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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茲通告環球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時於香

港柴灣嘉業街56號安全貨倉工業大廈11樓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處理下列事項：

1. 省覽及接納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董事會報告及核

數師報告。

2. 重選退任董事、釐定董事酬金及授權董事會委任額外董事。

3. 續聘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A) 「動議：

(i) 在本決議案第(ii)分段之限制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

內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權力，以配發及發行本公司股本中之新股份，以及作

出或授予可能須於有關期間內或屆滿後行使上述權力之建議、協議或購股

權；

(ii) 本公司董事依據本決議案第(i)分段之批准（不論依據購股權或其他方式）配

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惟根據配售新股或因行使本公司之認股權證

或可兌換本公司股份之證券之認購權或換股權或根據購股權計劃而配發者

除外）之股本總面值，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

百分之二十；而上述批准亦須受此限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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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本決議案獲通過之日至下列較早日期止之期間：

(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之日；

(b)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之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

大會之期限屆滿之日；與

(c) 本決議案所載之授權經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之日。

「配售新股」指董事於指定期間內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股東名冊之股份持

有人，按當時之持股比例配售股份（惟董事可按需要或權宜就零碎股份或香

港以外任何地區之法例限制或責任，或該等地區任何認可監管機構或證券

交易所之規定而取消若干股份持有人在此方面之權利或另作安排）。」

(B) 「動議：

(i) 在本決議案第(ii)分段之限制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

內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權力，以購回本公司股本中已發行股份及可認購本公

司股本中股份之認股權證，惟須遵守及按照所有適用法例及本公司之公司

細則；

(ii) 本公司依據本決議案第(i)分段之批准獲授權購回之股本總面值及可認購股

份之認股權證數額，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面

值百分之十及本公司任何未行使認股權證數額百分之十；而上述批准亦須

受此限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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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本決議案獲通過之日至下列較早日期止之期間：

(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之日；

(b)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之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

大會之期限屆滿之日；與

(c) 本決議案所載之授權經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之日。」

(C) 「動議在上述第4(B)項決議案獲通過下，在本公司董事根據上述第4(A)項決議案可

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之股本總面值上，加入本公司根據上述第4(B)項

決議案授予本公司董事之權力所購回本公司股本中股份之數目之總面值。」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白海燕

香港，二零零二年七月十八日

註冊辦事處： 主要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香港

2 Church Street 灣仔

Hamilton HM11 軒尼詩道288號

Bermuda 英皇集團中心

2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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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凡有權出席上述通告所召開大會之股東，均可委任一位代表出席，並就其全部或部份股份投票。受委代

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ii)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簽署人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

本，須於大會或續會舉行時間48小時前送達本公司之主要辦事處，地址為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88號英皇集

團中心28樓，方為有效。

(iii) 閣下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仍可親身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在此情況下，委任代表之表格將視

作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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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及 高 級 行 政 人 員 之 履 歷

陳港生博士 MBE, SBS　主席

現年48歲，為國際知名演員及演藝界從業員，並為香港演藝學院院士。彼於一九八六年獲選

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及於一九八八年獲Jaycees International選為世界傑出青年。於一九九二

年，台灣政府向其頒發世界傑出華人青年獎。彼於一九八九年獲頒授英帝國員佐勳章(MBE)、

於一九九六年獲香港浸會大學授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並於一九九九年獲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彼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加入本集團。彼亦為東方魅力集團有限公司

（該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執行董事及英皇娛樂集團有限公

司和成報傳媒集團有限公司（該兩間公司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之非執行董事。

陳自強　執行董事

現年61歲，持有經濟碩士學位。彼在娛樂界累積逾33年經驗，曾擔任藝人經理及監製職位。

彼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加入本集團。

蘇志鴻　執行董事

現年40歲，持有城市規劃及管理環境學學士學位。彼在娛樂管理業累積逾14年經驗。彼於一

九九八年十一月加入本集團。

黃志輝　執行董事

現年46歲，為香港會計師公會之會員。彼在工商界之財務及管理工作方面累積逾22年經驗，

從事之行業由製造業以至物業投資及發展。黃先生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加入本集團。彼亦為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之聯席董事總經理與英皇（中國概念）投資有限公司、英皇科技資訊

有限公司（該三間公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英皇娛樂集團有限公司（該公司於聯交所創業板

上市）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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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敏嫦　執行董事

現年39歲，在香港獲取律師資格，並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范小姐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加

入本集團。彼亦為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之聯席董事總經理與英皇（中國概念）投資有限公

司、英皇科技資訊有限公司（該三間公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英皇娛樂集團有限公司（該公

司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之董事。

張定球　執行董事

現年60歲，為香港、英國及澳洲執業律師。彼畢業於倫敦University College，持有法律學士

學位，並為張葉司徒陳律師事務所之管理合夥人。彼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加入本集團。彼亦

為保華德祥建築集團有限公司及連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金山實業（集團）

有限公司及創科實業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該四間公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成報傳媒集團

有限公司（該公司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梅偉筠　執行董事

現年59歲，於二零零零年一月加入本集團出任行政總裁一職，並於二零零一年九月獲委任為

執行董事。彼為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會員。彼在香港及亞太地區之市務推廣及高層管理工作方

面累積逾30年經驗，從事之行業由消費商品以至酒店管理。

周敬偉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現年48歲，持有德克薩斯大學頒發之博士學位。彼為香港教育學院之高級行政人員。彼於二

