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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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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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FÉ DE CORAL HOLDINGS LIMITED 
大大大大 家家家家 樂樂樂樂 集集集集 團團團團 有有有有 限限限限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www.cafedecoral.com 

（股份代號：341） 

 
中中中中期業績公佈期業績公佈期業績公佈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
 

集團半年收益增加集團半年收益增加集團半年收益增加集團半年收益增加 8%達至三十一億四千萬港元達至三十一億四千萬港元達至三十一億四千萬港元達至三十一億四千萬港元。。。。  
    
 ◆◆◆◆

 

溢利錄得溢利錄得溢利錄得溢利錄得 16%增幅至二億二千一百萬港元增幅至二億二千一百萬港元增幅至二億二千一百萬港元增幅至二億二千一百萬港元，，，，令令令令集集集集團團團團盈利重回盈利重回盈利重回盈利重回持持持持

續續續續增長增長增長增長的軌道的軌道的軌道的軌道。。。。 

 

    
 ◆◆◆◆ 集團於香港速食餐飲業成功建立由集團於香港速食餐飲業成功建立由集團於香港速食餐飲業成功建立由集團於香港速食餐飲業成功建立由「「「「大家樂大家樂大家樂大家樂」、「」、「」、「」、「一粥麵一粥麵一粥麵一粥麵」」」」及及及及「「「「利利利利

華超級三文治華超級三文治華超級三文治華超級三文治」」」」組成之多元品牌台階組成之多元品牌台階組成之多元品牌台階組成之多元品牌台階。。。。 

 

    
 ◆◆◆◆ 集團以由一百二十九個營運單位組成具規模之業務台階集團以由一百二十九個營運單位組成具規模之業務台階集團以由一百二十九個營運單位組成具規模之業務台階集團以由一百二十九個營運單位組成具規模之業務台階，，，，於潛於潛於潛於潛

力龐大之國內市場蓄勢待發力龐大之國內市場蓄勢待發力龐大之國內市場蓄勢待發力龐大之國內市場蓄勢待發。。。。 

 

    
 ◆◆◆◆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7仙仙仙仙(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每股港幣每股港幣每股港幣每股港幣 17仙仙仙仙)予予予予
股東股東股東股東，，，，標誌標誌標誌標誌自上市後自上市後自上市後自上市後連續二十六年不斷股息分派連續二十六年不斷股息分派連續二十六年不斷股息分派連續二十六年不斷股息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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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集團於上半年間，繼續面對重重挑戰。本地通貨膨脹持續之外，中國經濟放緩

又成了新的考驗。期內，我們仍須一直抗衡各種經營成本壓力，包括最低工資

及其漣漪效應、原材料及租金成本上升等等。 

 

在這些迎面衝擊之中，我們迎難而上，適時調整了經營手法，並採取有效應變

措施，令盈利能力重回持續增長的軌道。上半年集團營業額達三十一億四千萬

港元，較去年上升8%; 半年溢利由去年之一億九千一百萬港元上升至二億二千

一百萬港元。 

 

一如以往，我們堅守為股東謀求穩定回報的承諾，董事局議決向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7 仙(二零一一

年：每股港幣 17仙)。 

 

香港業務台階香港業務台階香港業務台階香港業務台階 

 

集團期內之香港業務錄得營業額二十四億八千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之二十三億

二千萬港元上升約 7%。香港業務收益亦由二億八千萬港元增加約 23%至三億

四千三百萬港元。「大家樂大家樂大家樂大家樂」快餐的同店銷售較去年同期增加 7%。 

 

香港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實施法定最低工資，令集團勞工成本顯著增加；此外，

期內租金與原材料價格亦不斷上升。為回應挑戰，我們自二零一一年五月起採

取多項措施，包括提昇生產力、自動化、餐單設計及選址策略調整等，以提昇

整體效率及增強盈利能力。因此，即使本地通脹持續，我們仍能在不同持份者

的利益間取得平衡，業務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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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一眾速食餐飲品牌之中，「大家樂大家樂大家樂大家樂」仍是集團收入與盈利的旗艦，期終於

