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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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及董事職務變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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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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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

收益（百萬港元） 367.4  394.0  -6.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百萬港元） 56.5  54.7  +3.3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5.06  5.52  -8.3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4.93  5.52  -10.7
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零  1.5  

�. 董事會亦欣然宣佈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高焯堅先生額外擔任本公司之行政總裁、
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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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業務回顧

全球建築物外牆市場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持續反覆多變。儘管如此，憑藉成功完成
若干位於中國及香港的地標項目，本集團得以持續令人鼓舞的業績。截至二零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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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去年同期
輕微增加�.�%。憑藉本集團經驗豐富的設計、採購、預製及項目管理團隊的共同努
力，本集團進一步顯示我們成功的營運模式。此外，基於該等優勢，本集團得以繼
續向前推展其業務，並於世界各地獲得新項目，例如中國沈陽新世界國際會議展覽
中心的裙樓大鵬頂部份及日本東京Nakano項目。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手頭上未完
成的合約涉及的餘下價值合共�,�00,000,000港元。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訂立協議收購Red Holdings Group, Inc.及其營運附屬公司
Gamma USA, Inc.及Gamma Installation, Inc.（統稱為「Gamma」）之��%股本權益。
此收購標誌本集團歷史上另一重要里程碑。Gamma團隊在美國（尤其是美國東岸地
區如紐約及佛羅里達）從事建築物外牆及幕牆業務接近三十年。Gamma與紐約三州
地區的發展商、一般承包商及工會關係緊密，並為該地區公認的幕牆市場領導。
因此，預期此收購將讓本集團處於更有利位置去攫取北美地區市場之未來機遇。
Gamma亦有大量工程合約訂單儲備以及大量潛在工程項目正進行磋商。憑藉著本集
團工程技術、採購渠道及預製裝配工序上之優勢，本集團旨在即時進一步提升目標
營運公司現在及未來工程項目之邊際利潤。另一方面，借助本集團上市地位及於資
本市場上的融資能力，本集團冀能協助Gamma於大型工程項目投標。預期本集團即
將開始將Gamma及本集團於幕牆工程及安裝的數十年經驗合併。我們相信此合併將
使我們成為全球幕牆及建築物外牆工程方面技術的領導。

於收購Gamma後，本集團的工程合約儲備顯著增加。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及
Gamma未完成的合約所涉及的餘下價值合計超過約�,000,000,000港元，Gamma約佔
其中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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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預期，全球建築物外牆市場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將反覆多變且充滿挑戰。於
香港，大型基建項目如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已開始招標程序。本集團將繼續伴隨
香港發展商，物色參與於國內高利潤工程項目機會。於美國，Gamma與本集團留意
到東岸以及芝加哥及洛杉磯的建築活動增加。我們對於美國的前景感到十分興奮。
加拿大市場前景樂觀，預期我們的項目範圍將延伸至溫哥華及其他城市。本集團亦
獲邀於沙地阿拉伯、歐洲及其他亞洲國家開拓商機。管理層有信心能於這些令人振
奮的市場機遇中抓緊重要的一部份。

財務回顧

營運業績

於回顧的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約
���,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減少主要由於主要在建工程如香港的
啟德郵輪碼頭仍處於初期籌備或設計階段，以及智利的Costanera Centre的進度較預
期慢，因此要待至本年度下半年才能為收益帶來貢獻。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約��,�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輕微增加約�.�%。

分部分析

來自北美洲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增加
約��,�00,000港元或約��.�%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
港元。收益增加主要由於我們於加拿大的現有項目如多倫多香格里拉項目及SAIT 
Trades & Technology Complex項目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繼續為收益帶來貢獻。由於
年前已完成的美國項目如三藩市的Trinity Plaza不再貢獻溢利，故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北美洲地區的毛利率減少至約��.�%，二零一零年同期則約為
��.�%。