零零零年二月獲委任為本集團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溫彩霞　獨立非執行董事

現年34歲，在香港獲取律師資格。彼為溫彩霞律師事務所之合夥人。在香港執業近九年，持

有香港大學法律學士學位。彼並為駿雷國際有限公司及新醫藥控股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

事。彼於二零零零年九月獲委任為本集團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白海燕　公司秘書

現年36歲，為執業會計師，並為香港會計師公會及英國特許會計師會員公會之資深會員。彼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獲委任為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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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報 告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錄得虧損約

49,100,000港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則錄得虧損約78,100,000港元。本集團之營業額從去年約

252,000,000港元下跌至約242,500,000港元，微跌3.77%。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業務回顧

業績有所改善主要由於本集團成功調整成本及結束出現虧損之業務所致。年內，本集團亦成

功出售與本集團核心食肆業務無關之物業。營業額下跌主要是由於關閉銅鑼灣元綠美食大本

營及本集團部份食肆暫停營業以進行翻新工程所致。

元綠壽司

儘管經濟逆轉，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擁有18間店舖之迴轉壽司連鎖店元綠壽司於本

年度營業額增加至178,600,000港元，升幅為17.8%。管理層認為營業額有所改善全賴本集團

之市場推廣策略得宜及成功地重新包裝品牌以迎合年青一代之品味。主要宣傳運動，如「櫻

之祭」、「碟碟1元」及與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合辦之宣傳活動「夢想成真」均廣受大眾歡迎。本集

團兩間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開業分別位於杏花擥及西區之「第三代」元綠壽司店舖，以及於二

零零一年十二月底開業位於旺角之巨型店舖之業績均令人鼓舞。管理層相信，新店舖之設計

迎合潮流，內部裝修充滿科幻感覺，將吸引大量年青客戶，會使營業額有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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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車屋日本料理

水車屋日本料理為一間著名之高級日本餐廳，曾於二零零一年八月進行翻新，務求維持本身

作為香港地道及現代化餐廳之地位。但由於餐廳附近之東鐵支線翻新及建築工程令本年度營

業額下跌。

環球欣葉台灣料理

年內，環球欣葉台灣料理之經濟情況嚴峻，並面對香港其他台灣料理餐廳之激烈競爭。但由

於餐廳菜式推陳出新，故本年度之營業額雖下跌但僅錄得輕微虧損。該台灣料理現已縮短營

業時間以進一步降低經營虧損。管理層仍會繼續推出台灣地道菜式及飲品，並實行嚴格之成

本控制措施以維持邊際利潤。

漁人碼頭中式海鮮酒家

該酒家面對特別惡劣之經營環境，因「九一一事件」後高消費人士之消費力減弱，競爭對手紛

紛採用「割喉」式減價策略，故於回顧年度內，該海鮮酒家錄得經營虧損5,900,000港元，並於

二零零二年四月結束營業。

元綠美食大本營

鑑於市場競爭激烈及地點問題，故為中等階層客戶提供日式自助餐之食肆元綠美食大本營所

作出之重新定位工作未能成功。因此，兩間元綠美食大本營已分別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及九月

結束營業。

僱員之薪酬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610名永久僱員及124名兼職僱員。本年度總員工成

本（包括董事其他酬金）約為86,600,000港元。所有永久僱員均按照薪酬政策每月獲支付定額

薪金，以及酌情發放花紅。自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以來，本公司於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通過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並無任何變動。

自採納該計劃以來，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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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本集團一直以來自業務之現金、有抵押銀行

貸款及來自一名主要股東之無抵押貸款為其業務提供資金。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總資產及股東虧絀分別約為122,300,000港元及7,300,000港元，分別以流動負債

115,000,000港元及非流動負債14,600,000港元融資。

在本集團129,600,000港元債項總額中，73,300,000港元屬一名主要股東之無抵押貸款。本集

團亦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後取得額外銀行貸款額度，並已動用部份貸款以悉數償還來

自該名主要股東之無抵押貸款。為提供額外營運資金，於結算日後，本集團透過配售

11,900,000股新股而籌得款項約9,500,000港元。

連同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現金流量及現有銀行貸款額度，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有足

夠營運資金應付其業務需要。

本集團面對之匯率變動風險有限，而其銀行借貸、銀行結餘及現金均以港元計值。

資本結構

依據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於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將每股面值0.1港元之已發行股份減少0.0995港元（「股本削減」），本

公司股本中每股已發行股份均被視為本公司股本中一股面值0.0005港元之已繳足普通股（「削

減股份」）。股本削減後，本公司法定股本中未發行每股面值0.1港元之股份已被拆細（「股份

拆細」）為200股每股面值0.0005港元之股份（「拆細股份」）。股本削減所產生之進賬已計入本

公司之實繳盈餘賬內，以及已用於抵銷本公司之累計虧損。股本削減及股份拆細生效後，每

二十股新削減股份及拆細股份已被合併為本公司股本中一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如上文所述，本集團已於結算日後以配售方式發行11,900,000股股份。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未獲行使之認股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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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值約41,600,000港元之若干資產已作為本集團所獲一

般銀行融資之抵押品。

前景

管理層會繼續嚴格控制經營成本，並審慎發掘新經營模式及食品，以迎合客戶不斷改變之口

味。憑着本集團過往多年奠定之基礎及久經磨練之管理人才，管理層將考慮擴展元綠壽司在

香港之業務，亦會考慮進軍中國、台灣及新加坡等新市場。此外，管理層認為應就本集團之

財務狀況及業務運作進行詳細檢討，並因應檢討結果尋找合適商機。

根據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訂立之有條件買賣協議（「收購協議」），Super Empire Investments

