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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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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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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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布

摘要

● 溢利創新高至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萬元），增幅達��.�%

● 全年溢利，如扣除因出售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收益港幣�,��0萬元，為港幣�.0�� 
億元

● 全年每股股息增加��.�%至��.0港仙（二零一零年：��.0港仙）。每股末期股息為
��.0港仙及為慶祝上市二十周年的每股特別末期股息��.0港仙

● 毛利率提升至��.�%（二零一零年：��.�%）

● 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增加至��.�%（二零一零年：��.�%）

● 每股基本盈利為��.��港仙（二零一零年：��.��港仙）

附註�： 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為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扣除出售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收
益，除以年初及年末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的平均值

* 中文名稱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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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大快活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 1,665,881  �,���,���
銷售成本  (1,424,680 ) (�,���,��� )    

毛利  241,201  ���,���
其他收入 � 1,335  �0�
其他所得淨額 � 14,207  �,���
銷售費用  (30,112 ) (��,��� )
行政費用  (78,569 ) (��,0�� )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6,832 ) (�,��� )
投資物業估值盈餘  6,019  �,���    

經營溢利  147,249  ���,���
融資成本 �(a) (2,100 ) (�,��� )    

除稅前溢利 � 145,149  ��0,���
所得稅 � (21,307 ) (��,��� )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  123,842  ��,���    

每股盈利 �
 基本  98.55仙  ��.��仙    

 攤薄  97.40仙  ��.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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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 123,842  ��,���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換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1,901  ���

於解散中國附屬公司時回撥匯兌儲備 2,615  –    

 4,516  ���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28,3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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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42,367  ��,0��
 －其他物業、機器和設備  349,997  ���,���
 －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土地租賃權益  7,675  �,���    
  400,039  ���,���
商譽  1,001  �,00�
已付租金按金  42,245  �0,���
其他金融資產 � 2,334  �,���
遞延稅項資產  663  ��    
  446,282  ���,���    
流動資產
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  –  �,���
存貨  33,087  ��,���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 �0 47,785  ��,���
可收回本期稅款  47  �
銀行存款和現金  253,710  ��0,0��    
  334,629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 219,560  ���,���
銀行貸款  10,908  �,���
應付本期稅項  14,325  �,���
準備 �� 5,790  �,���    
  250,583  ��0,���        
流動資產淨值  84,046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30,328  ���,��0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1,018  ��,��0
遞延稅項負債  8,507  �,���
已收租金按金  479  �,���
準備 �� 22,597  ��,���    
  62,601  ��,��0        
資產淨值  467,727  ���,��0    
資本和儲備
股本  125,414  ���,���
儲備  342,313  ���,�0�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467,7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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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在本公布中所載的全年業績摘錄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

本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含所有
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和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和香港《公
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本公布同時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2 會計政策的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兩項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和兩項新訂詮釋。這些準則和詮釋在本集團和本公司的當前會計期間首度生效。當中與本
集團財務報表相關的準則和詮釋變化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二零零八年修訂）－「企業合併」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合併財務報表和單獨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合資格被對沖項目」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零九年）

– 《香港詮釋》第�號－「財務報表的列報－借款人對附帶按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
類」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香港詮釋》第�號「財務報表的列報--借款人對
附帶按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該詮釋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後即時生效，並載
列其以下結論：附帶借款人可無條件要求貸款隨時償還的條款的定期貸款，須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號第��(d)段「財務報表的列報」劃歸為流動負債（不論該借款人會否在不提供理
由的情況下援引該條款）。

為遵循《香港詮釋》第�號的規定，本集團已更改了有關分類附帶可要求即時償還的條款的定
期貸款之會計政策。根據新的政策，附帶借款人可無條件要求貸款隨時償還的條款的定期
貸款，須在財務狀況表中劃歸為流動負債。過往，除非本集團於報告日違反了協議所載的
任何貸款契諾，或有理由相信借款人在可見未來援引即時還款條款的權利，否則該等定期
貸款會根據協定還款時間表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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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會計政策已追溯應用，並已將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定期貸款港幣�,���,000
元由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由於本集團應用了這項詮釋，有關於二零一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的貸款的分類並無受到任何影響。相關重新分類對任何所呈列期間已列報的損
益、收支總額或資產淨值並無構成任何影響。

