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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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公佈

遠東環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的比較
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益╱營業額 � 866,664,104  ��0,���,���

銷售成本  (640,992,821 ) (���,0��,��� )    

毛利  225,671,283  ���,���,���

其他收入 � 21,005,519  �,0��,���
行政開支  (90,533,546 ) (��,��0,��� )
其他經營開支  (18,656,750 ) (�,�00,000 )    

經營溢利  137,486,506  ��,���,���

融資成本 � –  –    

稅前溢利  137,486,506  ��,���,���

所得稅開支 � (22,076,940 ) (��,���,��� )    

年內溢利 � 115,409,566  ��,���,��0    

以下各方應佔本年度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10,113,165  ��,���,���
 非控股權益  5,296,401  ���,���    

  115,409,566  ��,���,��0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0 10.45  �.��    

 攤薄（港仙） �0 10.37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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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年內溢利  115,409,566  ��,���,��0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738,049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將投資重估儲備轉往損益  (431,262 ) –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474,396  ��0,���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781,183  �,���,0��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16,190,749  ��,���,���    

以下各方應佔之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0,667,748  ��,���,���
 非控股權益  5,523,001  ���,���    

  116,190,7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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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311,866  ��,���,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
可供出售投資  47,889,176  ��,���,0��
租金及水電按金  2,077,977  �,���,0��    

  83,279,019  ��,�0�,���    

流動資產
存貨  79,708  ��,���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2,897,383  �,�0�,���
就承辦工程應收客戶總額  86,183,900  ��,�0�,���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 �� 172,192,065  ���,���,�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41,518,874  ��,0��,���
本期稅項資產  68,671  �0�,��0
可供出售投資  –  ��,���,000
已抵押定期存款  82,683,621  ��,0��,��0
銀行及現金結餘  364,218,996  ���,���,��0    

  749,843,218  ���,���,���    

流動負債
就承辦工程應付客戶總額  132,883,727  ���,���,��0
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 �� 52,127,627  ��,���,00�
本期稅項負債  35,365,370  ��,���,���
保證撥備  15,189,986  ��,��0,���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76,240,475  ��,���,���    

  311,807,185  ���,���,���    

流動資產淨值  438,036,033  ���,0��,���    

資產淨值  521,315,052  ���,���,�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 11,161,080  �0,000
儲備  502,816,796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13,977,876  ���,���,���

非控股權益  7,337,176  �,���,���    

權益總額  521,315,0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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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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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年內，本集團從事外牆工程業務，包括設計、製造、生產及安裝幕牆系統，該系統主要由
預製鋁飾板、不銹鋼及玻璃製成。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Showmost Group Limited（「Showmost」，
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直系母公司；Lotus China Fund II, L.P.（於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私人股本基金）為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及控股方。

2.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與香港公司條例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其業務有關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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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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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暫時未能就此等新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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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

分部溢利及虧損不包括以下項目：

－ 其他收入（包括利息收入）

－ 行政開支

－ 其他經營開支

－ 融資成本

分部資產不包括以下項目：

－ 物業、廠房及設備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可供出售投資

－ 存貨

－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 就承辦工程應收客戶總額

－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包括非即期租金及水電按金）

－ 本期稅項資產

－ 銀行及現金結餘及已抵押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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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的資料：

 北美  大中華  亞洲  其他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外部客戶收益 385,286,309  346,168,504  54,951,948  80,257,343  866,664,104
         

呈報分部溢利 129,371,619  71,663,891  8,142,987  16,492,786  225,671,283
         

未分配款項：
 其他收入         21,005,519
 行政開支         (90,533,546 )
 其他營運開支         (18,656,750 )         

稅前溢利         137,486,506
         

其他重要項目：     
折舊 3,054,300  3,647,692  424,069  267,637  7,393,698
資本化金額 (2,598,919 ) (1,644,824 ) (242,274 ) (264,941 ) (4,750,958 )
 455,381  2,002,868  181,795  2,696  2,642,740
撥回貿易應收款及
 應收保留金減值撥備 (1,609,917 ) (1,721,059 ) –  –  (3,330,976 )
貿易應收款及
 應收保留金減值撥備 1,634,844  905,000  –  –  2,539,84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67,604,083  76,186,464  26,301,916  2,099,602  172,192,065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311,866
可供出售投資         47,889,176
存貨         79,708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2,897,383
就承辦工程應收客戶總額         86,183,90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43,596,851
本期稅項資產         68,671
銀行及現金結餘及
 已抵押定期存款         446,902,617         

