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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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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布

摘要

● 本期間溢利上升�0.�%至港幣�,�00萬元（二零一一年（重列）：港幣�,��0萬元）

● 營業額增加�.�%至港幣�.���億元（二零一一年：港幣�.�00億元）

● 毛利率為��.�%（二零一一年：��.�%）

● 年度化的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為��.�%（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重列）：��.�%）

● 每股基本盈利為��.��港仙（二零一一年（重列）：��.��港仙）

● 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一一年：��.0港仙）

附註�： 年度化的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為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扣除退回租賃已收取
的補償，除以該期期初及期末權益總額的平均值後的兩倍

* 中文名稱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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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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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及截至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比較數字。上述業績已經由本公司的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
所和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重列）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 972,776  �0�,���
銷售成本  (832,187 ) (���,��� )    

毛利  140,589  ���,���
其他收入 � 1,836  �,���
其他所得淨額 � 1,859  �,���
銷售費用  (15,582 ) (��,�0� )
行政費用  (48,578 ) (��,��� )
投資物業估值盈餘淨額  197  �,���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2,538 ) (�0� )    

經營溢利  77,783  ��,���
融資成本 �(a) (498 ) (�,��� )    

除稅前溢利 � 77,285  ��,���
所得稅 � (13,273 ) (�0,��� )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  64,012  ��,0��    

每股盈利 �
 基本  51.15仙  ��.��仙    

 攤薄  50.44仙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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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 64,012  ��,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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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 ) �,���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63,315  �0,0��    



- � -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於  於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重列）  （重列）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43,199  ��,�0�  ��,���
 －其他物業、機器和設備  383,681  ��0,���  ���,���
 －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土地租賃權益  7,357  �,���  �,���      

  434,237  �0�,���  �00,0��
商譽  1,001  �,00�  �,00�
已付租金按金  47,808  ��,���  ��,���
其他金融資產 � –  �,���  �,���
遞延稅項資產  1,172  ��0  ���      

  484,218  ��0,���  ���,���      

流動資產
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 �0 5,976  –  –
存貨  35,545  ��,���  ��,0��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 �� 61,143  ��,���  ��,���
可收回本期稅項  –  �  ��
銀行存款和現金  342,613  ���,�0�  ���,��0      

  445,277  ���,��0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 369,701  ���,�0�  ���,��0
銀行貸款  5,050  �,0��  �0,�0�
應付本期稅項  11,669  �,���  ��,���
長期服務金和修復成本準備  6,005  �,���  �,��0      

  392,425  ���,�0�  ��0,���            

流動資產淨值  52,852  ���,���  ��,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37,07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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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於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重列）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23,463  ��,���  ��,0��
遞延稅項負債  13,104  �,���  ��,���
已收租金按金  536  ��0  ���
長期服務金和修復成本準備  29,300  ��,���  ��,���      

  66,403  ��,���  ��,���            

資產淨值  470,667  �00,���  ���,0��      

資本和儲備
股本  125,158  ���,�00  ���,���
儲備  345,509  ���,���  ���,���      

權益總額  470,667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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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業績是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
規定編製，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
期財務報告」的規定。

除了預期會在二零一三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修訂外，本中期財務業績已按照二
零一二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這些會計政策的修訂詳情載於附註�。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管理層需在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作出會對政策的應用和本年
度截至現在為止的資產、負債及收支的列報金額造成影響的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
可能有別於估計金額。

本中期財務業績雖未經審核，但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香港審
閱準則》第���0號－「公司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了審閱。此外，本中期財
務業績亦經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雖然以早前呈報資料載列於中期財務業績內的有關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在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但這些財務資料均取自這
些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
處索取。核數師已在其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的報告中對這些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
見。

