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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撮要 
 
 ◆ 六個月內以破記錄步速新增三十七間分店。 

 
 ◆ 整體營業額增長 10%。 

 
 ◆

 

受高漲食材價格影響，溢利增長持平。 
 

 ◆

 

西式餐飲業務採取多品牌策略，成功建立六十一間網點台階。 
 

 ◆ 於龐大中國市場成功複製七十九間「大家樂」之業務模式。 
 

 ◆ 中國業務台階取得接近 20%之溢利增長。 
 

 ◆ 自上市以來，集團連續二十四年持續派發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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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集團於期內面對各種策略及營運挑戰。 

 

隨著全球經濟逐漸復甦，熱錢流入驅動股樓暢旺，市場氣氛明顯改善。唯資產

價格上升只惠及社會少數，普羅大眾難以分享資產升值好處，反之更要面對各

類不斷攀升的生活成本，大大抑制市民消費意慾。 

 

面對通貨膨脹陰霾，高漲食材及其他營運成本為集團帶來沉重挑戰。集團正採

取一藍子策略性、營運性及地域性措施，務求提升整體業務效益及長遠競爭力。 

 

期內，集團以破記錄步速於六個月內增設三十七間分店。由於該等新分店未能

即時提供溢利貢獻，上半年溢利只錄得二億二千四百萬港元低單位數字的持平

增幅，而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營業額高達二十六億三千萬港

元，增長率 10%。 

 

為持續回饋股東，董事局議決向二零一零年十二月十六日名列在本公司股東名

冊上之股東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7 仙，自上市以來集團連續二十四年派

發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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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業務台階 

期內，「大家樂」同店銷售比對去年同期表現相約。究其成因主要是一方面食

材漲價驚人，另一方面市民對售價亦非常敏感，令我們只可採取保守訂價策

略。面對通脹高企，集團現正積極採取全方位對策，例如在分店開發自動化系

統以提升業務效益，深化中央產製功能以改善生產力及進行全球性採購策略以

消弭原材料上升壓力。 

 

我們預期此窘迫處境仍會為集團來年業務帶來短暫挑戰，管理層已為本地餐飲

業可能進入整固階段做好準備，冀能在未來發展空間，擁抱機遇，轉危為機。 

 

與此同時，集團繼續推行多品牌發展策略。時至今日，擁有十九間分店之「一

粥麵」已成為另一龐大速食餐廳品牌，為集團提供有意義的溢利貢獻。另一方

面，以「360 系列」及「利華超級三文治」命名的休閒連鎖餐廳亦提速發展，

取得強勁同店銷售增長。集團繼透過內部增長外，近期更成功收購「MIX」

時尚連鎖餐廳，迎合以健康為賣點之餐飲需求。時至今日，我們已於中價西式

餐飲市場建立合共六十一間分店之龐大台階，奠定穩固市場地位。 

 

再者，集團機構膳食業務「泛亞飲食」除教育及醫療傳統客群外，已成功將其

業務拓展至商業領域，新增國際知名客戶計有港龍航空及香港迪士尼樂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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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業務台階 

中國發展平台乃集團另一主要業務增長引擎，「大家樂」分店總數達七十九間

之網絡遍佈珠江三角洲及長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 

 

經多年積極拓展，「大家樂」速食餐飲業務不單成功建立龐大業務台階，更為

集團提供有意義之盈利貢獻。連同其他中國業務單位，國內業務總溢利收益比

對去年同期更錄得接近 20%之凌厲增長。 

 

期內，中國華南地區新增八間新分店。為實行更嚴謹的選址標準，強化準繩度

及利潤回報，集團上半年發展步速因此稍為放緩。透過豐富的選址經驗累積，

集團下半年於區內業務拓展必重拾升軌。我們矢志發展中國市場，昂然邁向於

二零一四年在華南地區設立二百間分店之目標。 

 

除速食餐飲外，為抓緊國內中產市場不斷增長之素求，集團早年已引入「意粉

屋」特式餐廳。時至今日，於華南地區一線城市合共開設七間分店。「意粉屋」

已蓄勢待發為未來進一步擴展做好充足準備。 

 

在生產設施方面，位處中國廣州新中央食品加工物流中心預期於本年十二月底

前進行試產。是項投資預算資本開支約人民幣一億五千萬元，總面積達三萬六

千平方米，並配備現代化的自動生產設施，產能效益可滿足三百間分店之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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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誠如本人先前報告，為配合中國華南地區提速發展，此新食品加工物流