Limited（「Super Empire」）有條件同意向楊受成先生控制之公司Forever Rich Profits Limited、

江可伯先生及毛玉萍女士收購本公司股本中合共50,490,325股股份（「股份」），每股股份作價

約為1.29港元。於訂立收購協議前，Super Empire與其一致行動人士並無於任何股份中擁有

權益。

收購協議已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日完成，Super Empire與其一致行動人士目前於50,490,325股

股份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70.69%。總代價約65,132,519港元已以現金支付。

根據收購守則第26條，Super Empire須就其或與其一致行動人士並未擁有或同意收購之全部

已發行股份提出強制性現金收購建議。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仝人，向全體股東及同業友好所給予之鼓勵、支持及協助謹此致以深切謝

意並感謝本集團各員工努力不懈，致力為本集團提供優質服務及貢獻。

主席

陳港生

香港，二零零二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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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報 告

董事謹提呈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董事會週年報告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

下統稱「本集團」）之經審核財務報告。

主要業務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在香港經營食肆。

本集團之業務全部在香港經營，而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虧損均源自香港。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五大客戶所佔之營業額少於30%。本集團五大

供應商共佔本集團之採購總額約49%，其中最大供應商佔約16%。

各董事、董事之聯繫人士或本公司之股東（據董事所知擁有本公司股本5%以上）於年內任何

時間概無擁有本集團五大供應商之任何權益。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載於第21頁之綜合收入報表內。

股本及認股權證

依據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之

已發行股本已予削減，將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發行之每股面值0.1港元股份每股減少0.0995

港元（「股本削減」），本公司股本中每股已發行股份均被視為本公司股本中一股面值0.0005港

元之已繳足普通股（「削減股份」）。股本削減後，本公司法定但未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1港

元之股份已被分拆（「股份分拆」）為200股每股面值0.0005港元之股份（「分拆股份」）。股本削

減所引起之進賬已計入本公司之實繳盈餘賬內，以及已用於撇銷本公司之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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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及認股權證（續）

繼股本削減及股份分拆生效後，每二十股新削減股份及分拆股份已被合併為本公司股本中一

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本公司尚有價值41,301,540港元之認股權證未行使。年內，概無認

股權證獲行使以認購本公司之普通股，而所有認股權證已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到期。

本公司之股本及未行使認股權證於年內之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告附註26及27。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股東根據於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計劃」），主

要目的為向董事及合資格僱員提供獎勵。該計劃將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期滿。根據計

劃，本公司董事會可酌情向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合資格僱員（包括執行董事）授出購股

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根據計劃可能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最多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之10%，

而可能授予任何一名僱員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最多不得超過根據該計劃可授出購股權

可認購股份最高數目之25%。

授出之購股權必須於授出日期起計21日內接納，並須同時就每份認股權證支付1港元。購股

權可於授出日期3個月後至授出日期起計五年內行使。行使價由本公司之董事釐定，並不少

於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交易日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平均收市價80%

或股份面值兩者中之較高價格。

自採納該計劃以來，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儲備

本集團及本公司之儲備於年內之變動情況載於財務報告附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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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本集團之業績與資產及負債於過去五個財政年度之概要載於第63及64頁。

物業、機器及設備

年內，本集團添置成本約19,000,000港元之傢俬、裝置及設備。

本集團之租約土地及樓宇已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重估。重估得出虧絀淨額1,538,000港

元，已從收入報表中扣除。

上述事項之詳情與本集團之物業、機器及設備於年內之其他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告附註16。

董事及服務合約

年內及截至本報告刊發日期止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陳港生博士（主席）

陳自強先生

蘇志鴻先生

黃志輝先生

范敏嫦女士

張定球先生

梅偉筠先生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二日獲委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敬偉博士

溫彩霞女士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86(2)條之規定，於年內委任之董事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任期屆

滿告退，並可膺選連任。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87條之規定，三分之一之董事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任期屆滿告退，

並可膺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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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服務合約（續）

擬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之董事概無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訂立本集團不可於一年

內毋須補償（法定補償除外）而終止之服務合約。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各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任期為直至彼輪值告退為止之期間。

董事於重要合約之權益

於年終或年內任何時間，本公司之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所訂立之重要合約中概無

擁有直接或間接重大權益。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所存置之名冊顯示，於二零零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聯繫公司（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

之股本權益如下：

董事姓名 股份數目 附註

陳港生博士 5,489,900 (1)

張定球先生 575,000 (2)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Pariain Enterprises Corp.實益擁有，該公司為一間由陳港生博士之全權信託所控制之公司。

(2) 該等股份由Giant Profit Investments Inc.實益擁有，該公司為一間由張定球先生之全權信託所控制之公司。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

士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公司（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之任何證券權益，且各董事或主

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亦無擁有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於年內

曾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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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按照本公司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所存置之主要股東名冊顯示，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以下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

主要股東之名稱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Forever Rich Profits Limited（「Forever Rich」） 38,540,325 64.75%

Jumbo Wealth Limited（「Jumbo Wealth」） 38,540,325 64.75%

楊受成先生 38,540,325 64.75%

股份以楊受成先生控制之Forever Rich之名義註冊並由Forever Rich實益擁有。Forever Rich之

全部已發行股本由Jumbo Wealth以信託形式代The A & A Trust持有，而The A & A Trust為楊

受成先生之全權信託之單位信託基金。因此，楊受成先生被視為於Forever Rich持有之

38,540,325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其他人士知會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中擁有10%或以上之任何其他權益。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於上文「購股權計劃」一節披露）外，於年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

