發票日期，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 90日 22,808 26,389

91日至 180日 1,634 1,760

超過 181日 1,174 717
   

 25,616 28,866
   

11. 比較數額

如附註 2進一步解釋，若干比較數額已予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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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 368,3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增加 28,4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233,4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26,900,000港元）。本集團之目標為確保有足夠資金應付短期及較長期流動資金之需要。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債券投資價值為 50,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公平值收益 900,000港元。

由於本集團並無銀行及其他借貸，比較債項淨額（扣除可動用現金及銀行結餘之借貸）與股本權益
之資本負債比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不適用。

本公司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公佈之由禹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本公司按每股 4.10港元購回
最多 24,146,341股股份之有條件現金收購建議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三日結束。因此，本公司以
總代價約 74,115,000港元（未計開支）購回並隨後註銷 18,076,803股普通股份。

貨幣及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之主要營運附屬公司均位於香港，期內本集團超過 90%之收入及採購均以港元定值。

所有銀行信貸額均以港元定值。利息乃按浮息為基準，經參考港元最優惠利率或香港銀行同業拆
息計算後支出。

現金及銀行結餘乃以港元或美元定值。短期定期存款的存款期不一，介乎一日至三個月不等，視
乎本集團當時的現金需要而定，並按相關短期存款利率賺取利息。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若干金融資產以美元定值。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本集團認
為外匯風險並不重大，因此無須運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之用。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抵押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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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牽涉若干訴訟及申索，惟由於認為其導致帶有重大經濟利益之
資源流出之機會甚低，故並無作詳細披露。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及聯營公司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任何附屬及聯營公司。

管理層及職員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共有員工約 1,180名。總員工成本約為 228,700,000港元（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11,300,000港元）。本集團根據行業慣例、員工個人及本集團表
現為僱員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及酌情花紅。本集團亦十分重視員工培訓及發展，為他們提供
培訓課程及持續進修機會。

股息及截止過戶日期

董事會宣佈派發特別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份 12.0港仙（二零零九年︰無）予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特別中期股息乃根據 99,000,000港元與收購購回股份之支出總額
兩者之差額而釐定，詳情載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向股東發出之公佈。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六日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在此期間股份之轉讓手續將不予辦理。如欲過戶而獲取特別中期股息者，須於二零一
零年九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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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過戶登記手
續。預期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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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概述於下文之部份偏離行為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應用及遵
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原
則及適用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B.1.3及C.3.3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B.1.3及C.3.3規定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須至少包括有關
守則條文所載之特定職責。

本公司採納之薪酬委員會職權範圍乃遵照守則條文B.1.3，惟薪酬委員會須檢討（而非根據守則條
文所述之釐定）及僅向董事會作出有關執行董事而不包括高級管理層（而非根據守則條文所述之執
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方案建議。

本公司採納之審核委員會職權範圍乃遵照守則條文C.3.3，惟審核委員會須建議（而非根據守則條
文所述之執行）有關聘用外聘核數師提供非審核服務之政策。

上述偏離行為之理由已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年報之「企業管治報
告」一節內。董事會認為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應繼續依照本公司所採納之職權範圍操作。董事
會將至少每年檢討有關職權，並於認為有需要時作出適當改動。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公佈禹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本公司提出現金收購建議，按
每股普通股份 4.10港元購回最多 24,146,341股股份。現金收購建議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三日結
束，本公司以每股 4.10港元購回合共 18,076,803股普通股份，所購回之股份已被註銷。本公司用
於支付現金收購建議之實際代價約為 74,115,000港元，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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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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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澤雄先生、鄭鑄輝先生及Carlisle Caldow Procter先生組成之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包括對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概括之審閱。而審核委員會乃依賴本集團外聘核數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 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所作之審閱結果進行
上述審閱。審核委員會並無進行詳細之獨立核數審查。

承董事會命
卓健亞洲有限公司

主席
狄亞法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徐旺仁醫生（行政總裁）及王大鈞先生，非執行董事狄亞法先生
（主席），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鑄輝先生（副主席）、李澤雄先生及Carlisle Caldow Procter先生組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