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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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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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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港幣��.���億元），增加�.�%

● 溢利為港幣�.���億元（二零一二年（重列）：港幣�.�0�億元），增加�.0%

● 毛利率為��.�%（二零一二年：��.�%）

● 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為��.�%（二零一二年（重列）：��.�%）

● 每股基本盈利增至���.��港仙（二零一二年（重列）：�0�.�0港仙）

● 建議分派每股末期股息��.0港仙及每股特別末期股息�0.0港仙，派息比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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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出售物業收益淨額及退回
租賃已收取的補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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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重列）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 1,929,244  �,���,���
銷售成本  (1,665,515 ) (�,���,��� )    

毛利  263,729  ���,�00
其他收入 � 3,507  �,���
其他所得淨額 � 16,769  ��,���
銷售費用  (28,945 ) (��,�0� )
行政費用  (93,816 ) (��,��� )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4,342 ) (�,��� )
投資物業估值盈餘  9,048  �,���    

經營溢利  165,950  ���,��0
融資成本 �(a) (865 ) (�,��� )    

除稅前溢利 � 165,085  ���,���
所得稅 � (25,616 ) (��,��� )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  139,469  ��0,��0    

每股盈利 �
 基本  111.67港仙  �0�.�0港仙    

 攤薄  110.03港仙  �0�.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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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 139,46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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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

重新分類為投資物業的持作自用
 租賃土地和建築物的重估盈餘 527  –    

 966  �,���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40,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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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  於  於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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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10  ��,�0�  ��,���
 －其他物業、機器和設備  368,110  ��0,���  ���,���
 －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土地租賃權益  7,251  �,���  �,���      

  433,471  �0�,���  �00,0��
商譽  1,001  �,00�  �,00�
已付租金按金  46,892  ��,���  ��,���
其他金融資產 �  –  �,���  �,���
遞延稅項資產  2,045  ��0  ���      

  483,409  ��0,���  ���,���      

流動資產
存貨  31,593  ��,���  ��,0��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 �0 55,999  ��,���  ��,���
可收回本期稅項  10  �  ��
銀行存款和現金  290,992  ���,�0�  ���,��0      

  378,594  ���,��0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 248,739  ���,�0�  ���,��0
銀行貸款  5,077  �,0��  �0,�0�
應付本期稅項  10,749  �,���  ��,���
準備 �� 8,953  �,���  �,��0      

  273,518  ���,�0�  ��0,���            

流動資產淨值  105,076  ���,���  ��,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88,48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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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於  於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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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20,917  ��,���  ��,0��
遞延稅項負債  13,867  �,���  ��,���
已收租金按金  1,152  ��0  ���
準備 �� 32,850  ��,���  ��,���      

  68,786  ��,���  ��,���            

資產淨值  519,699  �00,���  ���,0��      

資本和儲備
股本  125,178  ���,�00  ���,���
儲備  394,521  ���,���  ���,���      

權益總額  519,69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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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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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這些修訂在本集團及本公司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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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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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於報告期末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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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較期間作出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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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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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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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時間消耗，而非通過出售消耗，則這項假設可按物業個
別情況推翻。

在引入上述可推翻假設之前，對於以租賃權益持有的投資物業，本集團假設該等物業的價
值可通過使用而收回，並按此計量遞延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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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就投資物業而言，《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之下的假設
毋須推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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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政策變動已追溯採用，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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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以及隨之調整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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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綜合收益表：

所得稅支出 ��,���  ���  ��,���
年度溢利 ��0,���  (��� ) ��0,��0
每股基本盈利 �0�.��港仙  (0.��)港仙  �0�.�0港仙
每股攤薄盈利 �0�.�0港仙  (0.��)港仙  �0�.0�港仙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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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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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出此項會計政策修訂後，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所得稅支出，較不作
出此項修訂時計量的數額高於港幣���,000元，每股基本和攤薄盈利因此而分別減少0.�0港
仙和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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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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食品及飲品銷售 1,924,910  �,���,��0
物業租金 4,334  �,���   

