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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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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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 EAST GLOBAL GROUP LIMITED
遠東環球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遠東環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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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

收益（百萬港元） 394.0  404.5  -2.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百萬港元） 54.7  26.5  +106.4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5.52  3.11  +77.5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5.52  3.11  +77.5
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1.5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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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欣然宣佈已成功完成以下地標項目，包括位於拉斯維加斯的
Cosmopolitan Resort Hotel & Casino、三藩市的Trinity Plaza、新加坡的濱海灣金沙綜合
度假勝地及香港的The One，並因而帶來令人鼓舞的業績。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為��,�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幅飆升約�0�%。

本集團於本報告期內的財務及營運業績出色，主要因為從已完成工程當中取得令人滿意
的邊際利潤，而其原因主要來自以下本集團的核心競爭力。首先，世界級知識技術及全
球性工程往績使到本集團有能力勝出全球各地的地標性工程，而該類工程的複雜性及質
量要求通常提供吸引的邊際利潤。第二，本集團的創新設計能力，由於已經累積了完成
超過��0個項目，所以可以令本集團具備能力去尋獲可提升邊際利潤的契機。第三，本集
團於中國進行採購及生產，再加上與供應商確立長久的關係及網絡，令本集團在減省成
本方面比其他競爭對手更具優勢。第四，本集團擁有出色的國際項目管理團隊，有豐富
經驗解決不同地區內氣候、文化、語言及規管上的差異，最後，本集團實施嚴格的成本
控制系統，並配合其出色的工程管理能力，以致不僅能達到項目所要求的完成期限及預
算，而且往往比預期理想。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接獲很多來自現有市場及新市場如印度、泰國、沙特阿拉
伯、牙買加及英國等地的地標項目招標邀請，反映出建築物外牆市場早已呈現復蘇跡
象。然而，或許因為在美國及歐洲疲弱的經濟復蘇下，商業信心依然脆弱，再加上PIIGS
主權債務問題帶來隱憂，所以大部分在磋商中的主要項目仍處於計劃階段。儘管如此，
本集團在二零一零年截至本公佈日期為止已獲得五個項目，合約總金額約為���,000,000
港元，當中包括位於加拿大卡加利的SAIT Trades and Technology Complex、中國上海的
長泰國際商務廣場及長甲會所，以及分別由嘉里建設有限公司及由南豐集團牽頭的財團
授出位於香港的兩個住宅項目。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手頭上未完成的合約所涉及的餘
下價值合計約�,���,000,000港元。

展望未來，在本年度餘下期間及未來幾年內將有不少令人振奮的地標項目推出市場。首
先是啟德郵輪碼頭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位於西九龍區部分，隨後是啟德及西九龍文
化區的整個地區的商住發展項目。此外，若干將成為中國、印度及沙特阿拉伯等地區內
最高的建築物已經進行招標或預期將於未來幾個月發出招標邀請。憑藉集團成功完成了
世界最高建築物－哈利法塔，本集團在贏取該等即將開展的地標項目方面將較其同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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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更具競爭優勢。本集團亦正就中國及世界各大城市的超高建築物及地標項目，與多個
享負盛名的發展商進行洽商。隨著中國、印度及巴西等新興國家漸次城市化，再加上美
國及歐洲的商業活動逐漸復蘇，全球的建築物外牆市場將繼續帶來無限商機。憑藉接近
�00,000,000港元的現金及流動性資產及在沒有舉債的情況下，本集團處於良好位置及充
份準備捕捉這些充裕的增長契機，包括增加市場營運資源、建立策略性同盟、計劃擴大
產能及不斷地尋找合適的合併與收購機會。

財務回顧

收益及毛利

於本報告期間，主要的在建項目如智利的Costanera Centre項目、香港的油塘購物中心項
目、加拿大的多倫多香格里拉及SAIT Trades & Technology Complex項目，仍處於初期
籌備或設計階段，因此要待至本年度下半年才能為本集團的收益帶來貢獻。因此，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約為���,0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約
�.�%。

然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大幅增長約��.�%至
約���,�00,000港元，主要由於美國項目例如位於拉斯維加斯的Cosmopolitan Resort Hotel 
and Casino項目、位於三藩市的Trinity Plaza項目、位於香港的The One項目及位於新加坡
的濱海灣金沙綜合度假勝地項目的安裝工程已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順利完成，導致邊際
利潤增加。憑藉我們創新設計團隊及經驗豐富的項目管理團隊的專注付出，結合了吾等
贏取高邊際利潤的地標項目的能力，嚴格的成本控制系統以及在中國進行採購及生產，
以致我們的項目能夠在令人滿意的利潤下完成，同時確保客戶絕對滿意。