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與本集團已採納的政策一致，因此有關修訂並無對本集團
的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基於以下原因，這些準則和詮釋的其他修訂所引致的會計政策變動並無對當前或比較期間
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大部分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財
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因為這些修訂在本集團訂立相關交易（如企業合併或出售
附屬公司等）時首次生效，而本集團無須重列以往就相關交易列報的數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有關確認被收購方的遞延稅項資產）的修訂並無產生任何
重大影響，因為本集團無須重列以往期間所列報的數額，且在當前期間並無出現相關
遞延稅項資產或虧損。

– 基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零九年）」對綜合準則所產生的《香港會計準則》
第��號「租賃」修訂，本集團已重新評估了租賃土地權益的分類，即根據本集團的判
斷，有關租賃會否轉移土地所有權的絕大部分風險和回報，致使本集團的經濟狀況與
收購者相若。本集團認為，將有關租賃劃歸為經營租賃仍然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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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經營快餐店業務和物業投資。

營業額包括售予顧客食品及飲品的銷售價值和租金收入。營業額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食品及飲品銷售 1,660,066  �,���,���
物業租金 5,815  �,���   

 1,665,881  �,���,���
   

本集團透過兩個地區分部（即香港餐廳及中國餐廳）來管理業務，並按照產品及地區因素劃
分這兩個地區分部。本集團已確定了以下兩個報告分部，有關方式與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
理人員從內部報告中取得資料（以供其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方式一致。本集團沒有
任何為組成以下報告分部而進行合併計算的經營分部。

－ 香港餐廳：這個分部在香港經營快餐店。

－ 中國餐廳：這個分部在中國經營快餐店。

其他分部所產生的溢利主要來自投資物業租賃，並已包含公司費用。

(a) 分部業績

本集團最高層管理人員根據以下基礎監察各個報告分部的業績，以便評估分部業績及
在分部間進行資源分配：

分配至報告分部的收入及支出是以這些分部所產生的收入和費用或屬於這些分部的資
產所產生的折舊或攤銷費用而定。

業績按除稅前分部溢利計算。未能歸屬個別分部的項目，例如公司支出（主要為總部
所提供的支援功能費用），並未分配至報告分部。

管理層除了收到關於分部溢利的分部資料外，還會獲提供有關收入（包括來自其他分
部的收入）和銷售成本（包括食物成本、勞工成本、租金、差餉和折舊）的分部資料。
分部之間的交易是在正常業務過程中，參考現行市價來釐定價格，並按正常的商業條
款進行。

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並無報告或使用有關分部資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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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取得
有關本集團報告分部資料，以供其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詳情如下。

 香港餐廳 中國餐廳 其他分部 總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1,497,402  �,�0�,���  162,664  ���,���  10,913  ��,���  1,670,979  �,���,0��

來自其他分部的收入 –  –  –  –  (5,098 ) (�,�0� ) (5,098 ) (�,�0� )               

報告分部收入 1,497,402  �,�0�,���  162,664  ���,���  5,815  �,���  1,665,881  �,���,���
               

報告分部溢利 109,323  ��,�0�  18,815  ��,���  7,436  �,���  135,574  ���,���
               

利息收入 1,171  ���  164  ��  –  –  1,335  �0�
               

銀行貸款的利息費用 1,096  ���  380  ���  –  –  1,476  �,���
               

折舊和攤銷 55,239  ��,���  5,639  �,���  1,132  ���  62,010  ��,���
               

其他應收款的減值虧損 –  �0�  –  –  –  –  –  �0�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2,648  �,��0  4,184  �,���  –  –  6,832  �,���
               

(b) 報告分部之溢利的對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利
除稅前報告分部溢利 135,574  ���,���
出售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收益 15,633  –
提早終止租賃已付業主的補償 (147 ) –
授予第三者權利進入一間餐廳進行工程
 而收取的補償 –  �,���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其他金融負債的
 公允價值變動 (624 ) (��� )
投資物業估值盈餘 6,019  �,���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6,832 ) (�,��� )
解散附屬公司的虧損淨額 (2,145 ) –
未分配的公司費用 (2,329 ) (�,��� )   