本港共經營 151間分店。此外，「一粥麵一粥麵一粥麵一粥麵」及「利華超級三文治利華超級三文治利華超級三文治利華超級三文治」亦有理想增長，

廣獲客戶認同。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集團分別經營 26 間「一粥麵一粥麵一粥麵一粥麵」及

18 間「利華超級三文治利華超級三文治利華超級三文治利華超級三文治」。而以「意粉屋意粉屋意粉屋意粉屋」為首之多個中價西餐品牌，繼續為

集團帶來穩定收益。 

 

面對劇烈競爭，我們的機構飲食業務「泛亞飲食泛亞飲食泛亞飲食泛亞飲食」及「活力午餐活力午餐活力午餐活力午餐」，在期內已跟

多個客戶在合約條款上成功洽商，維持合理利潤。「泛亞飲食泛亞飲食泛亞飲食泛亞飲食」亦擴展經營範疇，

新設六間分店，包括醫院、教育機構及商界客戶。 

 

在多元品牌策略下，我們的品牌組合在期內增添兩員猛將。意大利薄餅餐廳

「PizzaStage」已在香港開設首間門店，主攻中等收入客戶；而風靡世界各地的

台式咖啡蛋糕烘焙專賣店「85°C」，則由集團與台灣上市公司開曼美食達人股

份有限公司所成立的合營公司經營其香港業務，期內已開設三間分店。 

 

集團目前正在香港大埔工業邨興建全新的中央產製物流中心，預期明年初投

產，可進一步提高產品質素，並可對各品牌統一控制成本，將集團業務提昇到

另一層次。 

 

中國業務台階中國業務台階中國業務台階中國業務台階 
 

集團的中國業務台階包括共 129個營運單位，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120

個增加約 8%。其中，106間為「大家樂大家樂大家樂大家樂」分店，15間為機構飲食分店，8間為

「意粉屋意粉屋意粉屋意粉屋」分店。 

 

目前內地經濟放緩，相信短期內會冷卻市場的消費意欲；加上營運成本上升，

新落成的廣州中央產製物流中心亦未全面使用，我們因而在分店拓展方面採取

了更謹慎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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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樂大家樂大家樂大家樂」」」」於華南各個已發展的城市都已站穩陣腳，廣受消費者愛戴，但我們

深信，要更好地回應不斷轉變的經營環境，我們的業務模式仍有調整空間。另

一方面，我們最近於華東開設 8間分店，以全服務模式運作，無論在惠顧人次

以至人均消費，皆取得初步滿意成績。這種種業務模式調整，加上在人力資源

方面的投資，包括更多培訓及招攬更多人才，以及中央產製物流中心尚未全面

使用，短期而言無可避免會對內地業務的盈利有所影響。但我們堅信中國餐飲

業市場潛力驚人，我們對這龐大市場的信心及投入仍然十分堅定。 

 

北美業務台階北美業務台階北美業務台階北美業務台階 

 

集團期內在北美洲經營 143間「Manchu WOK」餐廳，業務帶來正數現金流。

然而，其表現受到美國經濟停滯不前、消費市道疲弱及經營成本上漲所影響。

我們有信心能作出適當調整以配合當前狀況，長遠而言「Manchu WOK」將繼

續為集團帶來正面貢獻。我們將繼續積極發掘為業務增值的新機會，包括與策

略加盟商及其他餐飲業經營者加強合作。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環球經濟在短期內仍會出現不穩。我們在預計經濟波動對餐飲業的影響以及快

速回應方面，須更具前瞻性與保持高度主動。不管在任何經濟週期，我們的目

標仍是保持在業界的領導地位，及持續發展。 

 

為了在疲弱的經濟環境中達致增長，我們已發展出一套強而有力的持續發展策

略及措施。面對成本上漲壓力，集團藉調整業務模式及採用多元品牌策略，將

種種挑戰化為機遇。例如引入「一粥麵一粥麵一粥麵一粥麵」及「利華超級三文治利華超級三文治利華超級三文治利華超級三文治」，成功令我們更

能適應香港不斷轉變的餐飲口味及經營環境。我們將不斷引進新品牌，例如期

內開業的「85°°°°C」及「PizzaStage」，以開拓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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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香港中央產製物流中心預期於明年投入服務，將有效提昇集團的生產