來自大中華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減少約
��,�00,000港元或約�0.�%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
元。收益減少主要因為我們於香港的新項目如香港啟德郵輪碼頭於二零一一年上半
年仍處於初期籌備階段，相對地對收益貢獻不多。鑑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達到毛利
增加，故大中華地區的毛利率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約��.�%增加至二零一一年上半
年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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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亞洲的收益穩定維持於約��,�00,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約��,�00,000港元）。鑑於新加坡及杜拜的若干項目完成時，有效
的項目管理控制得以減少其項目成本，故亞洲地區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來自其他地區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減少
約��,�00,000港元或約��.�%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
元。收益減少主要由於Costanera Centre（Tower II）項目的一系列工期推延所致。其
他地區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輕微減少至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約��,�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減少約�,000,000港元。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一
零年同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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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及收回壞賬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減少至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所致。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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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零年：約��,�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約�.�%。增加主要由於期內因
業務擴充而帶來較高的僱員成本。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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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約��.�%）。此乃主要由於於較低
稅區產生的溢利增加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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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約��,�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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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財務狀況

本集團於期內的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營運資金
淨額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000港元）。於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值）約為�.��倍（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倍）。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淨銀行及現金
結餘總額及已抵押定期存款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0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000港元），包括已發行股本約��,�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及儲備約���,�00,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狀況淨額約為���,�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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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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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的銀行信貸總額約為���,�00,000港元，未提取結餘約���,000,000港元。因此，
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餘下期間的資金需要將以可動用的現金、經營產生的現金及銀
行信貸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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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營業額 � 367,352,520  ���,��0,���

銷售成本  (260,049,522 ) (���,���,��� )    

毛利  107,302,998  ���,�0�,���

其他收入  5,560,886  ��,���,���
行政開支  (45,627,722 ) (��,��0,��� )
其他經營開支  –  (��,���,��� )    

經營溢利  67,236,162  ��,0��,���

融資成本 � –  –    

稅前溢利  67,236,162  ��,0��,���

所得稅開支 � (7,852,886 ) (��,���,��� )    

期內溢利 � 59,383,276  ��,���,�0�    

各方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6,481,285  ��,���,���
 非控股權益  2,901,991  ���,���    

  59,383,276  ��,���,�0�    

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5.06  �.��    

 攤薄（港仙）  4.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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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59,383,276  ��,���,�0�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2,365,446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將投資重估儲備轉往損益  15,756  (���,��� )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394,016 ) ���,��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987,186  (���,0��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0,370,462  ��,���,0��    

各方應佔之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7,001,238  ��,���,�00
 非控股權益  3,369,224  ���,���    

  60,370,462  ��,���,0��    



- �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6,103,960  ��,���,���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  170,121,471  –
可供出售投資  65,230,916  ��,���,���
租金及水電按金  1,594,355  �,0��,���    

  323,050,702  ��,���,0��    

流動資產
存貨  84,412  ��,�0�
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  2,897,383  �,���,���
就承辦工程應收客戶總額  110,001,074  ��,���,�00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 �0 202,547,790  ���,���,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83,902,768  ��,���,���
本期稅項資產  536,671  ��,���
已抵押定期存款  32,102,919  ��,���,���
銀行及現金結餘  197,419,636  ���,���,���    

  629,492,653  ���,���,���    

流動負債
就承辦工程應付客戶總額  69,793,880  ���,���,���
信託收據貸款  15,870,384  –
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 �� 49,792,808  ��,���,���
本期稅項負債  39,104,191  ��,���,��0
保證撥備  15,826,652  ��,���,���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 196,876,815  ��,��0,���    

  387,264,730  ���,�0�,���    

流動資產淨值  242,227,923  ���,0��,0��    

資產淨值  565,278,625  ���,���,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117,600  ��,���,0�0
儲備  543,454,625  �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54,572,225  ���,���,���

非控股權益  10,706,400  �,���,���    

權益總額  565,27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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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本簡明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本簡明財務報表時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並因而採
納下列會計政策。

合營公司

合營公司指本集團與其他人士以合約安排方式共同進行經濟活動，該活動受雙方共同
控制。共同控制指合約協定共同分擔一項經濟活動的控制權，並會在有關活動的策略
性財務及營運決策要求取得共同控制權的各方（「合營夥伴」）一致共識之情況下存在。