或債券而獲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優先購買權

儘管百慕達法律並無對優先購買權作出任何限制，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並無有關該等權利之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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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最佳應用守則，惟由於其中一名董事不在香港，故年內並無舉行由全體董

事出席之董事會會議。

核數師

本公司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一項決議案，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本公司之

核數師。

董事會代表

董事

黃志輝

香港，二零零二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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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數 師 報 告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111號
26/F, Wing On Centre 永安中心 26樓
111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致環球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行已完成審核載於第21頁至第62頁按照香港普遍接納之會計準則編製之財務報告。

董事及核數師之個別責任

貴公司之董事須負責編製真實與公平之財務報告。在編製該等財務報告時，董事必須貫徹採

用合適之會計政策。

本行之責任是根據本行審核工作之結果，對該等財務報告表達獨立之意見，並向股東作出報

告。

意見之基礎

本行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審核範圍包括以抽查方式查核與

財務報告所載數額及披露事項有關之憑證，亦包括評估董事於編製該等財務報告時所作之重

大估計和判斷，及會計政策是否適合　貴公司及　貴集團之具體情況，及是否貫徹應用並足

夠地披露該等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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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之基礎（續）

本行在策劃和進行審核工作時，均以取得一切本行認為必需之資料及解釋為目標，使本行能

獲得充之憑證，就該等財務報告是否存有重要之錯誤陳述，作出合理之確定。在表達意見時，

本行亦衡量該等財務報告所載之資料在整體上是否足夠。本行相信，本行之審核工作為下列

意見建立了合理之基礎。

意見

本行認為上述財務報告均真實與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全年度之虧損和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

要求而妥善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二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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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收 入 報 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 242,516 252,006

銷售貨品之成本 (75,792) (85,339)

直接經營費用 (163,799) (182,421)

2,925 (15,754)

其他收益 7 2,742 1,899

銷售及分銷成本 8 (9,908) (17,344)

行政費用 (23,319) (26,504)

租約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盈餘 16 (1,538) 266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9 (9,442) —

出售／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5,132) (9,624)

經營虧損 9 (43,672) (67,061)

融資成本 10 (5,520) (10,47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1,213)

除稅前虧損 (49,192) (78,751)

所得稅撥回 14 104 652

本年度虧損淨額 28 (49,088) (78,099)

（重列）

每股虧損 — 基本 15 (0.82港元) (1.96港元)

本年度除虧損淨額外，並無確認任何收益或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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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6 91,753 112,481

未合併之附屬公司權益 18 — —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19 — —

91,753 112,481

流動資產

存貨 5,295 7,792

應收貿易賬項 21 1,793 1,168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繳款項 13,160 11,066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 6,836 6,639

銀行結存及現金 3,424 1,942

30,508 28,60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22 12,388 14,076

有抵押應付票據 — 2,438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6,539 14,775

應付稅項 — 104

融資租約債務 — 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23 67 24

銀行借貸 — 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24 12,713 13,269

一名股東提供之貸款 25 73,267 36,376

114,974 81,062

流動負債淨額 (84,466) (52,4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287 6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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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6 595 119,049

儲備 28 (7,913) (77,279)

(7,318) 41,770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債務 — 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23 261 —

銀行借貸 — 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24 14,344 18,256

14,605 18,256

7,287 60,026

第21頁至第62頁之財務報告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八日獲董事會批准，並由下列董事代表簽署：

董事 董事

黃志輝 范敏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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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產 負 債 表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17 18,194 31,509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繳款項 226 39

附屬公司欠款 20 41,596 42,870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 6,836 6,639

銀行結存及現金 22 32

48,680 49,580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865 666

欠附屬公司款項 71 2,582

一名股東提供之貸款 25 73,267 36,376

74,203 39,624

流動（負債淨額）資產淨值 (25,523) 9,95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329) 41,46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6 595 119,049

儲備 28 (7,924) (77,584)

(7,329) 41,465

董事 董事

黃志輝 范敏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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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現 金 流 動 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30 (6,735) (30,211)

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

已收利息 180 326

已付利息 (1,879) (4,001)

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之現金流出淨額 (1,699) (3,675)

已退回稅項

已退回香港利得稅 — 60

投資業務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18,596) (7,18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2,426 272

一間聯營公司欠款增加 — (1,217)

已抵押銀行存款增加 (197) (380)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16,367) (8,511)

融資前之現金流出淨額 (24,801) (4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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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 31

一名股東提供之貸款 33,250 47,155

償還銀行貸款 (5,835) (9,634)

償還融資租約債務 (61) (47)

發行新股所得款項 — 76,191

就發行新股所支付費用 — (2,605)

償還一名股東提供之貸款 — (76,090)

融資之現金流入淨額 27,354 34,97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 2,553 (7,367)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970) (603)

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417) (7,97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3,424 1,942

銀行透支 (8,841) (7,474)

三個月內須償付之票據 — (2,438)

(5,417) (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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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告 附 註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公眾上市有限公司，其股份乃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在香港經營食肆。

2. 財務報告之編製基準

於編製財務報告時，  由於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達

84,466,000港元，故董事曾細心考慮其未來資金流動能力。自年結日以來，董事一直採

取積極措施以提高本集團之資金流動能力。如附註37(a)所述，本集團已透過向兩名獨

立投資者發行11,900,000股新股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9,50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亦已