資產總值         833,12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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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的資料（續）：

 北美  大中華  亞洲  其他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外部客戶收益 ��0,���,���  ���,���,0��  ���,���,��0  �0,��0,���  ��0,���,���
         

呈報分部溢利 ���,�0�,���  ��,���,���  �,���,���  ��,���,���  ���,���,���
         

未分配款項：
 其他收入         �,0��,���
 行政開支         (��,��0,��� )
 其他營運開支         (�,�00,000 )         

稅前溢利         ��,���,���
         

其他重要項目：     
折舊 �,���,�0�  �,���,���  ���,���  ��,���  �,���,�0�
資本化金額 (�,���,0�� ) (�,���,��� ) (�0�,��� ) (��,��� ) (�,���,��� )
 ���,���  �,0��,���  ���,���  �0,���  �,���,���

撥回貿易應收款及
 應收保留金減值撥備 –  (���,�00 ) –  –  (���,�00 )
貿易應收款及
 應收保留金減值撥備 �,�0�,���  �,���,���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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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可供出售投資         ��,���,0��
存貨         ��,���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0�,���
就承辦工程應收客戶總額         ��,�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0��,���
本期稅項資產         �0�,��0
銀行及現金結餘及
 已抵押定期存款         ���,���,��0         

資產總值         �0�,���,���
         



- � -

主要客戶收益（單獨佔本集團總收益10%或以上）：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本集團北美分部的兩名客戶收益分別佔本集
團總收益的���,���,���港元及��,���,0��港元。來自本集團大中華分部的兩名客戶收益分
別佔本集團總收益的���,���,���港元及��,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來自一個或一個以上分部的客戶，即本集團
大中華分部、本集團大中華及亞洲分部及本集團北美分部中的客戶的收益分別佔本集團總
收益的��0,���,���港元、��,0��,��0港元及���,���,��0港元。

5. 其他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888,348  �,00�,���
出售廢料的收益 776,783  ���,0�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的收益 584,963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9,496,078  –
撥回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減值撥備 3,330,976  ���,�00
外匯兌換收益淨額 4,466,367  �,���,���
撥回存貨 258,684  –
其他 203,320  ���,���   

 21,005,519  �,0��,���
   

6.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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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資本化金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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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年內撥備 13,000,000  �0,000,000
 過往年度不足撥備 –  �,���,���   

 13,000,000  ��,���,���   

本期稅項－海外
 年內撥備 9,076,940  �,���,���   

 22,076,940  ��,���,���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二零零九年：��.�%）的稅率計算。

澳門公司稅乃按本年度應課稅溢利以�%至��%（二零零九年：�%至��%）的遞進稅率計算。

美國企業所得稅乃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減承前可扣稅虧損以��%（二零零九年：��%）
的聯邦稅率加適用州稅率�.��%（二零零九年：�.��％）（如適用）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二零零九年：��%）的稅率計算。

其他地區的應課稅溢利稅收乃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的當前稅率，根據當地的現行法例、
詮釋及慣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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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內溢利

本集團的年內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呈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核數師酬金  
－年內撥備 1,100,000  �,���,�0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72,600 ) –
 727,400  �,���,�00  
折舊 7,393,698  �,���,�0�
減：資本化金額 (4,750,958 ) (�,���,��� )
 2,642,740  �,���,���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0,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9,496,078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449,714  ���,���  
經營租賃開支－土地及建築物 14,540,074  ��,�0�,���
減：資本化金額 (12,662,962 ) (��,���,��� )
 1,877,112  �,���,0��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00,000
承辦工程成本 632,027,092  ���,���,���
保證撥備 2,950,126  �,���,���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減值撥備 2,539,844  �,�0�,�0�
撥回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減值撥備 (3,330,976 ) (���,�00 )
（撥回）╱撇銷存貨 (258,684 ) ��0,���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87,091,385  ��,���,���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5,496,410  �,���,��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593,513  �,���,���
 減：包括於承辦工程成本中的金額 (42,470,435 ) (��,��0,��0 )
 54,710,873  ��,���,���
外匯兌換收益淨值 (4,466,367 ) (�,���,��� )
   