中心將肩負不可或缺之支援角色，全面推進前線營運效益，後防生產效能及深

化培訓管理效率。 

 

北美業務台階 

遠越重洋，「Manchu WOK」業務重心已由三年前的業務整固轉化為市場拓展

階段。繼於機場、校園及軍事基地建立分店網點外，我們於非商場地點成功推

進發展並重塑品牌形象，新分店設計更獲得「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hopping 

Centers」頒發加拿大楓葉銀獎，此奬項為我們樹立新分店形象發揮功效。然

而，受制於部份美國自營店銷售未如理想及裝修工程之延誤，期內整體表現未

能取得重大改進，縱然如此，我們對「Manchu WOK」轉化為另一增長業務

台階充滿信心。 

 

展望 

持續攀升之食物價格，熱竄的資金流動及未來工資增長預期進一步推高通貨膨

脹，勢將對本地餐飲業帶來沉重挑戰。我們深明集團必須採納各種方針對策，

以平衡不同持份者利益。置身變幻莫測的營商環境，本人相信此等經營壓力或

可轉化為提升業務效益之推動力，令整體餐飲業管理素質得以改善。隨著商業

模式的調校，個別經營者或須加強營運效益。無疑，餐飲業同儕均需面對物競

天擇，適者生存之法則。 



 

-  6  -  

 

縱然餐飲業受到多項成本與行業整固的挑戰，我們對長遠發展仍表樂觀，當下

我們絕不會掉以輕心，定必緊貼市場脈搏，為現有業務模式作相應調整。能夠

成功落實上述種種方針策略，實有賴集團一萬六千名員工眾志成城的決心和全

情投入的熱誠，在此，我們對彼等在這上市二十四個年頭所作出的努力和貢

獻，致以萬二分謝意。 

 

 承董事局命 

 陳裕光 

 集團主席 

香港，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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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632,910 2,386,171 

銷售成本  (2,253,258) (2,014,005)

  ───────── ───────── 
毛利  379,652 372,166 

行政使費  (132,702) (126,918)

其他淨收益 5 18,217 15,990 

  ───────── ───────── 
營運溢利 6 265,167 261,238 

財務收入 7 5,041 3,115 

    

應佔溢利/(虧損)    

- 聯營公司  1,802 1,078 

- 合營公司  (37) 353 

  ───────── ───────── 
除稅前溢利  271,973 265,784 

所得稅費用 8 (48,102) (44,713)

  ───────── ───────── 
期內溢利  223,871 221,071 

  ═════════ ═════════ 
分配為：    

少數股東權益應佔虧損  (13) (295)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  223,884 221,366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的每股溢利 

（以每股港幣仙計）    

    

- 基本 9 港幣 39.94 仙 港幣 39.83 仙 

  ═════════ ═════════ 
- 攤薄 9 港幣 39.52 仙 港幣 39.54 仙 

  ═════════ ═════════
股息   

- 中期股息 10 95,642 94,7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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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利  223,871 221,071 

  ────── ────── 
其他全面收入 /（虧損）：    

轉換海外附屬公司、合營公司及聯營公司之匯兌

差額  7,008 23,658 

公平值（虧損）／ 溢利，除稅後：    

- 可供出售金融資產  (3,191) 100,797 

  ──────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3,817 124,455 

  ────── ────── 
    

期內總全面收入  227,688 345,526 

  ══════ ══════ 
    

應佔總全面收入 /（虧損）：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27,701 345,821 

- 少數股東權益  (13) (295)

  ────── ────── 
  227,688 345,5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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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未經審核) 
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 
 
 

 

於 
二零一零年 
九月三十日 

於
二零一零年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資產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21,395 1,033,87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68,383 69,058
投資物業 266,100 266,100
無形資產 182,267 190,848
於聯營公司投資 24,867 20,578
於合營公司投資 4,239 4,118
遞延稅項資產 13,262 6,832
退休金福利資產 22,975 20,412
可供出售金融資產 378,051 351,695
非流動預付款項及按金 192,905 197,791
按公平值列入損益表之金融資產 38,259 30,294

 ──────── ────────
 2,312,703 2,191,596
 ──────── ────────
流動資產  
存貨 128,508 110,370
營業及其他應收賬項 11 65,495 56,149
預付款項及按金 112,946 105,773
按公平值列入損益表之金融資產 77,999 69,954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924,234 968,559