力。目前大部分於分店各自進行的食品後期處理，將轉由新中心負責，爭取規

模效益，並為分店騰出額外空間供顧客用膳。 

 

龐大的中國市場將繼續急速轉變，新飲食文化及口味，令我們必須持續在產品

方面推陳出新，更要靈活調整業務模式。有了廣州的中央產製物流中心的支援，

華南及華東兩個經營區域將可更靈活地針對個別地區發展作出配合。 

 

為進一步鞏固集團在業內的領導地位，我們將繼續發掘合作及收購的機會。內

部而言，我們正進行不同的人力資源發展計劃以支援業務增長，包括通過積極

的招聘及篩選過程，物色更多人才。 

 

最後，本人謹代表董事局，衷心感謝全體員工在過去半年所付出的努力，以及

面對挑戰時所表現的卓越團隊精神。對廣大客戶及股東的不斷支持，我更要由

衷感激。 
 
 

承董事局命 

羅開光羅開光羅開光羅開光 

首席執行官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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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二截至二截至二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4 3,135,574 2,901,229 
    
銷售成本  (2,739,738) (2,559,480) 
  ───────── ───────── 
毛利  395,836 341,749 
    
行政使費  (143,425) (136,472) 
    
其他淨收益 5 11,453 13,816 
  ───────── ───────── 
營運溢利營運溢利營運溢利營運溢利 6 263,864 219,093 
    
財務收入 7 4,934 3,71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2,189) 1,262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3,028) (29) 
  ───────── ─────────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263,581 224,043 
    
所得稅費用 8 (41,820) (33,159) 
  ───────── ───────── 
期內溢利  221,761 190,884 
  ═════════ ═════════ 
分配為：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溢利  623 4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221,138 190,880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溢利    
    
-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 9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38.71仙仙仙仙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33.82仙仙仙仙 

  ═════════ ═════════ 
    
- 攤薄 9 港幣 38.42仙 港幣 33.51仙 

  ═════════ ═════════ 
    
股息                    
- 中期股息 10 97,287 96,2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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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221,761 190,884 
  ────── ──────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轉換海外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匯兌差額  2,482 2,273 
已確認於儲備的退休福利責任之精算溢利所產生的所

得稅影響  - 3,93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平值溢利/(虧損)  17,100 (19,593) 
因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所釋出的儲備  - (3,249) 
  ────── ────── 
期內總期內總期內總期內總全面收入全面收入全面收入全面收入  241,343 174,248 
  ══════ ══════ 
    
屬於屬於屬於屬於：：：：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40,720 174,244 
- 非控制性權益  623 4 

  ────── ────── 
  241,343 174,2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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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簡明綜合財務狀況簡明綜合財務狀況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表表表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重列)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95,634 97,14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09,394 1,482,562 
投資物業  326,200 326,200 
無形資產  170,486 172,652 
於聯營公司投資  16,074 18,505 
於合營公司投資  31,031 11,060 
遞延稅項資產  17,949 18,07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34,767 417,667 
非流動預付款項及按金  219,110 229,505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22,874 14,745 

  ──────── ──────── 
  2,943,519 2,788,114 
  --------------- ---------------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83,216 172,099 
營業及其他應收賬項 11 83,826 73,889 
預付款項及按金  171,684 99,070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46,148 55,135 
超過三個月到期日的銀行存款  31,164 31,03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02,825 854,417 

  ──────── ──────── 
  1,218,863 1,285,643 
  --------------- ---------------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4,162,382 4,073,757 
  ════════ ════════ 
股權股權股權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備備備    
股本  57,198 56,956 
其他儲備  1,111,795 1,057,413 
保留溢利    
- 擬派股息  97,287 256,997 
- 其他  2,029,933 1,906,445 
  ──────── ──────── 
  3,296,213 3,277,811 
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  1,894 1,271 
  ──────── ──────── 
股權總額股權總額股權總額股權總額  3,298,107 3,279,0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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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續續續續)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重列)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2,102 33,208 
長期服務金撥備  10,028 9,872 
退休金福利負債  10,636 12,328 