分部分析

來自大中華的收益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增加約
��,�00,000港元或約��.�%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收
益增加主要由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內確認若干大型項目如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北塔）及嘉
里中心的收益。大中華的毛利率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約��.�%輕微下跌至二零一零年上半
年約��.�%。在預期香港及中國的市場將推出多個地標項目，如香港啟德郵輪碼頭、廣深
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位於西九龍區部分以及位於上海並將會成全中國最高建築物的上海中
心大廈之下，本集團來自大中華的收益貢獻將預期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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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北美洲的收益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減少約
��,�00,000港元或約��.�%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收
益減少主要由於美國項目的主要工程部分，例如位於拉斯維加斯的Cosmopolitan Resort 
Hotel & Casino的工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完成。新開展的加拿大項目，例如多倫多香格里拉
項目及SAIT Trades & Technology Complex項目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內仍處於初期籌備
階段，相對地對收益貢獻不多。鑒於Cosmopolitan Resort Hotel & Casino項目及其他美國
項目達到增加毛利，故北美洲地區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進一
步增至約��.�%，而於二零零九年同期則約為��.0%。雖然美國市場的復蘇進度依然不明
確，本集團卻已在拓展加拿大市場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項目足迹由多倫多伸延至卡加
利並有可能達至其他城市如溫哥華。本集團創新設計的玻璃窗牆系統已於加拿大的豪華
住宅的投標中使用。

來自亞洲的收益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減少約�,�00,000
港元或約��.�%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收益減少主要
由於Darwish Tower項目及Sama Tower項目的主要工程部分已於二零零九年完成。亞洲
地區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業績表現已較二零零九年同期顯著改善。於二零一零年上半
年，亞洲地區錄得毛利約��,�00,000港元，乃歸因於濱海灣金沙綜合度假勝地項目所帶來
的溢利貢獻。縱然並無預期杜拜市場將在短期內復蘇，亞洲地區依然出現多項令人振奮
的地標項目機會，如將會分別是印度及沙特阿拉伯地區內最高的建築物。

來自其他地區的收益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增加約
�,�00,000港元或約��.�%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收益
增加主要由於Costanera Centre (Tower II)項目於二零一零年復工及確認來自該項目的收益
所致。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此分部的收益主要為Costanera Centre項目停工前就先前已
進行的工程向本集團支付的一筆過賠償。本集團正積極在世界其他地域，尤以將會在二
零一四年舉辦世界盃及二零一六年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巴西等地開拓新的商機。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約為��,�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約��,�00,000港元。增長主要由於期內出售本集團
於香港已經不使用的辦公室物業所產生的收益約�,�00,000港元及收回壞賬約�,�00,000港
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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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00,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約��,0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略減約�.�%。

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經營開支為一筆過的上市開支約��,�00,000港
元。預期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將不會產生該等開支。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實際所得稅稅率（即所得稅開支總額除以
除稅前溢利的比率）約為��.�%（二零零九年：約��.�%）。實際所得稅稅率上升，主要由
於不可扣減開支如上市開支的稅務影響，而部分開支已為不應課稅收入如出售香港物業
的收益增加所抵銷。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00,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約��,�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飆升約�0�.�%。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為�.��港仙（二零零九年：�.��港仙），較去年同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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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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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營業額 � 393,960,963  �0�,���,�0�

銷售成本  (279,356,981 ) (���,���,��� )    

毛利  114,603,982  ��,�00,��0

其他收入  14,596,113  ���,���
行政開支  (41,530,299 ) (��,0��,��� )
其他經營開支  (18,652,422 ) –    

經營溢利  69,017,374  �0,���,���

融資成本 � –  –    

稅前溢利  69,017,374  �0,���,���

所得稅開支 � (13,336,271 ) (�,���,��� )    

期內溢利 � 55,681,103  ��,���,���    

各方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4,685,588  ��,���,���
 非控股權益  995,515  ���,���    

  55,681,103  ��,���,���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 5.52  �.��    

 攤薄（港仙） � 5.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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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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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溢利 55,681,103  ��,���,���    

其他全面收益：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重新分類 
 公平值變動至損益 (385,398 ) –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67,310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218,088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5,463,015  ��,���,���    