 ──────── ────────
 1,309,182 1,310,805
 ──────── ────────
  
總資產 3,621,885 3,502,401
 ════════ ════════
  
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56,224 55,887
儲備 (包括擬派之中期股息 95,642,000 港元;  
二零一零年三月三十一日：擬派之末期股息
252,419,000 港元 ) 2,815,950 2,797,518

 ──────── ────────
 2,872,174 2,853,405
少數股東權益 1,582 1,595
 ──────── ────────
股權總額  2,873,756 2,855,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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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未經審核) (續) 
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 
 
 

 

於 
二零一零年 
九月三十日 

於
二零一零年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負債  
  
非流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7,856 56,303
長期服務金撥備 8,633 8,255
 ──────── ────────
 66,489 64,558

 ──────── ────────
  
流動負債  
營業應付賬項 12 178,671 147,969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450,249 399,603
應付稅項 52,720 35,271

 ──────── ────────
 681,640 582,843
 ──────── ────────
  
總負債 748,129 647,401
 ──────── ────────
   
股權及負債總額  3,621,885 3,502,401
 ════════ ════════
   
淨流動資產  627,542 727,962
 ════════ ════════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2,940,245 2,919,5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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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1 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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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零年三月三
十一日止年度的年度財務報表一併細閱。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制本簡明綜合財務資料所應用之會計政策乃與截至二零一零年

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年度財務報表所採用及刊載者一致。 

 

中期財務資料中的所得稅是根據預計全年利潤適用的所得稅率計提。 
 

本集團採納新增、修訂準則及詮釋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適用於二零一零年四月一日

開始之會計年度。 

 

除了重新分類於香港的某些租賃土地，採納新增、修訂準則及詮釋將不會對本集團之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料及會計政策造成重大影響和重要的改變。 

 

香港會計準則 17（修訂）－「租賃」，規定租賃土地所附帶的風險及回報是否大部份

已轉移至本集團，即歸類為融資租賃。同樣地本集團相關土地之最低租賃付款（即「成

交價」）現值相當於該土地歸類為永久業權土地的公平值，此亦歸類為融資租賃。此

修訂可應用於未屆滿租約現存之修訂基準，並追溯至租賃協議開始日。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 17（修訂）對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料之影響如下： 

 

  二零一零年 

九月三十日 

二零一零年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增加 ／（減少）之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07,676 265,234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307,676) (265,234)

  ═══════ ═══════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損益表：  
 增加 ／（減少）之費用：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928 2,635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2,928) (2,6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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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 (續) 

 

下列為已頒佈的新準則、修訂準則及詮釋，但未於二零零九年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

年度期間生效，而本集團亦無提早採納： 

 

  會計年度開始或之後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 24 (經修訂) 關連人士披露 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 (修訂) 首次採納者有關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7 披露比較

資料之有限度豁免 

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7 (修訂) 金融資產轉讓之披露 二零一一年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9 金融工具 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 詮釋 14 

最低資本要求之預付款項 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 詮釋 19 

以股本工具抵銷金融負債 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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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類資料 
  
 本集團行政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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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主席根據除稅前溢利/虧損評估營運分部的表現。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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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分類報告的分類資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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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總分類收益 2,151,568 426,121 104,880 2,682,569

 內部分類收益 （附註 i） (2,573) (47,086) - (49,659)

  ──────── ──────── ──────── ────────
 收益（來自外部收益） 

（附註 ii） 2,148,995 379,035 104,880 2,63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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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利/ (虧損) 242,353 31,852 (2,232) 27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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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及攤銷 73,174 34,183 7,393 114,750

 財務收入 4,304 677 60 5,041

 應佔聯營公司溢利 1,054 748 - 1,802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 (37) - (37)

 所得稅費用/ (抵扣) 40,274 9,777 (1,949) 48,10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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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類資料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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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九年九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  

 總分類收益 1,997,833 347,760 90,112 2,435,705

 內部分類收益 （附註 i） (1,381) (48,153) - (49,534)

  ──────── ──────── ──────── ────────
 收益（來自外部收益） 

（附註 ii） 1,996,452 299,607 90,112 2,38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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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利/ (虧損) 240,159 26,680 (1,055) 265,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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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及攤銷 66,312 13,870 6,883 87,065