 1,929,244  �,���,���
   

有關本集團主要業務的進一步詳情披露如下：

(b)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透過兩個分部（即香港餐廳及中國餐廳）來管理業務，並按照地區因素劃分這兩
個分部。本集團已確定了以下兩個報告分部，有關呈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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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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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部份 總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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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2,814  �,���,���  192,096  ���,���  4,334  �,���  1,929,244  �,���,���
來自其他分部的收入 –  –  –  –  5,050  �,���  5,050  �,���               

報告分部收入 1,732,814  �,���,���  192,096  ���,���  9,384  �,�0�  1,934,294  �,���,���
               

報告分部溢利 134,664  ���,�0�  4,078  ��,���  6,959  �,���  145,701  ���,���
               

利息收入 3,036  �,���  471  ���  –  –  3,507  �,���
               

銀行貸款的利息費用 1,178  �,���  –  ���  –  –  1,178  �,���
               

折舊和攤銷 64,075  ��,��0  9,651  �,���  1,132  �,���  74,858  ��,���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2,435  �,���  1,907  �,���  –  –  4,342  �,���
               

轉回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  –  –  (��� ) –  –  –  (��� )
               

其他應收款的減值虧損 119  –  –  –  –  –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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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分部溢利的對賬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利

除稅前報告分部溢利 145,701  ���,���
出售物業收益淨額 14,365  –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其他金融負債
 的公允價值變動 313  (��� )
投資物業估值盈餘 9,048  �,���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4,342 ) (�,��� )
退回租賃已收取的補償 –  ��,��0   

除稅前綜合溢利 165,0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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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屬於指定非流動資產當中的固定資產，其所在地是按照該資產的實際
所在地劃分；如屬於指定非流動資產當中的商譽，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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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註冊地） 1,733,579  �,���,�0�  330,699  ���,�0�
中國 195,665  ���,���  103,773  ��,���       

 1,929,244  �,���,���  434,4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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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所得淨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3,507  �,���
   

其他所得淨額
出售物業收益淨額（附註�） 14,365  –
處置其他固定資產虧損淨額 (4,657 ) (�,��� )
電爐及氣體爐優惠 5,049  �,�0�
出售換購禮品溢利 683  ���
退回租賃已收取的補償（附註�） –  ��,��0
其他 1,329  �,���   

 16,769  ��,���
   

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若干租賃土地和建築物及投資物業所收
取淨價款為港幣�0,���,000元，並將港幣��,���,000元的出售淨收益入賬。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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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取一筆為數港幣��,��0,000元的補償。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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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 ���
 銀行貸款利息 1,178  �,���   

  865  �,���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附註） 515,742  ���,���
 固定資產折舊 74,646  ��,���
 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土地租賃權益攤銷 212  ���
   

附註：  這項是指食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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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綜合收益表所示的所得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準備 24,553  ��,�0�
以往年度準備過剩 (1,584 ) (�,��� )   

 22,969  �0,0��   

本期稅項－中國
本年度準備 –  �,���
以往年度準備過剩 (101 ) (��� )   

 (101 )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2,748  (�,��� )      

 25,616  ��,���
   

二零一三年度的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本年度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二零一二年：
��.�%）的稅率計算。

二零一二年度的中國稅項是指中國企業所得稅，並以中國相關稅收管轄區適用的現行稅率
計算。由於本集團的中國業務年內錄得虧損，因此毋須計提二零一三年度中國企業所得稅
準備。

7 股息

(a) 屬於本年度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派及支付的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
 （二零一二年：��.0港仙） 28,786  ��,���

於報告期結束後建議分派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
 （二零一二年：��.0港仙） 48,819  ��,��0

於報告期結束後建議分派特別末期股息每股�0.0港仙
 （二零一二年：�0.0港仙） 12,518  ��,�00   

 90,1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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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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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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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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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0港仙） 4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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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港仙（二零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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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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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二零一二年
（重列）：港幣��0,��0,000元），以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000股
（二零一二年：���,000,000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於四月一日的已發行普通股 124,500  ���,���
行使購股權的影響 764  ���
回購股份的影響 (365 ) (�,��� )   

於三月三十一日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4,89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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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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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二零一二年
（重列）：港幣��0,��0,000元），以及就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000股（二零一二
年：���,���,000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攤薄）：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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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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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6,752  ���,���
   