共同控制實體為各合營夥伴另行成立並擁有權益的合營公司。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按權益法於綜合財務報表內列賬，最初按成本確認。所收
購共同控制實體的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按收購當日的公平值計量。收購成本超出本集團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可識別資產及負債公平淨值的數額作為商譽入賬。商譽列入投資
的賬面金額，並於出現客觀跡象表明投資已減值時於各報告期末與投資一併接受減
值測試。本集團應佔可識別資產及負債公平淨值超出收購成本的差額於綜合損益表內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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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的收購後損益於綜合損益表內確認，而其應佔的收購後
儲備變動則於綜合儲備內確認。累計收購後變動在投資的賬面金額內調整。倘本集團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虧損等於或超過其於該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包括任何其他無
抵押應收款項），則除非已代表該共同控制實體產生責任或支付款項，否則本集團將
不予確認進一步虧損。倘該共同控制實體其後錄得溢利，則本集團僅於其應佔溢利與
未確認的應佔虧損相等之後方會重新確認其應佔溢利。

於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實體導致失去共同控制的盈虧是指下述兩者的差額：(i)出售代價
的公平值加上於該共同控制實體任何保留投資額的公平值與(ii)本集團應佔該共同控
制實體資產淨值加上有關該共同控制實體的任何餘下商譽及任何有關累計外幣匯兌儲
備。

本集團與其共同控制實體之間交易的未變現溢利以本集團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為限
予以抵銷。除非交易中存在轉讓資產出現減值的跡象，否則未變現虧損亦予以抵銷。
有關共同控制實體的會計政策已於必要時作出變動，以確保與本集團採納的政策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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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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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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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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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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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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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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外部客戶收益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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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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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前溢利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  ��,���,���  ��,��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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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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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稅前溢利         ��,0��,���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0�,0��  ��,���,���  ��,�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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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信託收據貸款利息  51,480  –
資本化金額  (51,480 ) –    

  –  –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6,000,000  ��,000,00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892,138 ) –    

  5,107,862  ��,000,000
本期稅項－海外
 期內撥備  3,018,024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73,000 ) (�,���,0�� )    

  2,745,024  ���,���    

  7,852,886  ��,���,���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二零一零年：��.�%）的稅率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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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當地的現行法
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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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溢利

本集團的期內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1,035,213 ) (���,��� )  
折舊  3,457,775  �,�0�,��0
減：資本化金額  (1,938,730 ) (�,�00,��� )
  1,519,045  �,�0�,���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1,283,749 ) ���,�0�
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 )
出售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  (�,���,0�� )
出售廢料之收益  (371,888 ) (���,��� )
上市開支（已計入其他經營開支）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145,446  ���,���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減值撥備  –  �0�,000
撥回貿易應收款及應收保留金減值撥備  (1,730,000 ) (�,��0,��� )
撥回存貨  (212,589 ) (���,��� )
董事酬金  4,130,603  �,���,���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元
 （二零一零年：0.0��港元）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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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000
批准及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港元
 （二零零九年：��港元）  16,720,170  ��,000,000    

  16,720,1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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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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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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81,285  ��,���,���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15,612,575  ���,00�,0��

購股權產生之潛在普通股攤薄影響  29,874,086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45,486,66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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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
零至�0日  53,330,652  ��,���,��0
��至�0日  36,331,568  �,���,���
��至�0日  –  �,���,���
�0日以上  8,556,403  �,���,���    

  98,218,623  ��,���,���
應收保留金  104,329,167  ��,���,���    

  202,547,790  ���,���,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預期於超過十二個月後收回之保留金金額為��,���,���港
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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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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0日  31,537,789  ��,���,���
��至�0日  3,486,731  �,���,���
�0日以上  14,768,288  ��,�00,���    

  49,792,808  ��,���,���    

12.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收購事項之應付代價  132,600,000  –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64,276,815  ��,��0,���    

