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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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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布

摘要

● 營業額為港幣��.���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億元），增加�.�%

● 溢利為港幣�.�0�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億元），增加�.�%

● 建議分派每股末期股息��.0港仙及為慶祝大快活四十周年的每股特別末期股息�0.0
港仙，全年每股股息增加��%至�00.0港仙（二零一一年：��.0港仙）

● 毛利率為��.�%（二零一一年：��.�%）

● 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為��.�%（二零一一年：��.�%）

● 每股基本盈利�0�.��港仙（二零一一年：��.��港仙）

● 二零一二年標誌著大快活四十周年。我們的努力得到認同，今年分別在品牌、服
務及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獲得多項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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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退回租賃已收取的補償
及出售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的收益，除以年初及年末權益總額的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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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 1,829,456  �,���,���
銷售成本  (1,584,656 ) (�,���,��0 )    

毛利  244,800  ���,�0�
其他收入 � 2,783  �,���
其他所得淨額 � 17,739  ��,�0�
銷售費用  (27,103 ) (�0,��� )
行政費用  (85,825 ) (��,��� )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2,719 ) (�,��� )
投資物業估值盈餘  1,835  �,0��    

經營溢利  151,510  ���,���
融資成本 �(a) (1,756 ) (�,�00 )    

除稅前溢利 � 149,754  ���,���
所得稅 � (19,187 ) (��,�0� )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  130,567  ���,���    

每股盈利 �

 基本  104.45仙  ��.��仙    

 攤薄  103.20仙  ��.�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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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  130,5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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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  �,�0�

於解散中國附屬公司時回撥匯兌儲備  –  �,���    

  1,956  �,���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32,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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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44,202  ��,���
 －其他物業、機器和設備  350,317  ���,���
 －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土地租賃權益  7,463  �,���    

  401,982  �00,0��
商譽  1,001  �,00�
已付租金按金  44,721  ��,���
其他金融資產 � 2,329  �,���
遞延稅項資產  780  ���    

  450,813  ���,���    

流動資產
存貨  33,483  ��,0��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 �0 57,153  ��,���
可收回本期稅款  8  ��
銀行存款和現金  265,306  ���,��0    

  355,950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 226,104  ���,��0
銀行貸款  5,024  �0,�0�
應付本期稅項  6,766  ��,���
準備 �� 6,514  �,��0    

  244,408  ��0,���        

流動資產淨值  111,542  ��,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62,355  ��0,���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25,994  ��,0��
遞延稅項負債  6,621  �,�0�
已收租金按金  260  ���
準備 �� 25,768  ��,���    

  58,643  ��,�0�        

資產淨值  503,712  ���,���    

資本和儲備
股本  124,500  ���,���
儲備  379,212  ���,���    

權益總額  503,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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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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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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和一項新詮釋。這些修訂和詮釋在
本集團的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當中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的變動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九年修訂本）——「關聯方披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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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變動的影響論述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九年修訂本）修訂了「關聯方」一詞的定義。因此，本集
團重新評估了關聯方的身份，總結是以上定義修訂並無嚴重影響本集團在當前和過往
期間所作的關聯方披露事項。《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九年修訂本）也修訂了有
關政府實體的披露要求。本集團由於並非政府實體，所以並無因此受到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一零年）」綜合準則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披露」的披露要求實施多項修訂。本集團就金融工具所作的披露事項符合
了經修訂的披露要求。這些修訂並無嚴重影響在當前和過往期間已於財務報表確認的
金額的分類、確認和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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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a) 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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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食品及飲品銷售 1,825,630  �,��0,0��
物業租金 3,826  �,���   

 1,829,456  �,���,���
   

有關本集團主要業務的進一步詳情披露如下：

(b) 分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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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分部業績

本集團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按下列基準監察各個報告分部的業績，以便評估分部
表現及進行分部間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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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或屬於這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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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公司費用（主要為
總部所提供的支援功能費用），並未分配至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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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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提供予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
理人員用作分配資源和評估分部表現的本集團報告分部資料如下。

 香港餐廳 中國餐廳 其他分部 總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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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895  �,���,�0�  193,735  ���,���  3,826  �,���  1,829,456  �,���,���

來自其他分部
 的收入 –  –  –  –  5,379  �,0��  5,379  �,0��               

報告分部收入 1,631,895  �,���,�0�  193,735  ���,���  9,205  �0,���  1,834,835  �,��0,���
               