 財務收入 2,610 334 171 3,115

 應佔聯營公司溢利 1,078 - - 1,078

 應佔合營公司溢利 - 353 - 353

 所得稅費用/ (抵扣) 39,375 6,598 (1,260) 44,71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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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類資料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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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  

 分類資產 2,073,790 749,937 267,612 3,091,339

  ════════ ════════ ════════ ════════
 分類資產包括：  

 於聯營公司投資 5,502 17,040 2,325 24,867

 於合營公司投資 - 4,239 - 4,239

 添置非流動資產（財務工

具、遞延稅項資產及退休

金福利資產除外） 170,001 41,792 10,223 2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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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零年三月三十一日  

 分類資產 2,125,149 624,156 273,909 3,023,214

  ════════ ════════ ════════ ════════
 分類資產包括：  

 於聯營公司投資 4,568 16,010 - 20,578

 於合營公司投資 - 4,118 - 4,118

 添置非流動資產（財務工

具、遞延稅項資產及退休

金福利資產除外） 202,214 114,922 7,246 32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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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內部分類交易是按一般商業條款訂定。 

 

（ii） 本集團有很大數量的顧客，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並未有單

一外部顧客產生佔本集團 10%或更多的總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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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類資料 (續) 
 
總分類資產與總資產的對賬如下： 
 

  二零一零年 

九月三十日 

二零一零年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總分類資產 3,091,339 3,023,214

 遞延稅項資產 13,262 6,832

 可供出售金融資產 378,051 351,695

 按公平值列入損益表之金融資產 116,258 100,248

 退休金福利資產 22,975 20,412

  ─────── ───────
 總資產 3,621,885 3,502,401

  ═══════ ═══════
 
4 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食物及飲品 2,556,198 2,318,828

 租金收入 18,876 18,021

 特許權收入 20,430 20,080

 管理及服務費收入 5,517 5,587

 雜項收入 31,889 23,655

  ──────── ────────
  2,632,910 2,386,171

  ════════ ════════



 

 
5 其他淨收益/ ( 虧損 )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按公平值列入損益表之金融資產溢利 /（虧損） 1 (52)

 出售可供出售金融資產溢利 /（虧損） 6,498 (5)

 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14,069 12,450

按公平值列入損益表之金融資產的公平值（虧損）/

溢利   (18) 1,854

其他 (2,333) 1,743

 ──────── ────────
 18,217 15,990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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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列)

   

 原材料及耗材的使用成本 845,127 744,995 

 僱員成本 643,492 591,197 

 土地及樓宇之經營租賃租金 293,836 268,72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07,855 81,361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099 429 

 商標及特許經營權之攤銷 5,796 5,27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917 2,984 

 營業及其他應收賬項的減值撥備 80 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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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利息收入 5,041 3,115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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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九年：16.5%) 提撥準備。海外溢利之稅款，則按照期內估計應

課稅溢利依本集團經營業務地區之現行稅率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現行稅項：  
 - 香港利得稅 39,297 37,839
 - 海外稅項 9,428 5,338
 遞延稅項暫時差異的産生及轉回 (623) 1,536

  ─────── ───────
  48,102 44,713
  ═══════ ═══════

 
9 每股溢利 
 
 基本 
 

每股基本溢利乃按期內本公司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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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 (千港元) 223,884 港元 221,366 港元

 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 (千單位)  560,581 555,799
 每股基本溢利（每股港幣仙） 港幣 39.94 仙 港幣 39.83 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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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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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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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 (千港元) 223,884 港元 221,366 港元
  ------------------ ------------------
   

 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 (千單位) 560,581 555,799

 普通股認股權之調節 (千單位) 5,938 4,066

  ────────── ──────────
  566,519 559,865
  ----------------- -----------------
   
 每股攤薄溢利(每股港幣仙) 港幣 39.52 仙 港幣 39.54 仙

  ══════════ ══════════
 
10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建議派發之股息  
 -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7 仙（二零零九年：每股港

幣 17 仙） 95,642 94,761

  ═══════ ═══════
  

中期股息已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二十九日宣佈，並無反映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

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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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營業及其他應收賬項 
 
  二零一零年 

九月三十日 

二零一零年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應收賬項 27,530 22,864

 減：營業應收賬項減值撥備 (922) (992)

  ─────── ───────
 營業應收淨賬項 26,608 21,872

 其他應收賬項 38,887 34,277

  ─────── ───────
  65,495 5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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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銷售以現金交易爲主。本集團亦給予三十至九十天信貸期予部份銷售本集