9. 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港元
 （二零零九年：無） 16,741,620  –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宣派之已批准及付予
 本公司上市前股東之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
 ���.�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 198,600,000  –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港元（二零零九年：��港元） 16,741,620  ��,000,000   

 232,083,240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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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宣派的特別股息���,�00,000港元（即每股普通股���.�0港元）及截
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建議末期股息��,000,000港元（即每股普通股��港
元）於本公司上市前派付予當時之股東。每股股息金額按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000,000股已發行普通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及建議末期股息每股金額按本公司上市
後經擴大的股份數目計算。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根據以下各項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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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3,165  ��,���,���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54,070,137  ��0,000,000

因購股權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影響 7,880,962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61,951,099  ��0,000,000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分別
為��0,000,000股及�,0��,0�0,���股，乃假設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整個年度內已發行��0,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股份（由�,000,000股於二零零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發行及���,000,000股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日根據資本化發行的股份組成）計
算。

此外，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之計算包括本公
司於年內完成全球發售後已發行之���,��0,000股普通股及於年內購回之�,���,000股普通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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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收款 81,201,298  ���,���,���
應收保留金 108,483,730  ���,���,���   

 189,685,028  ���,���,�0�
減值虧損 (17,492,963 ) (��,���,0�� )   

 172,192,065  ���,���,�0�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主要指建築物外牆承包工程的應收進度收款。本集團採納的信貸政策
與業務所在國家中的建造行業普遍採納的貿易慣例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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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請，其中包
括指定分包工程的已核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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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定百分比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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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後作出的貿易應收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收款：
零至�0日 58,462,780  ��,���,���
��至�0日 4,888,827  ��,�0�,���
��至�0日 4,398,174  �,���,0��
�0日以上 8,543,785  �,���,���   

 76,293,566  ���,���,���

應收保留金 95,898,499  ���,���,���   

 172,192,0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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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

根據收貨作出的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零至�0日 33,369,626  ��,���,���
��至�0日 4,657,442  �,�0�,���
�0日以上 14,100,559  �,���,���   

 52,127,627  ��,���,00�
   

13. 股本

 法定 已發行及繳足
 附註  每股面值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00美元 �0,000,000  ���,000,000  ��,��0,000  ���,���,000
法定股本增加 (a)  0.0�港元 ��,000,000  ��0,000  –  –
發行股份 (a)  0.0�港元 –  –  �,000,000  �0,000
回購股份 (a)  �.00美元 –  –  (��,��0,000 ) (���,���,000 )
於法定股本中註銷股份 (a)  �.00美元 (�0,000,000 ) (���,000,000 ) –  –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0.0�港元 ��,000,000  ��0,000  �,000,000  �0,000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法定股本增加 (b)  0.0�港元 �,���,000,000  ��,��0,000  –  –
資本化發行 (b)  0.0�港元 –  –  ���,000,000  �,��0,000
發行股份 (c)  0.0�港元 –  –  ���,��0,000  �,���,�00
回購股份 (d)  0.0�港元 –  –  (�,���,000 ) (��,��0 )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0.0�港元 �0,000,000,000  �00,000,000  �,���,�0�,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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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本公司透過增設��,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股份增
加法定股本��0,000港元，其中�,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以現金面值發
行。同時，本公司以�0,000,000港元的價格回購全部��,��0,000股每股面值0.0�美元的
普通股，並註銷本公司法定股本中�0,000,000股每股面值�美元的普通股。

(b)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日，本公司透過增設�,���,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股份增加
法定股本由��0,000港元增至�00,000,000港元，在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根據全球發售本
公司的股份入賬之條件下，本公司董事獲授權發行每股面值0.0�港元���,000,000股以
面值入賬列作繳足股份，將總額 �,��0,000港元列入本公司股份溢價賬。

(c)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本公司於完成其股份的全球發售時透過以每股價格�.��港
元發行���,��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股份。

(d)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透過以總代價�,���,��0港元於聯
交所購買股份回購及註銷其本身的�,���,000股股份。