報告分部溢利 115,618  �0�,���  16,439  ��,���  7,349  �,���  139,406  ���,���
               

利息收入 2,372  �,���  411  ���  –  –  2,783  �,���
               

銀行貸款的
 利息費用 1,383  �,0��  198  ��0  –  –  1,581  �,���
               

折舊和攤銷 57,710  ��,���  6,726  �,���  1,238  �,���  65,674  ��,0�0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2,214  �,���  1,463  �,���  –  –  3,677  �,���
               

轉回固定資產減值
 虧損 –  –  (958 ) –  –  –  (9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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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分部溢利的對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利
除稅前報告分部溢利 139,406  ���,���
退回租賃已收取的補償 13,460  –
出售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的收益 –  ��,���
提早終止租賃已付業主的補償 –  (��� )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其他金融負債
 的公允價值變動 (175 ) (��� )
投資物業估值盈餘 1,835  �,0��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2,719 ) (�,��� )
解散附屬公司的虧損淨額 –  (�,��� )
未分配的公司費用 (2,053 ) (�,��� )   

除稅前綜合溢利 149,754  ���,���
   

(iii) 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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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指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註冊地） 1,632,308  �,���,���  311,208  ���,���
中國 197,148  ���,���  91,775  ��,���       

 1,829,456  �,���,���  402,98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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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所得淨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2,783  �,���
   

其他所得淨額
退回租賃已收取的補償（註） 13,460  –
處置固定資產的虧損淨額 (1,256 ) (�,��0 )
電爐及氣體爐優惠 2,906  �,���
出售換購禮品溢利 797  �,���
出售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的收益 –  ��,���
解散附屬公司的虧損淨額 –  (�,��� )
提早終止租賃已付業主的補償 –  (��� )
其他 1,832  �,���   

 17,739  ��,�0�
   

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因為市區重建計劃退回一間租賃的物
業，已收取一筆補償為港幣��,��0,000元。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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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
 銀行貸款利息 1,581  �,���   

  1,756  �,�00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註） 517,959  ���,���
 固定資產折舊 65,462  ��,���
 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土地租賃權益攤銷 212  ���
   

 註：  這項是指食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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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綜合收益表所示的所得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準備 21,209  ��,���
以往年度準備（過剩）╱不足 (1,162 ) �0   

 20,047  ��,���   

本期稅項—中國
本年度準備 1,283  –
以往年度準備過剩 (165 ) (��� )   

 1,118  (���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1,978 ) (��� )      

 19,187  ��,�0�
   

二零一二年度的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本年度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二零一一年：
��.�%）的稅率計算。中國稅項是指本年度中國企業所得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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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派及支付的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
 （二零一一年：�0.0港仙） 27,294  ��,��0

已宣派及支付的特別中期股息每股零
 （二零一一年：�.0港仙） –  �0,0��

於報告期結束後建議分派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
 （二零一一年：��.0港仙） 47,310  �0,���

於報告期結束後建議分派特別末期股息每股�0.0港仙
 （二零一一年：��.0港仙） 49,800  ��,0�0   

 124,4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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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而言，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披露的中期股息與本年度核准和支付的數額之間的差額港幣
�0�,000元，是指在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前(i)回購的股份和(ii)行使購股權而獲
發行新股的持有人應佔的股息。

於報告期結束後建議分派的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尚未在報告期結束時確認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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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核准及支付
 的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一一年：��.0港仙） 40,237  ��,�0�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核准及支付
 的特別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一一年：零） 15,089  –   

 55,326  ��,�0�
   

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而言，於上年度財
務報表披露的末期股息及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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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回購的股份和(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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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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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元（二零一一
年：港幣���,���,000元），以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000,000股（二零
一一年：���,���,000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於四月一日的已發行普通股 125,414  ���,���
行使購股權的影響 769  ���
回購股份的影響 (1,183 ) (��� )   

於三月三十一日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5,000  ���,���
   

(b) 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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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元（二零一一
年：港幣���,���,000元），以及就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000股（二零一一年：
���,���,000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攤薄）：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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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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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3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6,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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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至三十日 3,180  �,�0�
三十一至九十日 321  ���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  ��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1  �   

 3,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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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至三十日 67,177  ��,�0�
三十一至九十日 2,828  ���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303  �,�00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79  ��
一年以上 990  ���   

 71,377  ��,��0
   

12 準備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長期服務金準備 16,160  ��,��0
租賃場所的修復成本準備 16,122  ��,���   

 32,282  ��,���
減：包括在「流動負債」項內的款項 (6,514 ) (�,��0 )   

 25,7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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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表現