除稅前綜合溢利 145,1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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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性資料

下表列出有關(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及(ii)本集團的固定資產及商譽（「指定非流
動資產」）的所在地資料。客戶的所在地是按照其提供服務或貨品的地點劃分。如屬於
固定資產，指定非流動資產的所在地是按照該資產的實際所在地劃分；如屬於商譽，
指定非流動資產的所在地則按照其所分配至的營運地點劃分。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指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註冊地） 1,499,565  �,��0,���  317,452  ���,���
中國 166,316  ���,���  83,588  ��,���       

 1,665,881  �,���,���  401,040  ���,���
       　

4 其他收入及所得淨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335  �0�
   

其他所得淨額
出售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收益 15,633  –
在日常業務過程中處置固定資產虧損 (3,850 ) (�,��0 )
電爐及氣體爐優惠 2,294  �,���
出售換購禮品溢利 1,175  ���
解散附屬公司的虧損淨額 (2,145 ) –
提早終止租賃已付業主的補償 (147 ) –
授予第三者權利進入一間餐廳進行工程而收取的補償 –  �,���
其他 1,247  �,���   

 14,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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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其他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 624  ���
銀行貸款利息 1,476  �,���   

 2,100  �,���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註） 469,829  ���,���
固定資產折舊 61,799  ��,���
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土地租賃權益攤銷 211  ���

   

註： 這項是指食品成本

6 綜合收益表所示的所得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準備 21,737  ��,0��
以往年度準備不足╱（過剩） 80  (�� )   

 21,817  ��,���   

本期稅項－中國
以往年度準備過剩 (252 )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258 ) �,���      

 21,307  ��,���
   

二零一一年度的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本年度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二零一零年：
��.�%）的稅率計算。中國稅項是指本年度中國外國企業所得稅，並以中國相關稅收管轄區
適用的現行稅率計算。



- �� -

7 股息

(a) 屬於本年度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派及支付中期股息每股�0.0港仙
 （二零一零年：��.0港仙） 25,140  ��,���

已宣派及支付特別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
 （二零一零年：無） 10,056  –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分派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
 （二零一零年：��.0港仙） 40,132  ��,���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分派特別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
 （二零一零年：無） 15,050  –   

 90,378  ��,���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分派的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尚未在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核准及支付的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批准及支付的
 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一零年：��.0港仙） 35,203  ��,���

   

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而言，在上年度財務報表披露的末
期股息與本年度核准和支付的數額之間的差額港幣��,000元，是指在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前回購的股份和在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前行使購股權而獲發行新股
的持有人應佔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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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本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照本公司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溢利港幣���,���,000元（二
零一零年：港幣��,���,000元），以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000股（二零
一零年：���,���,000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於四月一日的已發行普通股 125,687  ���,���
行使購股權的影響 343  ��
回購股份的影響 (368 ) –   

於三月三十一日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5,662  ���,���
   

(b) 每股攤薄盈利

本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是按照本公司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溢利港幣���,���,000元（二
零一零年：港幣��,���,000元），以及就下列各項得出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000
股（二零一零年：���,���,000股）計算：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攤薄）：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5,662  ���,���
被視為根據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
 不計價款發行普通股的影響 1,489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7,151  ���,���
   

9 其他金融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是指存於金融機構的結構性保本票據，該票據受金融機構於到期日之前酌情
行使認購選擇權的規限。有關利息是按季收取，並參照倫敦銀行同業拆息以浮動息率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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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

於報告期末的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當中包括應收賬款（已扣除呆賬準備），其按發票日期
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至三十日 3,104  �,0��
三十一至九十日 169  ���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21  ��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1  �   

 3,295  �,�0�
   

本集團與顧客進行的銷售交易主要以現金結算。本集團亦給予膳食業務的部分顧客介乎三
十日至七十五日的信貸期。

11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於報告期末的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當中包括應付賬款，其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至三十日 66,804  �0,��0
三十一至九十日 992  �,���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1,100  ��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53  ��
一年以上 961  �,0��   

 69,910  ��,���
   

12 準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長期服務金準備 12,760  ��,��0
租賃場所之修復成本準備 15,627  ��,000   