  ──────── ──────── 
  52,766 55,408 
  --------------- ---------------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營業應付賬項 12 189,351 171,250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572,879 535,286 
應付稅項  49,279 32,731 

  ──────── ──────── 
  811,509 739,267 
  --------------- --------------- 
    
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  864,275 794,675 
   --------------- --------------- 
    
股權及負債總額股權及負債總額股權及負債總額股權及負債總額  4,162,382 4,073,757 
  ════════ ════════ 
    
淨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  407,354 546,376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50,873 3,334,4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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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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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細閱。 
 

2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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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及刊載者一致。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香港會計師公會修改香港會計準則 12「所得稅」，以加入按公
平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產生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的計量原則的例外情況。香港會計

準則 12 規定主體應視乎主體是否預期透過使用或出售收回資產的賬面值，來計量資
產的遞延稅項。此修改引入一項可推翻的假設，即按公平值入賬的投資性房地產可透

過出售全數收回。此修改適用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追溯應

用，並可提早採納。 
 
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止財政期間追溯採納此項修改﹐採納的影響披露如下。 
 
對對對對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所得稅負債減少 28,813 28,813 

保留溢利增加 28,813 28,813 

   
對簡明綜合損益表的影響對簡明綜合損益表的影響對簡明綜合損益表的影響對簡明綜合損益表的影響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減少 - 3,52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淨溢利增加 - 3,528 

   
基本每股溢利增加 - 港幣 0.62仙 
攤薄每股溢利增加 - 港幣 0.6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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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 (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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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為已頒佈的新準則、修訂準則及詮釋，但並未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

年度期間生效，而集團亦無提早採納： 
 
  會計年度開始或 

之後生效 
新準則或經修訂準則、詮釋及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 1 (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報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 19 (修訂) 僱員福利 (2011)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 27 (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2011)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 28 (修訂) 聯營及合營公司投資 (2011)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 32 (修訂) 金融工具：呈報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7 (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抵銷金融資產

與金融負債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7及 9  
(修訂) 

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9 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0 綜合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1 聯合安排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2 其他公司權益的披露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3 公平值估算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詮釋 20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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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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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首席執行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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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本年度和比較數字的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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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總分類收益 2,480,453 612,460 95,646 3,188,559 
 內部分類收益 （附註 i） (1,358) (51,627) - (52,985) 
  ──────── ──────── ──────── ────────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來自外部收益來自外部收益來自外部收益來自外部收益）））） 

（附註 ii） 2,479,095 560,833 95,646 3,135,574 
  ════════ ════════ ════════ ════════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業績業績業績業績（附註 iii） 342,869 44,569 2,409 389,847 
  ════════ ════════ ════════ ════════ 
      
 折舊及攤銷 86,554 31,241 8,188 125,983 
 財務收入 3,421 1,488 25 4,93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虧損) 385 (2,713) 139 (2,189)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3,002) (26) - (3,028) 
 所得稅費用/（抵扣） 38,607 5,916 (2,703) 41,82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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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 (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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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九月三十日止年九月三十日止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總分類收益 2,319,242 529,425 105,020 2,953,687 
 內部分類收益 （附註 i） (1,597) (50,861) - (52,458) 
  ──────── ──────── ──────── ────────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來自外部收益來自外部收益來自外部收益來自外部收益）））） 

（附註 ii） 2,317,645 478,564 105,020 2,901,229 
  ════════ ════════ ════════ ════════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業績業績業績業績（附註 iii） 279,728 52,821 8,803 341,352 
  ════════ ════════ ════════ ════════ 
      
 折舊及攤銷 85,067 28,952 8,240 122,259 
 財務收入 2,644 971 102 3,71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虧損) 952 (32) 342 1,262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 (29) - (29) 
 所得稅費用/（抵扣） 25,495 8,690 (1,026) 33,159 
  ════════ ════════ ════════ ════════ 

（i）  內部分類交易是按一般商業條款訂定。 

（ii） 集團有很大數量的顧客，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未有單一外
部顧客產生佔集團 10%或更多的總收益。 