2 會計政策的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數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這些準則修訂在本集團和本公司的
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當中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的準則變動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的轉讓」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所得稅－遞延稅項：相關資產的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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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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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修訂要求實體在年度財務報表內就所有尚未終止確認的已轉讓
金融資產，以及在報告期末繼續涉及的任何已轉讓資產作出若干披露，不論有關的轉讓交
易何時進行。然而，有關實體毋須在採納該等修訂的首個年度作出比較期間的披露。本集
團在以往或當前期間並無就金融資產進行任何重大轉讓，因此毋須依照有關修訂在當前會
計期間予以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所得稅」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實體在計量遞延稅項時須考慮其預期收回有關資產賬面金額
的方式所產生的稅務結果。就此而言，《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引入一項可予以推翻
的假設，即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0號「投資物業」以公允價值入賬的投資物業賬面金額將
通過出售收回。如果有關投資物業可予以折舊，而持有投資物業的商業模式的目的，是把
投資物業絕大部分的經濟利益隨時間消耗，而非通過出售消耗，則這項假設可按物業個別
情況推翻。

在引入上述可予以推翻的假設之前，本集團假設以租賃權益持有的投資物業的價值是通過
使用收回，並從而計量遞延稅項。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集團審閱了投
資物業組合，結論是毋須推翻投資物業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之下的假設。因
此，與該等物業有關的遞延稅項已按照通過出售悉數收回賬面金額的基準重新計量。

此項會計政策修訂已追溯應用，重報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和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結餘，並相應調整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詳情如下：

   採用《香港
   會計準則》
   第12號
 以往報告  修訂的影響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綜合收益表：

所得稅支出 �0,���  ��0  �0,���
本期間溢利 ��,���  (��0 ) ��,0��
每股基本盈利 ��.��仙  (0.��)仙  ��.��仙
每股攤薄盈利 ��.��仙  (0.��)仙  ��.��仙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綜合財務狀況表：

遞延稅項負債 �,���  �,���  �,���
保留溢利 ��0,���  (�,��� ) ���,�0�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綜合財務狀況表：

遞延稅項負債 �,�0�  �,���  ��,���
保留溢利 ���,���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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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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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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838  �0�,��0
物業租金 1,938  �,0��   

 972,776  �0�,���
   

本集團以兩個地區分部（即香港餐廳及中國餐廳）管理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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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經營分部為組成下列的報告分部而被合併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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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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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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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並無分部資產報告或使用有關的資料。

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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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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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490  �0�,���  104,348  �00,���  1,938  �,0��  972,776  �0�,���
來自其他分部的收入 –  –  –  –  2,689  �,��0  2,689  �,��0               

報告分部收入 866,490  �0�,���  104,348  �00,���  4,627  �,���  975,465  ���,���
               

報告分部溢利 71,762  ��,���  4,651  ��,���  4,024  �,���  80,437  ��,���
               

(b) 報告分部之溢利的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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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37  ��,���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其他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 114  (��� )
投資物業估值盈餘淨額 197  �,���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2,538 ) (�0� )
未分配的公司費用 (925 ) (�,�0� )   

除稅前綜合溢利 77,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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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和所得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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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  �,���
   

其他所得淨額
電爐及氣體爐優惠 2,850  �,���
出售換購禮品溢利 552  ��0
處置固定資產的虧損淨額 (2,177 ) (��� )
其他 634  ���   

 1,859  �,���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 612  ���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其他金融負債的
  公允價值變動 (114 ) ���   

  498  �,���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附註） 259,693  ���,���
 固定資產折舊 35,759  ��,��0
 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土地租賃權益攤銷 106  �0�
 以權益結算的以股份為基礎的費用 505  ���
   

附註： 存貨成本是指食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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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準備 10,155  �,���
中國稅項 (101 ) �,0��   

 10,054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3,219  �,���   

 13,273  �0,���
   

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二零
一一年：��.�%）的稅率計算。中國稅項是指期內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並以中國相關稅收管
轄區適用的現行稅率計算。

7 股息

(a) 屬於本中期期間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中期期間後宣派及應付的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
 （二零一一年：��.0港仙） 28,786  ��,���
   

中期股息尚未在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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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中期期間核准及應付的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屬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上一財政年度，
 並於中期期間核准和應付的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0港仙） 47,560  �0,���
屬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上一財政年度，
 並於中期期間核准和應付的特別末期股息每股�0.0港仙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0港仙） 50,063  ��,0��   