 28,387  ��,��0
減：包括在「流動負債」項內的款項 (5,790 ) (�,��� )   

 22,597  ��,���
   

13 比較數字

由於應用了《香港詮釋》第�號，故若干比較數字已作出調整，以符合本年度的列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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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表現

回顧年內，本集團營業額由上年度港幣��.���億元上升�.�%至港幣��.���億元。毛利率
提升至��.�%（二零一零年：��.�%）。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億元，較去年港幣
�,��0萬元上升��.�%。扣除因出售作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收益港幣�,��0萬元，本年度
溢利為港幣�.0��億元。每股基本盈利為��.��港仙（二零一零年：��.��港仙）。

業務回顧

香港

儘管面對食物及租金成本急漲，本集團很高興於年內的營業額及溢利仍錄得增長。

為維持增長，我們會繼續專心致力為顧客提供更多元化及更優質食品。本集團一直專注
產品創新及優化餐單範疇，此等因素使本集團得以吸引更多高消費客群，從而推升平均
消費。

在提升品牌價值方面，我們繼續推行創新策略及廣告活動，以吸引公眾注意。本集團的
最新產品深受年青及富裕的顧客群歡迎。此外，隨著更多店鋪以第二代「橙色概念」翻
新，更能為顧客營造出活力及賓至如歸的感覺。

本集團位於大埔工業邨的中央食品加工中心之運作暢順，於回顧年內為約一百間店鋪供
應食品，大大提升本集團的整體效率。中央食品加工中心為本集團提供多項優勢，包括
推動本集團精簡生產流程及大幅節省成本。此外，中心之自動化系統，促使我們員工在
本年內集中加強其他重要範疇，如品質控制。

在中央食品加工中心之支援下，店鋪得以精簡流程，有助提升生產力。引進靈活上班時
間亦有利進一步控制人力成本。此外，本集團亦推出一個針對家庭主婦的社區招聘活
動，因能提供靈活工作時間及在職培訓，該等新聘員工已成為本集團之穩定的人力資
源。

隨著引進SAP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三期，本集團將得以加強貨倉及物流管理、物料採
購、產品成本及存貨控制。有關系統亦促進提升本集團的競爭優勢及提供更高的供應鏈
效率、優化流程整合，從而改進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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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中國內地繼續穩步發展，於年內銷售增加�0.�%。本集團特別設計的餐單、行之有效的定
價策略及地點理想的店鋪促成了穩固的顧客群基礎。管理層將投入更多資源和努力以進
一步開發這個市場。

網絡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開設九間新快餐店，包括七間在香港及兩間在中國內地。於二零一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共經營一百零三間店鋪，包括九十七間快餐店、兩間
友天地及四間特色餐廳；在國內則設有十六間快餐店。

企業社會責任

作為香港其中一間具領導地位的快餐店經營集團，本集團已與社區及市民建立緊密關
係。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激發本集團確立其使命為顧客提供一個愉快的用餐體驗，以
實踐「食得開心，活得精彩！」的格言。

為了實踐使命，我們積極參與了多項社區活動，其中與提供多元化服務﹝包括專門在假
日及傳統節日服務長者﹞的非政府機構─聖雅各福群會合辦盤菜宴。此外，管理層及員
工亦參與公益金舉辦的「二零一一年國金二期慈善跑」。作為合作夥伴支持「香港精神」計
劃，本集團旗下所有店鋪均協助宣傳有關活動，並作為派發計劃宣傳冊子的渠道。

本集團已翻新店鋪以便傷健人士更容易使用店鋪內的設施，包括增設可移動的座椅及安
裝斜坡，並訓練員工如何服務有特別需要的顧客。至今我們已完成十間店鋪翻新，並目
標於二零一三年把全港約八成的店鋪裝置更適合傷健人士所需設備。

展望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生效的最低工資條例無疑為我們帶來人力成本壓力。然而，本集團相
信，引進靈活上班時間將有效提高生產力，並有利逐步緩和人力成本上漲對邊際利潤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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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快餐業挑戰重重，但我們的目標仍會是謹慎地擴展及爭取達至可持續的同店增長。
雖然營運開支及食物成本上漲會影響本集團的邊際利潤，但在香港及國內的優秀團隊支
持下，我們仍很樂觀有能力將其影響減輕。