  196,876,815  ��,��0,���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名（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名）全職員工。本集團訂有具成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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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員工薪酬時會參考當時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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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等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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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以�,���,��0港元的總代價，於聯交所
回購�,���,000股普通股。有關回購由董事進行以提高股東的股份價值。回購詳情如
下：

  每股股份 每股股份
回購月份 回購普通股總數 支付的最高價 支付的最低價 總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五月 �,��0,000 �.0� 0.�� �,���,�00
六月 �,���,000 0.�� 0.�� �,���,��0    

 �,���,000   �,���,��0    

於五月購買的�,��0,000股股份已於本中期期間註銷，而於六月購買的�,���,000股股
份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註銷。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中期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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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款項用途變動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本公司進行其股份的首次公開發售，本公司籌集的所得款項淨
額約為���,�00,000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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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公司已分別
動用約��,�00,000港元及�,�00,000港元於新項目的營運資金及新產品的研發。在動
用所得款項進行合併及收購前，所得款項的未動用結餘約為���,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公司收購Red Holdings Group, Inc. ��%股本權益。被收購
方的附屬公司於美國業務規模大，並擁有總額龐大的未完成工程合同，及正在磋商
大量潛在合約。鑑於收購事項為極好的發展機遇，本公司已議決動用全部未動用所
得款項為此收購事項提供資金，其中��,000,000港元已於本中期期間支付。儘管作
出重新分配，惟預期內部產生財務資源或日後可供應用借款將提供足夠資金支持，
故本公司預期原擬動用所得款項的擴張計劃將不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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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財務資料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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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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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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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 
準則。

2. 董事職務變更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執行董事高焯堅先生（「高先生」）將額外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
（「行政總裁」）之職務，自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起生效。彼亦獲委任為本公司之提
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生效日期相同。

隨著高先生獲任為新行政總裁，Huang Brad先生（「Huang先生」）將交出其作為本公
司臨時行政總裁之職務。然而，Huang先生將繼續擔任本公司之執行董事、董事會
主席、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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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行政總裁之詳細資料

高先生，��歲，自二零一零年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時開始擔任本
公司之執行董事。高先生於一九九六年三月加盟本集團，並為本集團工作約��年。
於二零零零年，彼獲委任為本集團之主要附屬公司遠東鋁質工程有限公司之董事及
商務董事，主要職責為業務發展、投標、合約管理及其他相關商務工作。此後，彼
亦於本集團若干主要附屬公司擔任董事職務。高先生擁有超過��年工料測量及合約
管理經驗。彼為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英國皇家特許仲裁師學會及香港測量師
學會會員，並為註冊專業測量師。彼於一九八七年獲英國格拉摩根大學工料測量學
學士學位，並於一九九八年獲英國胡佛漢頓大學頒授法律學學士學位。

高先生於二零一零年三月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其委任期於上述任命後維持不
變。自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開始，彼之初步任期為三年，並於當時之任期屆滿後
翌日起計每次自動重續一年，除非及直至(i)任何一方給予另一方不少於三個月的事
先書面通知予以終止，通知結束日期為初步任期的最後一日或其後任何時間；或(ii)
彼不獲重選為董事或遭股東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罷
免。根據服務協議，彼有權獲得之薪酬及酌情花紅將於每年或當委員會或董事會認
為合適時由薪酬委員會審閱及建議。

於本公佈日期，高先生個人持有�,0��,000股本公司股份，及�,000,000份本公司於二
零一零年授出的尚未行使購股權。彼亦於Full Mission Limited為其利益以信託形式
持有本公司另外�,���,000股股份權益。除上文所述外，高先生概無於本公司股份或
相關股份（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擁有其他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高先生已確認彼並無(�)與本公司的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
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有關係；(�)於過去三年於上市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董事職
務；及(�)擁有任何其他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h)
至��.��(�)(v)條而須予披露的資料，以及並無其他事項須敦請本公司股東注意。

董事會謹此歡迎高先生成為本公司之新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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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對本集團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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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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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焯堅先生（行政總裁）及
趙樂文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孔祥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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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