9 其他金融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是指存於金融機構的保本結構性票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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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金融機構已於年內提早贖回該結構性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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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至三十日 5,967  �,��0
三十一至九十日 543  ���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  –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  �   

 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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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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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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至三十日 76,729  ��,���
三十一至九十日 2,959  �,���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972  �0�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41  ��
一年以上 1,004  ��0   

 81,705  ��,���
   

12 準備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長期服務金準備 18,060  ��,��0
租賃場所的修復成本準備 23,743  ��,���   

 41,803  ��,���
減：包括在「流動負債」項內的款項 (8,953 ) (�,��� )   

 32,850  ��,���
   

13 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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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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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港幣��.���
億元）。毛利率由��.�%微升至��.�%。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億元（二零一二年
（重列）：港幣�.�0�億元），上升�.0%。扣除出售物業收益淨額及退回租賃已收取的補償，
來自核心經營活動的溢利按年增加�.0%至港幣�.���億元（二零一二年（重列）：港幣�.���
億元）。每股基本盈利為���.��港仙（二零一二年（重列）：�0�.�0港仙）。

業務回顧

香港

二零一二年對本集團而言是滿意的一年，在持續加強營運效率和實施一系列市場及營運
策略後，收入錄得溫和的升幅。我們深信，香港快餐行業依然有良好的增長潛力，我們
亦對大快活現有穩固的根基和訓練有素的團隊充滿信心。

產品創新對我們的成功至為重要，這亦是我們致力提供獨特及高質素菜式的主因。我們
於年內繼續密切留意顧客口味趨勢，同時透過市場調查及研究了解顧客的喜好，讓我們
研製出各種創新菜式，如火鍋兩食、慢煮牛肉和拉麵等等。我們更豐富了餐單的選擇，
例如加強「阿活皇牌」包括咖喱系列、肉醬意粉、咖喱牛腩飯及焗豬排飯。

除了提供創新菜式外，我們亦一直推行具有創意的推廣和廣告活動，以吸引大眾關注。
此外，大快活充滿活力的品牌形像和以橙色為主的店面設計亦繼續吸引年輕而具消費力
的顧客群。

為慶祝本集團四十周年誌慶，及滿足忠實顧客的要求，大快活於年內再次推出七十年代
的經典滋味菜式，並舉行「快活�蚊飯」和「全城擦餐飽」等推廣活動以回饋社會，這亦與本
集團「食得開心，活得精彩」的格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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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營運方面，本集團已在中央食品加工中心加添新型設備，以提高效率及生產力。此
外，本集團繼續利用SAP企業資源計劃系統監察及認定顧客的消費模式，更為有效地善
用食材、減少消耗及保持品質穩定。我們亦致力於全球採購價格相宜的優質食材及策劃
餐單，以進一步加強成本監控。

大快活除致力提高營運效率之餘，認為關懷員工更為重要。為鼓勵員工於工作及生活上
取得平衡，本集團亦推行靈活上班時間，並投放更多資源於加強培訓計劃、推行獎勵計
劃及提供員工福利等方面，從而提高員工對本集團的忠誠度。憑藉過去一年的努力，本
集團贏得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生產力及品質優異證書，以及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的
表揚。

中國內地

年內，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的業務面對多項挑戰，如經濟增長放緩、同業之間的價格戰、
最低工資上升，以及經營成本增加，均對我們的業務構成經營壓力。加上因為我們於本
財政年度開設的新鋪表現未如理想，暫時未能為本集團帶來貢獻。以上各種因素令年內
業務回落。然而，管理層對本集團於未來能夠加強在中國內地的市場地位保持審慎樂
觀。透過採用香港業務模式及進行各項市場調查，我們相信將更能迎合當地顧客的口味
及喜好，從而增加人流及收入。

網絡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共開設十六間新快餐店，包括八間在香港及八間在中國內地。於二
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共經營一百一十四間店鋪，包括一百零三間快餐
店、五間墾丁茶房、三間友天地及三間其他品牌的特色餐廳；在國內則設有二十六間快
餐店。