本集團將繼續倚重其位於大埔的中央食品加工中心，更有效地管控成本，在預期食物價
格將持續上升的情況下，此舉實在舉足輕重。因進一步自動化、精簡流程及生產過程標
準化，中央食品加工中心所帶來的規模效益亦會有助改進本集團之整體效率及效能。

除生產以外，本集團將繼續推出創新且吸引的菜式，以吸納各階層的顧客。本集團將鞏
固其「點都唔落味精」系列，以招倈注重健康的顧客，並繼續於旗下店鋪推行第二代「橙色
概念」之翻新工程。

中國經濟預期將進一步增長，為抓緊此湧現的商機，本集團將擴大店鋪網絡，並深信此
等新店將進一步鞏固已建立的增長勢頭。本集團的目標是於下一財政年度年完結前把店
鋪總數增至二十一間，包括於廣州、北京及深圳等主要城市開設新店。除建立據點以
外，我們會豐富產品組合及調整餐單以迎合當地顧客口味及喜好，刺激消費及擴大國內
的顧客基礎。

儘管租金、食物及人工成本上漲，不斷為本集團帶來壓力，但我們相信本集團仍處於有
利位置維持增長。本集團的競爭優勢包括創新產品、有效營運、對品質的承諾、專業的
管理層，以及專心致志的團隊，將令本集團繼續創建新里程碑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港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億元）。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為港幣�,�00萬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萬元），此乃根據總
流動資產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減以總流動負債港幣�.�0�億元（二
零一零年：港幣�.�0�億元）而計算。流動比率為�.�（二零一零年：�.�），此乃根據總流動
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而計算。屬於本公司權益股東之應佔權益總額為港幣�.���億元（二
零一零年：港幣�.���億元）。

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為��.�%（二零一零年：��.�%），此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
利，扣除出售持有待售非流動資產收益，除以年初及年末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的平均值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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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以內部產生之流動現金及銀行信貸為其業務提供營運所須資金。於二零一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存款及現金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0億元），
較二零一零年上升�0.�%。大部分銀行存款及現金為港幣、美元及人民幣。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總額為港幣�,��0萬元（二零一零年：港
幣�,��0萬元），全部貸款為港幣和人民幣。本集團的所有銀行貸款均以浮動利率計算，
貸款到期日直至二零一九年，其中約��.0%還款期少於一年，��.�%還款期多於一年但少
於五年及��.�%還款期超過五年。尚未使用之銀行貸款額為港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0億元）。本集團之資本負債率為�.0%（二零一零年：��.0%），此乃根據總銀行貸
款額除以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而計算。

資本支出

年內，資本支出約為港幣�,��0萬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款項主要用於新店及
現有店鋪之裝修工程。減少原因大部份是由於上年度用於大埔工業邨的食品加工中心的
首次建設費用所致。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之收入及支出主要為港幣和人民幣，匯率之變動對集團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所面對的外幣風險主要源自以本集團經營業務的相關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為單位
的結構性票據及銀行存款。引致這個風險的貨幣主要是美元及人民幣。如果出現短期的
失衡情況，本集團會在必要時按現貨匯率買賣外幣，以確保將淨風險額度維持在可接受
的水平。

為抵消利率波動所帶來的風險，本集團已與金融機構訂立若干遠期利率掉期合約。該等
掉期合約與部份銀行貸款還款期一致，合約期直至到�.�年後，固定掉期利率由�.��%至
�.��%。

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

於本集團管理層決定出售若干租賃土地及建築物和投資物業後，該等物業在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已列作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本集團與第三
方訂立了一項買賣協議。有關買賣交易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完成，而相關出售收益
為港幣�,��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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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之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作為授予本團部份附屬公司的銀行備用信貨抵押物業的賬
面淨值為港幣�,��0萬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萬元）。

另外，本集團有抵押銀行存款為港幣��0萬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萬元），以作為一筆
港幣�0萬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萬元）予一位獨立第三方食品處理承辦商的銀行貸款抵
押。