（iii） 總分類業績與總除稅前溢利的對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業績 389,847 341,352 
 折舊及攤銷 (125,983) (122,259) 
  ──────── ──────── 
 營運溢利 263,864 219,093 
 財務收入 4,934 3,71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2,189) 1,262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3,028) (29) 
  ──────── ──────── 
 除稅前溢利 263,581 224,0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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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 (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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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二二二二年九年九年九年九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分類資產分類資產分類資產分類資產 2,531,758 835,065 273,821 3,640,644 
  ════════ ════════ ════════ ════════ 
 分類資產包括：     
 於聯營公司投資 2,134 12,689 1,251 16,074 
 於合營公司投資 26,719 4,312 - 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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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740 64,553 2,918 343,211 
  ════════ ════════ ════════ ════════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分類資產分類資產分類資產 2,470,971 822,554 274,610 3,568,135 
  ════════ ════════ ════════ ════════ 
 分類資產包括：     
 於聯營公司投資 1,869 15,402 1,234 18,505 
 於合營公司投資 6,721 4,339 - 1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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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954 129,442 16,381 659,777 
  ════════ ════════ ════════ ════════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置於香港的非流動資產(財務工具、遞延稅項資產及退休金福
利資產除外)為1,750,056,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631,799,000港元），
置於中國內地為511,22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97,023,000港元），及
置於北美洲為206,653,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08,80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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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 (續續續續) 
 
總分類資產與總資產的對賬如下：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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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審核) 
    
 總分類資產 3,640,644 3,568,135 
 遞延稅項資產 17,949 18,07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34,767 417,667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69,022 69,880 
  ──────── ──────── 
 總資產 4,162,382 4,073,757 
  ════════ ════════ 

 
4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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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出售食物及飲品 3,069,046 2,820,730 
 租金收入 16,065 20,149 
 特許權收入 18,913 21,282 
 管理及服務費收入 5,393 6,495 
 雜項收入 26,157 32,573 
  ──────── ──────── 
  3,135,574 2,901,2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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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淨收益其他淨收益其他淨收益其他淨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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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出售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溢利/(虧損) 263 (558)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溢利 - 3,249 
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13,106 13,585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值溢利/ 
(虧損) 885 (6,001)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 6,142 
 其他 (2,801) (2,601) 
  ──────── ──────── 
  11,453 13,816 
  ════════ ════════ 
 
6 營運溢利營運溢利營運溢利營運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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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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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原材料及耗材的使用成本 1,020,920 962,137 
 僱員成本 815,536 752,748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346,939 326,10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19,303 115,109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509 1,363 
 商標及特許經營權之攤銷 5,171 5,78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944 3,7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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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收入財務收入財務收入財務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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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4,934 3,717 
  ═══════ ═══════ 

 
8 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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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16.5%) 提撥準備。海外溢利之稅款，則按照期內估計應課
稅溢利依集團經營業務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內計入/（扣除）之稅項包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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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現行稅項：   
 - 香港利得稅 38,049 27,782 
 - 海外稅項 4,870 9,296 
 遞延稅項暫時差異的產生及轉回 (1,099) (3,919) 
  ─────── ─────── 
  41,820 33,1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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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溢利每股溢利每股溢利每股溢利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 
 

每股基本溢利乃按期內本公司股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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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千港元) 221,138 190,880 
  ══════════ ══════════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千單位)  571,222 564,432 
  ══════════ ══════════ 
    
 每股基本溢利（每股港幣仙）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38.71仙仙仙仙  港幣 33.82仙  
  ══════════ ══════════ 
 
 攤薄攤薄攤薄攤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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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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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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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溢利每股溢利每股溢利每股溢利 (續續續續) 
 

攤薄攤薄攤薄攤薄(續續續續)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千港元) 221,138 190,880 
  ----------------- ------------------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千單位) 571,222 564,432 

普通股認股權之調節 (千單位) 4,382 5,145 
  ────────── ────────── 
  575,604 569,577 
  ----------------- ------------------ 
    
 每股攤薄溢利(每股港幣仙)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38.42仙仙仙仙 港幣 33.51仙 
  ══════════ ══════════ 
 
10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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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建議派發之股息   
 -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7仙 

（二零一一年：每股港幣 17仙） 97,287 96,231 
  ═══════ ═══════ 
  

中期股息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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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及其他應收賬項營業及其他應收賬項營業及其他應收賬項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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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審核) 
    