展望

大快活提供的美食、優質服務和進食環境，以及物超所值的體驗是吸引顧客的關鍵，而
顧客的支持是推動管理層繼續改善各營運範疇的動力。憑著對香港市場的透徹了解，加
上行之有效的業務模式及未來業務策略，管理層有信心本集團將不斷成長。透過逐步擴
展香港快餐網絡，本集團將可擴大在香港快餐市場的佔有率，保持成為行業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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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向「以客為先」，務求令顧客滿意我們的服務和用餐環境，最重要是讓他們享受
進餐的樂趣，因此，我們致力在各個範疇不斷改進。食品方面，我們繼續改良餐單，加
入更多菜式種類，以滿足不同顧客的口味。繼深受歡迎的「點都唔落味精系列」取得成功
後，大快活最近推出「綠輕盈系列」，以迎合香港市民日益關注健康的趨勢。此外，在用
餐環境方面，本集團將繼續在旗下分店安裝斜台以及活動桌及座椅，方便傷健人士及長
者。

大快活將借助社交媒體的影響力，加強與顧客的關係以及提高品牌知名度。藉著此互動
平台，本集團將拉近與顧客的距離，更加了解他們的需要，並展現大快活「食得開心，活
得精彩」的格言。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港幣�.��0億元（二零一二年：港幣�.0��
億元）。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為港幣�.0��億元（二零一二年：港幣�.���億元），此乃根據總
流動資產港幣�.���億元（二零一二年：港幣�.���億元）減以總流動負債港幣�.���億元（二
零一二年：港幣�.���億元）而計算。流動比率為�.�（二零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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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二零一二年（重列）：港幣�.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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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三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存款和現金為港幣�.��0億元（二零一二年：港幣�.���億元），
較二零一二年上升�.�%。大部分銀行存款和現金為港幣、美元及人民幣。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總額為港幣�,�00萬元（二零一二年：港
幣�,�00萬元），全部貸款為港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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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港幣
�.���億元）。本集團之資本負債率下降至�.0%（二零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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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重列）：��.�%），此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
佔溢利，扣除出售物業收益淨額及退回租賃已收取的補償，除以年初及年末權益總額的
平均值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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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支出

年內，資本支出約為港幣�.���億元（二零一二年：港幣�,��0萬元），增加是由於新店及現
有店鋪之裝修工程比上年度上升所致。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之收入及支出主要為港幣和人民幣，匯率之變動對集團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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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固定掉期利率由�.��%至
�.��%。

抵押之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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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萬元（二零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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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償付的資本承擔為港幣�,0�0萬元（二零一二年：
港幣�,��0萬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未償付的資本承擔包括一筆港幣�,��0萬元
（二零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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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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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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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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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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總人數約為�,�00人（二零一二年：�,�00人）。本
年度員工成本大約為港幣�.���億元（二零一二年：港幣�.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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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一二
年：��.0港仙）及特別末期股息每股�0.0港仙（二零一二年：�0.0港仙）。加上年度內已派
付之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一二年：��.0港仙），本集團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股息為每股��.0港仙（二零一二年：�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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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十月三日（星期四）或之
前派付予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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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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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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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公司亦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包
括首尾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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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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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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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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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回購��,�00股股份，回購
股份總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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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易成本分別為港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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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毋須輪值退任有偏離外，本公
司於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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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
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之適用守則條文。有關詳程將載於二零一二╱二零一三年報中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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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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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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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二零一三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予股
東，並於同一網站登載。

致謝

本人謹此感謝管理團隊及全體員工在過去一年所作出的貢獻和努力。隨著我們踏入於快
餐業服務的第四十個年頭，我們將投放更多資源及更用心於人力管理方面，以建立愉快
及高效率的服務團隊。我們相信，只要員工工作開心，顧客自然會有開心的體驗，成為
開心的顧客，這亦是本集團「食得開心，活得精彩」的格言。

最後，本人亦藉此機會對所有業務夥伴和股東的長期支持表示謝意。展望未來，我們將
繼續竭盡所能維持本集團的持續發展，並為股東帶來合理回報。

承董事會命
羅開揚
執行主席

香港，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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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