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償付的資本承擔為港幣�,��0萬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0萬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未償付的資本承擔包括一筆港幣�,��0萬元
（二零一零年：港幣�,��0萬元）是用作應付本集團的長遠業務增長而設立的中央食品加工
中心。此外，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為有關經營快餐業務運作的合約費用中
未償付而又未在財務報表內提撥準備的其他承擔為港幣��0萬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0
萬元）。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須就若干全資附屬公司獲得的按揭貸款及其他銀行
備用信貸而向銀行作出擔保。

於報告期末，董事認為根據擔保安排本公司被索償的可能性不大。於報告期末，本公司
根據該擔保須負擔的最大債務為所有附屬公司已提取的備用信貸額港幣�,�00萬元（二零
一零年：港幣�,��0萬元），當中該擔保涵蓋有關備用信貸。

本公司並無就該擔保確認任何遞延收入，原因是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地計量，而且沒有
交易價格。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總人數約為�,�00人（二零一零年：�,�00人）。僱
員薪酬乃根據工作性質、資歷及經驗而釐定。薪金及工資一般按表現及其他因素而每年
檢討。

本集團繼續會根據集團及個別僱員之表現，對合資格之僱員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福利、
購股權及花紅。並且，本集團會維持對改善所有員工質素、能力及技能之培訓及發展計
劃作出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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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一零
年：��.0港仙）及為慶祝上市二十周年之特別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一零年：無）。
加上年度內已派付之中期股息每股�0.0港仙（二零一零年：��.0港仙）及特別中期股息每股
�.0港仙（二零一零年：無），本集團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股息
為每股��.0港仙（二零一零年：��.0港仙），佔本集團年度溢利約��%。建議派發的末期股
息及特別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或之前派付予於二零一一年九
月十六日（星期五）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七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
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股東為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應屆股東周年大會並
於會上表決，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登記，地址為香港皇后
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一七一二至六室，以便辦理登記。

本公司亦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五）（首尾兩
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發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
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前送達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登記，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一七一二至六室，以便辦理登記。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年度內，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入其股份如下：

   所支付的  所支付的
 購回  最高每股  最低每股  所支付的
年╱月份 股份數目  價格  價格  價格總額
   港幣  港幣  港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五月 ��0,000  �.��  �.�0  �,0��
二零一零年八月 �0,000  �.��  �.��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000  �0.��  �0.�0  �,���
二零一一年二月 ���,�00  ��.0�  �0.��  �,��0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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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股份已被註銷，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亦已相應減去該等回購股份的面值。就回購
股份所支付的溢價和交易成本分別為港幣�,���,000元及港幣��,000元，並已在本公司及
本集團的儲備中扣除。

除上述所披露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度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
市證券。

企業管治

除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則，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退任（守則條文第A.�.�項）有偏離
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有關詳程將載於二零一零╱二零一一年報中之企業管
治報告內。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的一位非執行董事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及向董事會匯報。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及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全年業績，亦已與管理層討論本公司的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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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則。經本公司具體諮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
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惟以下情況除外。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吳志強先生（「吳先生」）出售本公司股份
��,�00股（「該出售」）。一個月前吳先生已發出出售指示，當吳先生身在外地並未能容易
聯絡時，部份股份已被出售。交易進行於標準守則A�(a)(ii)項下證券禁售期開始當天之
早上。吳先生當時並無任何股價敏感信息。此不合乎標準守則事宜乃出於無心及絕非故
意，並因無意之忽略所致。鑑於此事件，就向董事發出之證券禁售期通知，本公司訂立
更嚴謹的管理，致使董事更能安排時間按標準守則處理其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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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公布及年報的登載

本業績公布登載於本公司的網站(www.fairwood.com.hk)及聯交所的網站(www.hkex.com.
hk)。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二零一零╱二零一一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予
股東，並於同一網站登載。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感謝全體員工的不斷努力及付出，及對本集團各董事於過去一年的頁獻
表示衷心的感激，亦藉此機會對所有顧客、業務夥伴及股東的不懈支持致以謝意。

承董事會命
羅開揚
執行主席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由(i)執行董事羅開揚先生（執行主席）、陳志成先生（行政總裁）及
麥綺薇小姐；(ii)非執行董事吳志強先生；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棨年先生、劉國權博
士、蔡東豪先生及尹錦滔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