各方應佔之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4,467,500  ��,���,���
 非控股權益 995,515  ���,���    

 55,463,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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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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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716,265  ��,���,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
可供出售投資  24,227,954  ��,���,0��
租金及水電按金  2,937,142  �,���,0��    

  63,881,361  ��,�0�,���    

流動資產
存貨  60,782  ��,���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2,897,385  �,�0�,���
就承辦工程應收客戶總額  61,632,833  ��,�0�,���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 �0 234,242,515  ���,���,�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9,938,201  ��,0��,���
本期稅項資產  2,047,708  �0�,��0
可供出售投資  7,380,500  ��,���,000
已抵押定期存款  83,226,345  ��,0��,��0
銀行及現金結餘  382,033,476  ���,���,��0    

  793,459,745  ���,���,���    

流動負債
就承辦工程應付客戶總額  198,796,082  ���,���,��0
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 �� 48,223,375  ��,���,00�
本期稅項負債  33,320,865  ��,���,���
保證撥備  14,498,146  ��,��0,���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90,670,110  ��,���,���    

  385,508,578  ���,���,���    

流動資產淨值  407,951,167  ���,0��,���    

資產淨值  471,832,528  ���,���,�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161,080  �0,000
儲備  457,861,758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69,022,838  ���,���,���

非控股權益  2,809,690  �,���,���    

權益總額  471,832,5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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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是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註冊辦公地址為
P.O. Box �0�,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0�, Cayman Islands。主要營業地點為
香港柴灣新業街�號八號商業廣場��樓。本公司的股份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上市日
期」）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2. 編製基準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及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本簡明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
製本簡明財務報表時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所有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並與其業務有關及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
無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呈列以及於本期間及過往年度所呈報的數額
發生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此等新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暫時未能就此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是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
狀況構成重大影響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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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外牆工程業務。本集團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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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呈報分部如下：

－ 北美包括位於美國及加拿大的項目。

－ 大中華包括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及澳門的項目。

－ 亞洲包括位於新加坡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項目。

－ 其他包括所有分部的保養項目及位於未包括在上述呈報分部內國家的項目。

有關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及資產之資料

 北美  大中華  亞洲  其他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外部客戶收益 ���,���,���  ���,0��,���  ��,��0,���  ��,���,���  ���,��0,���
         

分部溢利 ��,���,��0  ��,���,���  ��,��0,0��  �,���,���  ���,�0�,���
       

未分配款項：
 其他收入         ��,���,���
 行政開支         (��,��0,��� )
 其他營運開支         (��,���,��� )
 融資成本         –         

稅前溢利         ��,0��,���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0�,0��,���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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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  大中華  亞洲  其他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外部客戶收益 ���,���,�0�  ���,���,���  ��,���,�0�  ��,���,���  �0�,���,�0�
         

分部溢利╱（虧損） ��,���,���  �0,���,�0�  (�,���,��� ) �0,���,�0�  ��,�00,��0
       

未分配款項：
 其他收入         ���,���
 行政開支         (��,0��,��� )
 融資成本         –         

稅前溢利         �0,���,���
         

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0�  ��,�0�,���  ��,���,�0�  –  ���,���,�0�
         

5.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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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透支及銀行借款利息 –  ��,0��
資本化金額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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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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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13,000,000  –    

本期稅項－海外
 期內撥備 2,588,315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252,044 ) –    

 336,271  �,���,���    

遞延稅項 –  –    

 13,336,271  �,���,���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二零零九年：��.�%）之稅率計提撥備。

澳門公司稅乃按本期間應課稅溢利以�%至��%（二零零九年：�%至��%）之遞進稅率計提撥備。

美國企業所得稅乃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二零零九年：��%）之稅率計提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二零零九年：��%）之稅率計提撥備。

新加坡所得稅乃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二零零九年：��%）之稅率計提撥備。

其他地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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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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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溢利

本集團之期內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428,217 ) (���,��� )  
折舊 3,706,640  �,��0,���
減：資本化金額 (2,400,918 ) (�,���,��0 )
 1,305,722  �,��0,���
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385,398 ) –
出售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9,496,078 ) –
出售廢料之收益 (554,872 ) (��0,��� )
上市開支（已計入其他經營開支） 18,652,42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77,996  –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減值撥備 905,000  �00,000
撥回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減值撥備 (3,330,976 ) –
存貨撥備回撥 (139,867 ) –
董事酬金 1,712,227  �,0��,��0    