獲得一筆將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到期總值1億港元之銀行貸款額度。

此外，由於主要股東已確認願意向本集團提供財務支援，故董事認為本集團於可見未

來將可全數應付其到期之債務。因此，本財務報告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3.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設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準

則」）。採納此等準則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作出多項變動。經修訂之會計政策載於附

註4。此外，新設及經修訂之準則已引入額外及經修改之披露規定，而此等財務報告已

採納該等規定。上年度之比較金額已經重列，以符合一致之呈報方式。



– 28 –

3.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續）

本集團採納準則第30號「業務合併」，並已議決重列以往於儲備中撇銷之商譽。因此，

有關商譽之金額乃根據準則第30號之規定重新計算。收購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日

期至採納準則第30號日期之間之商譽累計攤銷已追溯確認。重列後，商譽於資產負債

表中呈報為資產，並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即三年）攤銷。

上文所述因採納準則第30號之財務影響概述如下：

累計虧損 商譽儲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結餘原報列 (100,732) (28,717) (129,449)

　過往自儲備撇銷並追溯確認累計攤銷

　　之商譽重列為資產 (28,717) 28,717 —

　重列 (129,449) — (12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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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本財務報告乃按歷史成本常規編製，以配合若干物業之重估。

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普遍接納之會計準則編製。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載列如下：

綜合賬目之基準

綜合財務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因下文所述理由而無綜合計算者除外）截至

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報告。

於年內所收購及出售之附屬公司之業績，已按情況由其收購正式生效之日起或至出售

正式生效之日止計入綜合收入報表內。

商譽

綜合賬目時產生之商譽指收購成本超逾本集團於收購當日所佔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可

區分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價值之數額。

商譽按其可用年期以直線法撥作資本及攤銷。收購聯營公司產生之商譽計入該聯營公

司之結轉值。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商譽於資產負債表內分開呈列。

出售於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時，未攤銷商譽之應佔數額將計入出售之收益或虧

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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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收入確認

貨品之銷售額乃於貨物交付時確認。

服務費乃於提供服務時確認。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按時間基準依據未償還本金及適用利率計算。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按成本減任何已確定之減值虧損計入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

聯營公司權益

綜合收入報表包括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本年度之收購後業績。在綜合資產負債表中，

聯營公司權益乃按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之資產淨值減任何已確定之減值虧損入賬。

物業、機器及設備

物業、機器及設備乃按成本或估值減折舊及攤銷及累計減值虧損入賬。

租約土地及樓宇按其已重估數額於資產負債表列賬。已重估數額為重估當日之公平價

值減其後任何累計折舊及攤銷以及其後任何減值虧損。重估會定期進行，令結轉值不

會與按結算日之公平值釐定者出現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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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物業、機器及設備（續）

重估租約土地及樓宇產生之任何重估增值均撥入估值儲備內；倘同一資產以往曾有確

認為費用之重估減值，在此情況下，有關增值將撥入收入報表，數額以過往扣除之減

值為限。因重估資產而引致賬面淨值有所下降，而下降之價值將作為費用處理，數額

以超過以往重估該資產時列入重估儲備之結存（如有）為限。已重估資產於其後出售或

退廢時，應佔之重估盈餘將轉撥入滾存溢利中。

物業、機器及設備乃按其估計可用年期以直線法按下列年率撇銷成本或估值，以作折

舊及攤銷準備：

租約土地 按租約年期

樓宇 按50年估計可用年期或（如少於50年）按租約年期

傢俬及設備 10 － 33 1/
3
%

裝置 10 － 20%或按租約年期（以較短者為準）

汽車 20 － 25%

陶器、器皿、亞麻製品及制服所產生之首次支出撥作資本處理，故不作折舊準備。此

等物品隨後之重置費用乃於產生時在收入報表中扣除。

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乃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以本集團自置資產之相同基準或（如為

較短期間）按有關租約年期計算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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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減值

於每個結算日，本集團會評估其資產之結轉值，以確定該等資產是否已出現減值虧損

𤂌象。倘一項資產之可收回數額估計低於其結轉值，該項資產之結轉值會降至其可收

回數額。減值虧損會即時確認為開支。

倘減值虧損其後被撥回，該項資產之結轉值會增至其可收回數額之經修訂估計數額，

惟已增加之結轉值不會超逾在該項資產概無減值虧損於過往年度確認之情況下所確定

之結轉值。減值虧損之撥回會即時確認為收入。

融資租約

凡租約之條款將有關資產所有權之絕大部份風險及回報轉移至本集團，租約均列為融

資租約。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均按其於購買日期之公平價值撥作資本處理。應付

予出租人之相應負債於扣除利息開支後，計入資產負債表作為融資租約債務。融資成

本指租約承擔總額與所購入資產公平價值兩者間之差額，按有關租約期間於收入報表

內扣除，藉以把須承擔之債務餘額在每個會計年度內持續定期支付。

存貨

存貨指貯備食品及消費品，乃以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者入賬。成本按加權

平均法計算。

外幣

以港元以外之貨幣進行之交易按交易當日之滙率換算為港元。以港元以外之貨幣計算

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乃按結算日期之滙率重新折算。滙兌外幣而引致之盈虧，均撥入收

入報表內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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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外幣（續）