14.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歸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報方式。變動包括重新歸類外匯收益淨額至
其他收入（此前歸類於行政開支下）。會計項目之新分類方式被視為較適合用作呈列本集團
之業績。

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本公佈內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惟摘錄自此等綜合財務報
表。完整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將載於本公司的年報內，並適時刊發。

本公佈所載有關本集團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所
載數字經本集團外聘核數師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同意為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
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
香港保證委聘準則，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履行的工作不構成保證委聘，故
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不會就本公佈提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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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港元，惟有待本公司股東
於即將進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末期股息預期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或之前派
付。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二）在香港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適時刊發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由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星
期二）（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過戶登記。於有關期間內，股份將不獲辦理過戶登記。

為確保符合資格享有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的出席資格、投票權及擬派股息，所有股
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時�0分（香港
時間）前送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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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行登記。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報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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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The One與嘉里中心及中國大陸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北塔），並因
而帶來令人鼓舞的業績。於二零一零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再創新高，約為
��0,�00,000港元，較去年大幅飆升約��.�%。

二零一零年承建的眾多新工程帶來穩定訂單，建築市場欣欣向榮，加上來自以下所述本
集團的核心競爭力，本集團堅信，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公司業務將繼續發展及拓
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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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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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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報告年度，受惠於十大基建項目及蓬勃的香港住宅物業市場，本集團獲得啟德郵輪碼
頭建設工程，合約金額約為���,000,000港元，按合約金額計是迄今為止本集團在香港的
最大項目。年內，本集團還獲得其他八個新項目，合約總金額約為���,�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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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的Tokyo Station Yaesu II及Chiyoda-Ku Youbanchou 
Building，以及分別由嘉里建設有限公司、由華人置業集團及由南豐集團牽頭的財團授出
位於香港的三個住宅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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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將繼續參與開發香港新推出的項目，例如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位於西九龍區部
分，啟德及西九龍文化區的商住發展項目等。本集團還將在其他區域物色業務拓展機
遇，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及印度等地區內最高的建築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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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較其同業對手更具競爭優
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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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甦，全球的建築物外牆市場將繼續帶來無限商機。憑藉接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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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增加市場營運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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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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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及毛利

收益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00,000港元輕微增加約�,�00,000港
元或約0.��%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0,000港元。收益增加的
主要原因為主要在建項目如智利的Costanera Centre、香港的油塘購物中心項目、加拿大
的多倫多香格里拉及SAIT Trade & Technology Complex項目於本年度下半年開始為本集
團的收益帶來貢獻。

毛利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0,000港元持續增長約��.�%至截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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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及嘉里中心項目、位於中國大陸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北塔）項
目，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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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完
成，因而錄得滿意利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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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了我們贏取高利潤地標項目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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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0,000港元增加約
��,000,000港元或約��.�%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0,000港元。
收益增加主要由於二零一零年內確認若干大型項目例如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北塔）項目
及嘉里中心項目的收益。大中華的毛利率由二零零九年約��.�%增加至二零一零年約
�0.�%，增長來自上述項目及位於澳門的若干已完成項目增加合約金額的溢利貢獻。

來自北美洲的收益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00,000港元減少約
��,�00,000港元或約��.�%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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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已於二零零九年完成，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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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方開始貢獻收益。鑑於
Cosmopolitan Resort Hotel & Casino項目及其他美國項目達到毛利增加，故北美洲地區於
二零一零年的毛利率進一步增至約��.�%，而於二零零九年則約為��.�%。雖然美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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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復甦進度依然不明確，本集團卻已在拓展加拿大市場並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項目足
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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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投標中使用。