 97,623  ��,���
   

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而言，於二零一二
年年度財務報表披露的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與本期間核准和應付的數額之間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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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照本公司的普通股權益股東
應佔溢利港幣��,0��,000元（二零一一年（重列）：港幣��,0��,000元），以及本期間已發
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000股（二零一一年：���,���,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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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元（二零一一年（重列）：港幣��,0��,000元），以及就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0,000股（二零一一年：���,���,000股）計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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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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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8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6,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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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金融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是指存放於金融機構的結構性保本票據，該票據受金融機構於二零一三年六
月十二日到期日之前酌情行使認購期權的規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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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金融機構已於期內提早贖回此等結構性票據。

10 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為數港幣�,���,000元的租賃土地和建築物以及為數港幣
�,�00,000元的投資物業在本集團管理層決定出售該等資產後已作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呈
列。該等資產預計於二零一二年年底前完成出售。

11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賬款（已扣除呆賬準備），其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 
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至三十日 3,975  �,��0
三十一至九十日 8  ���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  –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  �   

 3,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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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至七十五日的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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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和應計費用 270,472  ���,���
應付股息 97,623  –
已收租金按金 806  ���   

 368,901  ���,���
衍生金融工具 800  ���   

 369,701  ���,�0�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賬款，其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至三十日 86,219  ��,���
三十一至九十日 2,094  �,���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198  �0�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110  ��
一年以上 926  ��0   

 89,547  ��,���
   

13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由於修訂會計政策已作出調整。其他詳情載於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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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今年是大快活成立四十周年，對本集團而言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在過去四十年，本集
團能克服重重難關，取得今天的成功，全賴各持份者多年來的指導和支持。本集團冀能
藉著各項四十周年慶祝活動向過去曾為大快活作出貢獻的人士致衷心謝意。

整體表現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達港幣�.���億元，較去年同期港幣
�.�億元上升�.�%。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微升至��.�%。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期間
溢利為港幣�,�00萬元，較去年同期港幣�,��0萬元增加�0.�%。每股基本盈利為��.��港仙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重列）：��.��港仙）。

業務回顧

香港

儘管香港的營商環境持續欠佳，為本集團帶來各種挑戰，然而本集團仍能錄得理想表
現，並維持於香港市場的領導地位，足證本集團在鞏固市場地位的管理策略行之有效。
創新產品、成本控制及以人為本的文化發展均為其策略的關鍵部份。此外，本集團更把
「食得開心，活得精彩」的使命用於各個業務範疇，從內部業務營運擴闊至廣大社群層
面。

多年來，大快活推出多種高增值的創新產品，以迎合顧客的喜好及口味。其中火鍋拉麵
及慢煮牛肉等新菜色便深受市場歡迎。回顧期內的平均消費及人流均有上升，同店銷售
亦錄得令人滿意的增長，整體財務因此表現理想。

有效的成本管理控制策略是本集團的成功要素之一。為有效提高整體效率及加強品質監
控，本集團進一步強化營運及基礎建設，如發展中央食品加工中心、建立SAP企業資源
計劃系統、推行靈活上班時間及以從全球採購價格具競爭力的優質食品及食材等。

本集團一直透過各部門堅毅的團隊來推動業務向前。今天，員工之間的默契更勝
從前；藉著本集團成立四十周年所舉辦的各項慶祝活動，更進一步增強了彼此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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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十年間，大快活從一家小型快餐店發展成為其中一間領導市場的香港連鎖快餐店集
團。本集團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全賴員工、股東、策略性夥伴、顧客及社會的全情投入
和貢獻。為向他們表示謝意以及答謝各持份者一直以來的支持，本集團在這別具意義的
一年特別為各持份者推出不同的感謝計劃，當中包括為顧客而設的「全城擦餐飽」及為廣
泛社區人士而設的「快活$�飯」活動。後者成績尤其斐然，得到社會各界熱烈反應。這項
活動成功喚起公眾對草根階層人士及長者的關注，是本集團實踐良好企業公民責任的重
要舉措。

中國內地

由於中國內地經濟增長放緩，以及部份店鋪新近開設，期內中國內地業務的財務表現難
免受到影響。管理層決意採取謹慎的業務發展策略。為改善業務表現，本集團借鑒在香
港的成功經驗，擬定針對大陸市場的業務計劃；包括設立中央食品加工中心，以確保食
物品質水平，並執行成本控制計劃和採用SAP企業資源計劃系統提升效率。本集團更會
加強人才培訓，為擴展內地業務作更好準備及探討中國內地客群獨有的用餐經驗。