於綜合賬目時，在海外經營並以港元以外之貨幣計價之附屬公司乃按結算日期之滙率

換算其財務報告。綜合賬目而引致之滙兌差額，均撥入換算儲備內處理。

稅項

稅項支出乃根據本年度業績就毋須課稅或不可扣減之項目作出調整後計算。時差之產

生乃由於若干列入財務報告上之收入及支出賬項之會計期間與該等賬項在稅務上所確

認之會計期間有所不同所致。時差之稅務影響乃根據負債法計算並於財務報告內確認

為遞延稅項，數額以可見未來可能出現之負債或資產為限。

退休福利計劃

在收入報表中扣除之退休福利成本指就本年度對本集團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之應付供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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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業額

營業額為年內在食肆售出貨品及所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銷售額 220,965 230,046

所提供服務 21,551 21,960

242,516 252,006

所提供服務指於食肆內所提供服務之附加費。

6. 業務及地區分類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經營食肆。

本集團所有業務均以香港為基地，而本集團之所有營業額及營業虧損均源自香港。

7. 其他收益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80 326

其他 2,562 1,573

2,742 1,899

8.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中零港元（二零零一年：10,000,000 港元）為自二零零零年四月起一期

限內就使用本公司主席陳港生博士之姓名及肖像於互聯網推廣任何食品／飲品及／或

任何相關產品之唯一及獨家使用權所產生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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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經營虧損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已經扣除以下項目：

核數師酬金

　— 本年度 962 1,066

　— 上年度（超額）撥備不足 (200) 390

762 1,456

折舊及攤銷

　— 自置資產 21,119 23,519

　— 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 32 16

租賃樓宇之經營租約費用 37,561 43,647

職員成本，包括董事其他酬金（附註11）及

　退休褔利計劃供款（附註13） 86,565 94,919

為數9,442,000港元（二零零一年：零港元）之已確認減值虧損主要為因若干附屬公司之

若干門市部於年結日後停業而導致其傢俬、裝置及設備與陶器、器皿、亞麻製品及制

服之減值。已確認之減值虧損為上述傢私、裝置及設備與陶器、器皿、亞麻製品及制

服之結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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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借貸 1,092 2,744

　— 毋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借貸 773 1,252

　— 融資租約 14 5

　— 其他借貸 3,641 6,476

5,520 10,477

11. 董事酬金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執行董事 504 558

　獨立非執行董事 196 142

700 700

支付予執行董事之其他酬金：

　薪金及其他福利 847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9 —

896 —

1,596 700

董事酬金分為下列組別：

董事人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零港元至1,000,000港元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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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僱員報酬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五位最高報酬人士中一位（二零零一年：無）為本

公司一名董事，彼等酬金之詳情載於上文附註11。該名董事之酬金總額及其餘四位（二

零零一年：五位）最高薪人士之報酬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3,575 3,90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79 177

3,754 4,080

僱員報酬分為下列組別：

僱員數目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零港元至1,000,000港元 4 4

1,500,001港元至2,000,000港元 1 —

2,000,001港元至2,500,000港元 — 1

5 5

1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852 2,510

減：已放棄之供款 (598) (569)

3,254 1,941

本集團為所有合資格僱員提供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該計劃之資產與本

集團之資產分開持有，並存放於由獨立信託人控制之基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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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續）

於收入報表內扣除之退休福利費用，乃本集團按該等計劃規則指定之供款率向有關計

劃支付之供款。

直至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集團為所有合資格僱員提供固定比例供款退休福利

計劃（「退休計劃」）。除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由退休計劃撥入強積金計劃之餘額外，

就強積金計劃所放棄供款額不可用於扣除未來之應付供款。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已放棄供款總額約為348,000港元（二零零一年：369,000

港元），乃因僱員早前退出退休計劃而產生可以扣減本集團於未來年度應付供款。

14. 所得稅撥回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104 584

遞延稅項（附註29）

　本年度稅項撥回 — 68

104 652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出現稅務虧損，故並未於財務報告中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15.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年度之虧損49,088,000港元（二零零一年：78,099,000 港元）與年

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59,524,520股（二零零一年：39,943,171 股）計算。兩個年度

之每股虧損已就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之股份合併作出調整，詳情載於財務報告附

註26。

由二零零一年，由於行使本公司之認股權證不會產生攤薄效應，故無呈報每股攤薄後

虧損。



– 39 –

16. 物業、機器及設備

傢俬、 陶器、器皿、

租約土地 裝置 亞麻製品

及樓宇 及設備 汽車 及制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成本或估值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40,300 195,844 3,257 2,727 242,128

添置 — 18,714 87 160 18,961

出售／撇銷 (3,200) (8,129) (19) (450) (11,798)

重估虧絀 (2,340) — — — (2,340)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34,760 206,429 3,325 2,437 246,951

包括：

按成本 — 206,429 3,325 2,437 212,191

按二零零二年估值 34,760 — — — 34,760

34,760 206,429 3,325 2,437 246,951

折舊及攤銷／減值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 126,965 2,682 — 129,647

本年度撥備 835 20,113 203 — 21,151

出售／撇銷時抵銷 (33) (4,202) (5) — (4,240)

估值時抵銷 (802) — — — (802)

減值虧損 — 9,125 — 317 9,442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 152,001 2,880 317 155,198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34,760 54,428 445 2,120 91,753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40,300 68,879 575 2,727 11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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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物業、機器及設備（續）