來自亞洲的收益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0,000港元減少約
�0,�00,000港元或約��.�%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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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亞洲地區的表現較去年顯著改善，毛利率由二零零九年約�.�%增
至二零一零年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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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亞洲地區依然出現多項令人振奮的地標項目機會，
包括將會分別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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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00,000港元增加約
�0,000,000港元或約���.�%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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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確認的收益。於二
零零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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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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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西等地開拓商機。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收入約為��,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00,000港元。增長主要由於年內出售本集團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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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經營開支為一筆過上市開支約��,�0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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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0,�00,000港元（二零零
九年：約��,�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約�.�%。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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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於與出售香港物業的收
益相關的不應課稅收入增加，及於二零零九年確認先前並無撥備的香港利得稅的影響。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0,�00,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約��,�00,000港元），較去年上升約��.�%。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為�0.��港仙（二零零九年：�.��港仙），較去年上升約��.�%。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年內的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
淨值為約���,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而於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值）上升至約�.�倍（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倍）。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及現金結餘
總額、抵押定期存款及可供出售投資的流動部分為約���,�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增加約��.�%。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約���,000,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當中包括已發行股本約��,�00,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0港元）及儲備約�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債務。本集
團的銀行信貸主要動作發行購買物料的信用狀、潛在項目的投標保證及現時項目的履約
保證。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信貸總額為約���,�00,000港元，未
提取結餘約�0�,�00,000港元。在強勁及穩健的狀況下，令本集團擁有足夠資源支持其營
運資金需求及應付其可預見的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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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若干定期存款及可供出售投資的賬面淨值分別為
��,�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00港元）及��,�00,000港元（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00港元），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授予本集團的銀行信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合共���名（二零零九年：���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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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外幣風險主要來自營運單位以單位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進行的若干銷售或購
買，而該等銷售或購買主要以美元、人民幣、阿聯酋迪拉姆、加幣及新加坡元計值。

本集團目前並無制訂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監察外匯風險，並會於需要時考慮對
沖主要外幣。年內，本集團與一家商業銀行簽訂一份自二零一一年一月起為期��個月的
外匯期貨合約以對沖人民幣升值。

前景

二零一零年為本集團多個項目的里程碑。本集團成功完成目前最大型項目－拉斯維加斯
之The Cosmopolitan，為本集團於美國贏得昭著聲譽，成為行內領導者。於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本集團亦成功贏得香港的啓德郵輪碼頭建築項目之建築物外牆合約。此項目為
香港政府「十大建設、繁榮經濟」之一，被譽為近期其中一項最大型之政府建築物外牆工
程，且就合約價值而言屬本集團目前最大型之香港項目。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充分表現靈活彈性，於大中華、加拿大及日本贏得多項新項目，反
映本集團保持盈利增長及提升全球佔有率之策略。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已累積可觀之訂單儲備約��億港元，預期儲備於二零一一年將進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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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底，本集團開始洞悉北美洲建築業市場之復甦跡象。在以往被抑制的需求隨
經濟復甦釋放之際，本集團將專注於攫取此地區之高利潤大型項目。本集團亦對中東及
印度若干地區之多個潛在項目深感興趣，當中部分規模頗大，本集團將於未來十二個月
盡力爭取。憑藉本集團於智利之Costanera Centre項目，南美洲（尤其是巴西）將繼續為本
集團之目標市場。

本集團正積極研究潛在合併或收購、策略合資公司，以及其他於行內及資本市場之機
會，以擴大本集團於北美洲及歐洲發展中地區獲取高利潤項目之能力，令本集團於目標
地區市場地位重大提升。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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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港元。本公司普通
股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上市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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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分別動用約��,�00,000港元及�,�00,000港元作
為新項目的營運資金及新產品研發。本公司現正進行計劃及識別餘下所得款項的擬定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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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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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回購事項由董事進行，以提高股東的價值。所有上述股份已於二零一
零年六月回購並於隨後註銷。回購股份的面值��,��0港元已沖抵本公司的股本，餘下的
�,���,��0港元已沖抵本公司的股份溢價。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自上市日期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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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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自上市日期起，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守則」）的守則條例及部分建議最佳條例（如適用）。有關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詳情將
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中企業管治報告內。現行條例
定期獲審核及更新，以盡可能反映企業管治的最佳條例及程序。

審核委員會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第�.��及�.��條之規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日成立審核委員
會，並於上市日期起生效。

審核委員已檢討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一直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本公司董事均已確認彼等自上市日期起完全遵守
標準守則。

於聯交所和本公司網站登載資料

本業績公佈須分別登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www.fareastglobal.com)
的指定網站。本公司的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要求的所有資料）將於適時寄發予各股東以及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的網站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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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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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黃廣宇先生；以及本公司的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周勁松先生、顏世宏先生及HONG Winn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