團機構飲食服務及食品製造之顧客和特許加盟商。 

 

營業應收賬項的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九月三十日 

二零一零年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零至三十日 22,335 17,749 

 三十一至六十日  3,156 2,045 

 六十一至九十日  336 1,273 

 超過九十日 1,703 1,797 

  ────── ────── 
  27,530 22,864 

  ══════ ══════ 

12 營業應付賬項 
 

營業應付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九月三十日 

二零一零年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零至三十日 164,911 123,958 

 三十一至六十日  8,401 10,796 

 六十一至九十日  2,359 4,623 

 超過九十日 3,000 8,592 

  ────── ────── 
  178,671 147,96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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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為持續回饋股東，董事局議決宣佈派發截至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

止年度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7 仙 (二零零九年：每股港幣 17 仙)予

二零一零年十二月十六日註冊為股東之人士。上述股息預期將於二零

一零年十二月二十九日派發予股東。 

 

股票暫停過戶  

 

為確定獲享中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十六日

(星期四)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首尾兩天包括在內，

暫停辦理股票過戶登記手續。凡欲領取上述股息而尚未登記之股東，

應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其填妥之過戶紙

連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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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號合和

中心十七樓一七一二至一七一六室。 

 

人力資源 

 

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受僱於集團（不包括聯營公司及合營

公司）之僱員人數約 16,000 人。僱聘薪酬一般參照市場情況及僱員

資歷而釐定。集團亦推行僱員特權認股計劃，並制定一套業績與盈利

掛勾之花紅獎勵制度，讓員工分享集團發展成果，多勞多得。 

 

期內，集團推行多項在職培訓，如職業安全、管理技巧及師友計劃，

全面提升前線員工之服務質素，確保集團作業流程得以順利及有效地

進行。 

 

集團亦透過行政人員潛力發展計劃，提升員工管理質素以助其事業發

展並為未來五年計劃作出人才配備。 

 

於員工福利層面，集團為員工及其家屬提供多方面保障，當中包括醫

療保健資助計劃、團體人壽保險、樓宇按揭資助計劃，並為員工的在

學子女提供教育基金資助。 

 

同時，透過公司多元化之康體會組織，全力推動各項員工身心活動，

務求在工作及生活間取得良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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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集團財務狀況保持穩健，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擁有淨現金接

近九億二千四百萬港元及可應用銀行信貸額約六億六千一百萬港元。 

 

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集團並無任何借貸(二零一零年三月

三十一日：無) ，負債比率(即總借貸額佔股東權益之比率)維持在零

的健康水平 (二零一零年三月三十一日：無)。自二零一零年三月三

十一日起，本集團之或然負債及抵押資產並無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本公司向財務機構提供擔保其附屬公

司之信貸總額約六億六千一百萬港元(二零一零年三月三十一日:六

億六千萬港元) 。 

 

在外幣匯率方面，期內，集團在本地之業務收支以港幣計算。旗下附

屬公司及合營公司於北美洲及中國之業務收支分別以美元、加元及人

民幣計算。儘管此等外匯並未為集團構成重大風險，集團仍會繼續採

取有效措施及密切留意匯率之變動。 

 

遵守上市規則附錄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所有載列於上

市規則附錄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惟守則條文 A.2.1 除外: 

 

守則條文A.2.1

守則條文 A.2.1 規定主席與主要行政人員的角色應有區分，並不應由

一人同時兼任。 

 

陳裕光先生擔任集團主席兼主要行政人員之角色。因應現有之企業架

構，董事局認為主席及主要行政人員之角色無須區分。儘管主席及主

要行政人員之角色均由一位人士所擔任，所有重大決定均經董事局及

適當的董事局轄下委員會商議後才作出。董事局已包含四位獨立非執

行董事，有足夠的獨立性。因此，董事局認為其已具備足夠的中立性

及保障。 

 
 

2 2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現已成立審核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四位獨立非執

行董事，並以書面列明其職權範圍。其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察本公

司之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度（包括審閱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

三十日止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報表）。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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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陳裕光先生、羅開光先生、羅碧

靈女士及羅德承先生為執行董事；羅騰祥先生、羅名承先生及許棟華先生

為非執行董事；蔡涯棉先生、李國星先生、郭琳廣先生及陸楷先生為獨立

非執行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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