本集團之租約土地及樓宇均位於香港，並以中期租約持有。

本集團位於香港價值34,760,000港元之租約土地及樓宇已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由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英皇國際」）之董事謝偉銓先生FRICS, FHKIS，按公開市值

基準重估。楊受成先生被視為本公司及英皇國際之主要股東。

租約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淨額為1,538,000港元已於收入報表內扣除。

倘本集團之租約土地及樓宇並無作出重估，該等租約土地及樓宇會按成本減累積折舊

及攤銷後得出67,892,000港元（二零零一年：75,262,000 港元），並計入本財務報告。

本集團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賬面淨值包括為數333,000港元（二零零一年：99,000 港

元）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傢俬、裝置及設備。

17.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88,174 88,174

減：減值虧損 (69,980) (56,665)

18,194 31,509

非上市股份之成本乃按Everwin Capital Limited（「Everwin」）及其附屬公司於為籌備本公

司股份於一九九七年八月在聯交所上市而進行之公司重組（「重組」）後成為本集團成員

公司時之基本資產淨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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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續）

已確認之減值虧損主要指以按貼現現金流量法貼現率7%計算之可收回款項之已確認減

少。減值虧損已計算於年結日後若干附屬公司商店終止業務之因素。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主要附屬公司詳情載於附註39。

18. 未合併之附屬公司權益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未合併之附屬公司之負債淨額 — —

本集團持有元綠壽司有限公司（「元綠」）及俊惠投資有限公司（「俊惠」）全部權益。該兩

間公司均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經營食肆業務。於一九九九年四月進行集團重組後，

元綠自願清盤。由於俊惠一直出現重大虧損，本集團決定不再向該公司注入資本，並

在其債權人根據未償還債務提出要求下，由法庭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九日發出指令

予以清盤。本集團董事認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對元綠及

俊惠之資產及營運已無控制權，因此該兩間附屬公司之賬目不再綜合計入本集團之財

務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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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之負債淨額 (1,217) (1,217)

聯營公司欠款 1,217 1,217

— —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下列聯營公司之權益：

註冊成立 主要 所持股份 權益

公司名稱 地點 營業地點 之類別 百分比 業務性質

大中華飲食娛樂網 香港 香港 普通股 40% 不活躍

　有限公司

一間聯營公司欠款並無抵押、免息，且毋須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

由於本集團應佔之大中華飲食娛樂網有限公司之收購後虧損超逾其於該公司之股本投

資之結轉值，故已就本集團付款以償還本集團所擔保之聯營公司債務作出準備。

20. 附屬公司欠款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屬公司欠款 414,876 398,205

減：準備 (373,280) (355,335)

41,596 4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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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應收貿易賬項

由於本集團主要應收貿易賬項以信用卡付款，故本集團並無制定固定信用政策。

以下為應收貿易賬項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763 875

31至60日 27 203

61至90日 3 8

90日以上 — 82

1,793 1,168

22. 應付貿易賬項

以下為應付貿易賬項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5,809 6,165

31至60日 5,144 5,456

61至90日 1,435 1,770

90日以上 — 685

12,388 1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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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融資租約債務

本集團

最低租金 最低租金之現值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融資租約之應付款項：

一年內 85 25 67 24

第二至第五年內

　（包括首尾兩年） 291 — 261 —

376 25 328 24

減：日後融資費用 (48) (1) 不適用 不適用

租約債務之現值 328 24 328 24

減：包括在流動負債項下

　　 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67) (24)

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261 —

本集團之政策為根據融資租約租賃其若干傢俬、裝置及設備。租賃期為5年。截至二零

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平均實際借貸利率為6.26%。利率於訂立合約當日確定。

所有租約均有固定還款期，並無就或然租金訂立任何安排。

本集團之融資租約債務以出租人對租賃資產之抵押作擔保。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融資租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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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銀行借貸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包括：

銀行貸款 18,216 24,051

銀行透支 8,841 7,474

總額 27,057 31,525

減：包括在流動負債項下於一年內

　　　到期之款項 (12,713) (13,269)

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14,344 18,256

上述銀行借貸之屆滿期如下：

一年內或按通知 12,713 13,269

一年以上但於兩年以內 3,906 3,487

兩年以上但於五年以內 9,678 11,598

五年以上 760 3,171

27,057 31,525

分析：

有抵押 27,057 27,954

無抵押 — 3,571

27,057 3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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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一名股東提供之貸款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被視為主要股東楊受成先生提供之貸款為36,376,000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包括期後貸款及應計利息共61,302,000港元由被視為主要股

東轉讓予本公司主要股東Forever Rich Profits Limited（「Forever Rich」）。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尚欠Forever Rich之金額約為73,267,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無）。誠如

附註37(c)所述，貸款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後悉數償還。

該筆貸款乃無抵押、須按最優惠貸款利率加一厘計算利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26. 股本

以下為本年度本公司法定股本及已發行股本之變動：

普通股面值 普通股數目 款額

附註 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及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0.10 5,000,000,000 500,000

　股份拆細 (1) 995,000,000,000 —

每股0.0005 1,000,000,000,000 500,000

　股份合併 (1) (950,000,000,000) —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0.01 50,000,000,000 500,000



– 47 –

26. 股本（續）

普通股面值 普通股數目 款額

附註 港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每股0.10 590,245,200 59,025

　發行股份作為換取陳港生博士

　　之姓名及肖像使用權之

　　部份代價 (2) 每股0.10 5,000,000 500

　根據配售新股發行股份 (3) 每股0.10 595,245,200 59,524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190,490,400 119,049