網絡

回顧期內，本集團維持店鋪網絡的平穩發展，共開設十四間新快餐店，包括七間在香港
及七間在中國內地。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共經營一百一十六間店
鋪，覆蓋多個地點，包括一百零六間快餐店、四間墾丁茶房、三間友天地及三間其他特
色餐廳。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在中國內地則設有二十五間快餐店。

展望

展望未來，雖然香港的經營環境將繼續充滿挑戰，本集團深信無論往後是晴是雨都必定
能從容面對。最低工資委員會於九月向港府建議把香港最低工資從港幣��元調升至港幣
�0元，然而本集團透過持續改善營運及基礎建設等基本因素，已成功減輕去年最低工資
立法對利潤帶來的衝擊；管理層深信本集團已為第二次最低工資立法作好最佳準備。

為慶祝成立四十周年，本集團重新推出一系列七十年代的經典美食，好讓大眾能重溫過
往的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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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滿足顧客對本集團的期望及為股東帶來理想的回報，大快活亦冀盼滿足廣泛社區人
士的需要。為達到這個目標，本集團決定延續「快活$�飯」活動的理念。自二零一二年十
月起，本集團與聖雅各福群會共同合作，透過飯餐津貼活動幫助有需要人士。合資格人
士可以在十月起的六個月內用慈善優惠價購買大快活的飯盒。

最後，本集團謹此感謝所有在過去四十年給予其支持和鼓勵的持份者。在未來四十年及
以後，大快活會繼續為顧客及其他持份者秉承「食得開心，活得精彩」的使命，並以維持
長遠可持續增長為目標，為股東帶來最佳回報。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港幣�.���億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0��億元）。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為港幣�,��0萬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億元），此乃根據總流動資產港幣�.���億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億元）減以總流動負債港幣�.���億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億元）而計
算。流動比率為�.�（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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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重列）：港幣�.00�億
元）。

本集團以內部產生之流動現金和銀行信貸為其業務提供營運所須資金。於二零一二年九
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存款和現金為港幣�.���億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億元），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升��.�%。大部分銀行存款和現金為港幣、美
元及人民幣。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總額為港幣�,��0萬元，全部貸款為港幣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00萬元）。本集團的所有銀行貸款均以浮動利率計算
而貸款到期日則直至到二零一九年。尚未使用之銀行備用信貸額為港幣�.��0億元（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億元）。本集團之資本負債率下降至�.�%（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此乃根據銀行貸款額除以權益總額而計算。

盈利能力

年度化的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為��.�%（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重列）：
��.�%），此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扣除退回租賃已收取的補償收益，
除以該期期初及期末權益總額的平均值後的兩倍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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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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報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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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0萬元）。

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償付的資本承擔為港幣�,��0萬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港幣�,��0萬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償付的資本承擔包括一筆港幣
�,��0萬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0�0萬元）以供中央食品加工中心的長遠發展
之用。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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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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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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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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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總人數約為�,�00人（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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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承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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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一一年：
��.0港仙）予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五）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
股東。派發的股息約佔本集團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星期五）或之前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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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資格獲派發中期股息，所有過戶
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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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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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  所支付的
年份╱月份 股份數目  每股價格  每股價格  價格總額
   港幣  港幣  港幣千元

二零一二年四月 ��,�00  ��.�0  ��.�0  ���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回購���,000股股份，惟該股份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尚
未完成註銷程序，因此，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仍未扣除該
股份的面值。連同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回購��,�00股股份，���,�00股已被註銷，據
此本公司已發行股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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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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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
證券。

企業管治

除根據本公司之細則，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退任與守則條文有偏離外，本公司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守則》
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條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須輪值退
任，至少每三年一次。惟根據本公司之細則，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退任。董事會
認為，豁免主席及董事總經理（行政總裁）遵守有關輪值退任條文，將使本集團可在強勢
及貫徹的領導下，善用資源，有效地規劃、制定及落實長遠的策略及業務計劃。董事會
相信持續豁免該等董事遵守有關輪值退任的條文，符合本公司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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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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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財務資料及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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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經本公司具體諮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中期業績公布及中期業績報告的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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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予本公司股東，並於同一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羅開揚
執行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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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