回顧年內，本集團營業額比去年度增加�.�%至港幣��.���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
億元）。毛利率微降至��.�%。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0�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
�.���億元），上升�.�%。扣除退回租賃已收取的補償港幣�,��0萬元及去年同期出售物業
收益港幣�,��0萬元，來自核心經營活動的溢利按年增加�.�%至港幣�.���億元（二零一一
年：港幣�.0��億元）。每股基本盈利為�0�.��港仙（二零一一年：��.��港仙）。

業務回顧

香港

受惠於本集團具高價值的創新產品、精明的定價策略及精心的擴充策略，香港市場於二
零一一╱一二年財政年度持續表現理想，營業額及同店銷售錄得令人滿意的增長。面對
最低工資立法，食品成本飆升加上租金不斷上漲，經營環境挑戰重重。然而，本集團仍
能一一克服這些障礙，維持穩定的毛利率。

多年來，我們具遠見的管理團隊一直評估多項措施以改善競爭力。中央食品加工中心、
SAP企業資源計劃系統以及靈活上班時間亦讓本集團從同業中脫穎而出，在市況不斷轉
變之時仍能維持盈利增長。

本集團在大埔的中央食品加工中心已全面投入運作，提供穩定的食品質素，供應安全、
高質素及具價格競爭力的產品。透過不斷提升操作效率及具規模的經濟效益，我們得以
進一步降低食物及人力成本。

除核心快餐業務外，本集團近年亦積極針對不同顧客群拓展特色餐廳品牌。墾丁茶房、
友天地及咖喱工房已相繼在香港營運。我們計劃待個別品牌的業務發展穩定後，逐步將
其引入中國內地市場。

中國內地

年內，大快活積極擴展中國內地市場。本集團以超卓品質見稱，極受內地顧客歡迎。我
們亦擴展至北京及天津等華北主要城市。多年來，我們利用市場調查加深對市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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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使我們成功捕捉內地顧客的口味及喜好。本年度，中國內地市場錄得滿意的銷售增
長��.�%。我們將繼續加快於中國內地市場的發展，以及進一步強化品牌基礎。

網絡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共開設十間新快餐店，包括六間在香港及四間在中國內地。於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共經營一百零八間店鋪，包括一百零一間快餐店、
兩間友天地及五間特色餐廳；在國內則設有十九間快餐店。

企業榮譽

「以客為先」及「以人為本」一直是本集團的業務宗旨。我們致力以優質食品及愉快的用餐
體驗以滿足顧客需求，並實踐我們的品牌承諾。對於大快活於年內屢獲殊榮，管理層感
到非常欣喜，同時亦證明我們的努力廣獲商界認同。本集團分別於品牌、服務及人力資
源管理三個範疇上獲得獎項，於年內獲頒的品牌相關獎項包括：

－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及香港品牌發展局頒發的「�0��香港服務名牌獎」

－ 香港中文大學及明報報業有限公司頒發的「香港驕傲企業品牌獎」

通過提供舒適及愉快的用餐體驗，我們卓越的服務有助提高顧客的忠誠度。我們於年內
獲得不同的服務相關獎項以表揚我們的努力：

－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頒發的「�0��香港工商業獎：顧客服務大獎」

－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頒發的「傑出服務獎」

－ 香港優質顧客服務協會頒發的「優質顧客服務大獎」

－ 香港機場管理局頒發的「香港國際機場優質顧客服務計劃：團體獎大獎及個人獎優異
獎」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頒發的「�0��年全面優質顧客服務計劃餐飲（自助）組別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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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秉持「食得開心，活得精彩」的格言，無論顧客及員工，我們都一樣重視。從獲得以
下的嘉許及獎項，肯定了我們於實施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及措施方面付出的努力：

－ 家庭議會評選為「�0��傑出家庭友善僱主」

－ 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ERB人才發展計劃獎」

－ 勞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頒發的「飲食業安全獎」

展望

隨著本集團踏入四十周年誌慶，我們將繼續加深對顧客喜好的了解，同時更密切留意香
港及中國內地的市況，從而調整業務策略，務求達致理想的成績。來年對本集團而言是
具歷史意義的一年，我們對未來的業務發展持樂觀的態度。

同時，我們將持續履行對持份者及社區的承諾，尤其是進一步加強與消費者、供應商、
員工及股東的關係。

在過去四十年，我們的努力獲得顧客的不懈支持。以相宜價格提供優質食品及服務，為
顧客帶來非凡餐飲體驗，一直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已為來年制定一系列具創意的新
產品、精采的市場推廣宣傳及廣告活動，以吸引更多顧客。本集團亦將不繼收集顧客意
見，盡力改良餐單及菜色，以迎合顧客的喜好及維持他們的忠誠度。