8.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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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港元
 （二零零九年：零港元） 16,741,620  –
於本公司股份上市前已向當時之股東
 批准及派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宣派
 之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港元
 （二零零九年：零港元） 198,600,000  –
於本公司股份上市前已向當時之股東
 批准及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元
 （二零零八年：�.�港元） 24,000,000  ��,000,000    

 239,341,620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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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計算基準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54,685,588  ��,���,���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91,004,022  ��0,000,000

購股權產生之潛在普通股攤薄影響 46,679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91,050,701  ��0,000,000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分別為
��0,000,000股及���,00�,0��股，乃假設��0,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之股份（包括於二零零
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發行之�,000,000股股份及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日根據資本化發行所發行之
���,000,000股股份）已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發行。

10.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

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後作出之貿易應收款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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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
 零至�0日 53,414,908  ��,���,���
 ��至�0日 22,955,391  ��,�0�,���
 ��至�0日 58,320  �,���,0��
 �0日以上 7,878,995  �,���,���   

 84,307,614  ���,���,���
應收保留金 149,934,901  ���,���,���   

 234,242,5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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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主要指建築物外牆承包工程之應收進度收款。本集團採納之信貸政策
與業務所在國家中之建造行業普遍採納之貿易慣例一致。本集團於分包工程價值獲建築師
認證後確認其貿易應收款。根據貿易慣例，總承包商不時提出付款證明書之申請，其中包
括指定分包工程之已核證價值。

應收保留金指客戶在已認證之工程付款金額內預扣之款項。客戶於每次付款時預扣此保留
款項，最高金額根據合同金額之指定百分比計算。根據有關合同條款，保留款項於有關項
目完成後才發還予本集團，故並未呈列應收保留金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預期於超過��個月後收回之保留金金額為���,���,���港元（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港元）。

11. 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

根據收貨作出之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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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至�0日 37,317,077  ��,���,���
��至�0日 2,169,901  �,�0�,���
�0日以上 8,736,397  �,���,���   

 48,223,375  ��,���,00�   

全球發售及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本公司進行全球發售，發售共���,���,000股普通股，包括由本公司
發行及配發的���,��0,000股新股份及由本公司當時在任股東發售的�0,���,000股出售股
份，發售價為每股�.��港元。本公司籌集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000,000港元。本公司
普通股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的招股章程所述，本公司擬將所得款項用作新
項目的營運資金、潛在合併及收購、建設新生產設施、成立研發部門及一般營運資金。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公司正就擬定的用途規劃及探索合適的目標。因此，本公司於回顧
期內並未動用全球發售的所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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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名）
全職員工。本集團訂有具成效的管理層獎勵制度及具競爭力的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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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須不時作出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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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權等獎勵。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向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中期股
息每股�.�港仙。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為確定股東獲派的中期股息，本公司將由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一）至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為符合收取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
一零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五）（香港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
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樓，以辦
理登記手續。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星期五）或相近日子派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起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以�,���,��0港元的總代價，於聯
交所回購�,���,000股普通股。就每股股份支付的最高價及最低價分別為0.��港元及0.��港
元。有關回購由董事進行以提高股東的股份價值。所有上述股份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回
購，並隨後於二零一零年七月註銷。就會計處理而言及遵照開曼群島公司法，已於本中
期期間的簡明財務報表中將所回購股份的面值��,��0港元及�,���,��0港元分別沖抵本公
司的股本及股份溢價。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自上市日期以來，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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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財務資料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由本公司的
外聘核數師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
第���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審閱。核數師的獨立審閱報告將載
於致股東的中期報告內。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亦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
全體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周勁松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Hong Winn先生及
顏世宏先生）審閱及批准。

企業管治

自上市日期以來，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條文。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就本公司證券的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
等自上市日期以來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對本集團股東、投資者、合作夥伴及客戶給予的一貫信任與支持以
及本集團的全體管理層及員工的奉獻與付出致以衷心謝意。本集團有信心於本年度餘下
期間再創佳績，為本集團股東及投資者呈獻豐厚回報。

承董事會命
遠東環球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Huang Brad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

網址：http://www.fareastglobal.com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HUANG Brad先生（主席）、郭仰光先生（行政總裁）、
高焯堅先生及趙樂文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黃廣宇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周勁松先生、顏世宏先生及HOHG Winn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