 營業應收賬項 37,711 35,969 
 減：營業應收賬項減值撥備 (136) (595) 
  ─────── ─────── 
 營業應收淨賬項 37,575 35,374 
 其他應收賬項 46,251 38,515 
  ─────── ─────── 
  83,826 73,889 
                                                                                                                              ═══════ ═══════ 

 
集團之銷售以現金交易為主。集團亦給予三十至九十天信貸期予部份銷售集團機構飲

食服務、食品製造之顧客和特許加盟商。 
 
營業應收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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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審核) 
    
 零至三十日 29,668 25,176 
 三十一至六十日  5,578 6,319 
 六十一至九十日  516 1,458 
 超過九十日 1,949 3,016 
  ────── ────── 
  37,711 35,96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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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營業應付賬項營業應付賬項營業應付賬項營業應付賬項 
 

營業應付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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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審核) 
    
 零至三十日 174,453 153,201 
 三十一至六十日  7,967 10,348 
 六十一至九十日  2,544 2,260 
 超過九十日 4,387 5,441 
  ────── ────── 
  189,351 171,250 
  ══════ ══════ 



 

- 22 -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為持續回饋股東，董事局議決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7 仙(二零一一年：每股港幣 17 仙)予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

四日註冊為股東之人士，股息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派發予該等

股東。 

 

股票暫停過戶股票暫停過戶股票暫停過戶股票暫停過戶 
 

為確定獲享中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五)，

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凡欲領取上述中期股息而尚未登記之股東，應於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其填妥之過戶紙連同有關股票送

交本公司股票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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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號合和中心十七樓 1712至 1716室。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受僱於集團(不包括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僱員人

數約 16,600人。僱聘薪酬一般參照市場情況及僱員個別資歷而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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奬勵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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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職業安全、管理技巧及師友計劃，全面提

昇前線員工之服務質素，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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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管理層員工之素質以助其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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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及教育基金資助。 

 

於本回顧期間內，除了推行五天工作週外，集團亦透過公司多元化之康體會組

織，全力推動各項員工有益身心活動，務求在工作及生活間取得良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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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集團財務狀況保持穩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擁有淨現金接近七億零

三百萬港元及可應用銀行信貸額約五億三千六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集團並無任何借貸(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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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無)。自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起，集團之或然負債及抵押

資產並無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本公司向財務機構提供擔保其附屬公司之信貸

總額約五億三千六百萬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五億三千六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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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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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所有載列於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前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及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新版，

適用於涵蓋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後期間的財務報告)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守則

(預期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內全面遵守)除外： 

 

守則條文 A.6.6條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 A.6.6 條要求每名董事應於接受委任時向本公司披露其

於公眾公司或組織擔任職位的數目及性質，以及其他重大承擔，其後若有任何

變動應及時披露。為符合此條文，董事局已採納披露表格供各董事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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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 C.3.7條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 C.3.7 條訂明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應檢討本公司設定供本

公司僱員使用之安排，讓僱員可以機密形式就財務匯報、內部監控或其他方面

可能發生的不正當行為提出關注，並確保有適當安排，讓本公司對此等事宜作

出公平獨立的調查及採取適當行動。有關職責已加入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職權範

圍內，且相關程序已獲採納，有待載入集團之僱員手冊内。 

 

守則條文 D.3.1條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 D.3.1(c)及(d)條要求董事局(i)檢討及監察本公司在遵守

法律及監管規定方面的政策及常規；及(ii)制定、檢討及監察僱員及董事的操守

準則及合規手冊（如有）。在取得董事局之批准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

圍已修訂，將該等職責納入其中。除操守準則外，規定的政策及常規亦正進行

編製中。 

 

守則條文 E.1.4條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 E.1.4 條要求董事局應制定股東通訊政策，並定期檢討

以確保其成效。董事局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採納一項股東通訊政策。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設有審核委員會，委員會現時成員包括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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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

務報表）。 

 

購回購回購回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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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羅開光先生、羅碧靈女士及羅德承先生；非執行董
事陳裕光先生、羅名承先生及許棟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涯棉先生、李國星先生及郭
琳廣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