大快活一向重視供應商並視之為長期夥伴，我們將延續採用全球採購策略，搜羅可靠的
優質食材，並積極控制食物成本。此外，我們亦會密切與新增及現有供應商接觸，與他
們保持良好的關係，此舉有助我們確保食品供應穩定，符合顧客的期望。

經驗豐富且忠心耿耿的員工是本集團成功關鍵之一。我們與員工相處猶如一個大家庭，
他們能否在工作崗位上取得滿足感是我們關注的重點之一。為此，管理層一直鼓勵員工
於工作及生活上取得平衡，並積極舉辦各項內部及對外活動供員工參與。此外，本集團
亦提供完善在職訓練，並對表現優秀的員工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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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保持溝通及營運透明度乃維持與股東良好關係的關鍵。一如以往，我們將繼
續聆聽股東的建議、強化業務模式、提升競爭力及爭取理想的回報，以回饋股東的支
持。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港幣�.0��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0�
億元）。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為港幣�.���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00萬元），此乃根據總
流動資產港幣�.���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億元）減以總流動負債港幣�.���億元（二
零一一年：港幣�.�0�億元）而計算。流動比率為�.�（二零一一年：�.�），此乃根據總流動
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而計算。權益總額為港幣�.0��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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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存款及現金為港幣�.���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億元），
較二零一一年上升�.�%。大部分銀行存款及現金為港幣、美元及人民幣。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總額為港幣�,�00萬元，全部貸款為港幣
（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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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浮動利率計算及貸款到期日直至二零一九年。尚未使用之銀行備用信貸額為港幣�.���
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0�億元）。本集團之資本負債率下降至�.�%（二零一一年：
�.0%），此乃根據總銀行貸款額除以權益總額而計算。

盈利能力

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為��.�%（二零一一年：��.�%），此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
利，扣除退回租賃已收取的補償及出售持有待售非流動資產收益，除以年初及年末權益
總額的平均值而計算。

資本支出

年內，資本支出約為港幣�,��0萬元（二零一一年：港幣�,��0萬元），款項主要用於新店及
現有店鋪之裝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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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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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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銀行存款。引致這個風險的貨幣主要是美元及人民幣。由於美元與港元掛鈎，本集團
預期美元兌港元的匯率不會出現任何重大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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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抵押之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作為授予本集團部份附屬公司的銀行備用信貸抵押物業的
賬面淨值為港幣�,��0萬元（二零一一年：港幣�,��0萬元）及沒有銀行存款和現金被用作銀
行貸款或銀行備用信貸的抵押。

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償付的資本承擔為港幣�,��0萬元（二零一一年：
港幣�,��0萬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未償付的資本承擔包括一筆港幣�,0�0萬元
（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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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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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港幣��0萬
元）。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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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萬元（二零
一一年：港幣�,�0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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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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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總人數約為�,�00人（二零一一年：�,�00人）。本
年度員工成本大約為港幣�.0��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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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一一
年：��.0港仙）及特別末期股息每股�0.0港仙（二零一一年：��.0港仙）。加上年度內已派
付之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一一年：�0.0港仙及特別中期股息�.0港仙），本集團派
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股息為每股�00.0港仙（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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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
月三日（星期三）或之前派付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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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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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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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亦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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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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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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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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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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四月 ���,000  �0.��  �0.��  �,���
二零一一年五月 ���,000  �0.��  �0.��  �,�0�
二零一一年八月 ���,�00  ��.�0  ��.0�  �,���
二零一一年九月 ���,000  ��.0�  �.�0  �,���
二零一二年二月 ���,000  ��.00  �0.�0  �,��0
二零一二年三月 ���,�00  ��.�0  ��.��  �,���       

 �,��0,000      ��,���       

�,��0,000股回購股份當中，�,���,000股已被註銷，餘下���,000股隨即於二零一二年四
月五日及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分別被註銷。回購股份已被註銷，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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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元及港幣��,000元，並已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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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偏離外，本公司於截至二
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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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詳程將載於二零一一╱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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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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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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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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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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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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二零一二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予股
東，並於同一網站登載。

致謝

大快活今年踏入四十周年，本人在此再次向員工及管理團隊的付出致以最衷心的感激。
縱使過去多年來面對重重考驗，但我們都能乘風破浪，攜手邁步向前。本人亦藉此機會
對所有顧客、董事、業務夥伴及股東多年來的寶貴貢獻及支持表示謝意。身為大快活家
庭的一份子，本人倍感自豪，期待能與大家共同迎接本集團更豐盛的未來。

承董事會命
羅開揚
執行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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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