　削減股本 (1) — (118,454)

每股0.0005 1,190,490,400 595

　股份合併 (1) (1,130,965,880) —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0.01 59,524,520 595

附註：

(1) 依據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於二零零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於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發行股份中，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削減0.0995港元（「削減

股本」），因此本公司股本中每股已發行股份被視為本公司股本中已繳足股本之普通股0.0005港元

（「削減股本股份」）。每股面值為0.10港元之法定而未發行之本公司股本於削減股本後拆細（「股份

拆細」）為200股每股面值0.0005港元之股份（「拆細股份」）。產生自削減股本之進賬計入本公司之實

繳盈餘賬中，並應用於抵銷本公司之累積虧損。

削減股本及股份拆細生效後，每20股削減股本股份及拆細股份合併為本公司股本中一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股份合併」）。



– 48 –

26. 股本（續）
附註：（續）

(2) 依據一項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5,000,000股每股

面值0.10港元之股份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以每股1港元之價格發行予本公司主席陳港生博士，

作為一份協議之部份代價，根據該協議，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BestMix Limited獲授唯一及獨家

使用權，可於一年內在互聯網上使用陳港生博士之姓名及肖像，推廣食品及／或飲品及／或任何

相關產品。

(3)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以每股0.128港元之發行價按當時持有每股股份獲發行一股

配售股份之基準，透過配售新股發行595,245,2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新股（「配售新股」）。配售

新股所得款項淨額約73,586,000港元，由本集團用於償還銀行貸款、其他借款及一名股東提供之貸

款，以及作為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27. 認股權證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本公司尚有價值41,305,540港元之認股權證未行使。年內，概

無認股權證獲行使以認購本公司之普通股，而所有認股權證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

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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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儲備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特別儲備 商譽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 原列值 148,517 — (36,810) (28,717) (100,732) (17,742)

　— 上一年度調整

　　　（附註3） — — — 28,717 (28,717) —

　— 重列 148,517 — (36,810) — (129,449) (17,742)

為收購陳港生博士姓名及

　肖像使用權而發行股份

　產生之溢價 4,500 — — — — 4,500

配售新股產生之溢價 16,667 — — — — 16,667

配售新股之費用 (2,605) — — — — (2,605)

本年度虧損 — — — — (78,099) (78,099)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67,079 — (36,810) — (207,548) (77,279)

削減股本產生之進賬 — 118,454 — — — 118,454

抵銷累積虧損 — (118,454) —— 118,454 —

本年度淨虧損 — — — — (49,088) (49,088)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67,079 — (36,810) — (138,182) (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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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儲備（續）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特別儲備 商譽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148,517 51,286 — — (217,846) (18,043)

為收購陳港生博士姓名及

　肖像使用權而發行股份

　產生之溢價 4,500 — — — — 4,500

配售新股產生之溢價 16,667 — — — — 16,667

配售新股之費用 (2,605) — — — — (2,605)

本年度淨虧損 — — — — (78,103) (78,103)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67,079 51,286 — — (295,949) (77,584)

削減股本產生之進賬 — 118,454 — — — 118,454

抵銷累積虧損 — (118,454) — — 118,454 —

本年度虧損 — — — — (48,794) (48,794)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67,079 51,286 — — (226,289) (7,924)

本集團之特別儲備指被本集團收購之附屬公司於收購當日之股份面值與因收購而發行

之股份面值兩者之差額。

本公司之實繳盈餘指Everwin及其附屬公司之基本綜合資產淨值與本公司根據重組所發

行之股份面值兩者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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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儲備（續）

根據百慕達公司法，除滾存溢利外，一間公司之實繳盈餘亦可供分派予股東。然而，

倘發生以下情況，則該公司不得宣派或支付股息或從實繳盈餘中作出分派：

(a) 該公司無法或在付款後未能償還即時到期之債務；或

(b) 該公司資產之可變現價值將會因此而低於其負債、已發行股本及股份溢價賬之總

和。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可分派儲備。

29. 遞延稅項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結存 — 68

本年度撥回（附註14） — (68)

年終結存 — —



– 52 –

29. 遞延稅項（續）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未撥備遞延稅項（資產）負債之主要組成部份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項目形成時差導致之稅務影響：

折舊免稅額超逾會計折舊之數額相差 (1,061) 2,777

未運用之稅務虧損 (28,545) (26,058)

(29,606) (23,281)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未撥備遞延稅項（撥回）支出數額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項目形成時差導致之稅務影響：

折舊免稅務超逾會計折舊之數額相差 (3,838) 149

稅務虧損 (2,487) (12,575)

(6,325) (12,426)

由於未能肯定未運用之稅務虧損會否於可見未來運用，因此並無就可用以抵銷未來溢

利之未運用稅項虧損在財務報告中確認為遞延稅項資產。

於年結日，本公司並無重大之未撥備遞延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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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除稅前虧損與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對賬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49,192) (78,75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1,213

銀行利息收入 (180) (326)

利息支出 5,520 10,477

折舊及攤銷 21,151 23,535

租約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盈餘） 1,538 (266)

陳港生博士之姓名及肖像使用權 — 5,000

出售／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5,132 9,624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9,442 —

存貨減少 2,497 967

應收貿易賬項增加 (625) (47)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繳款項

　（增加）減少 (2,094) 5,723

應付貿易賬項減少 (1,688) (6,302)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增加（減少） 1,764 (1,058)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6,735) (3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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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年內融資變動之分析

股本及 一名股東 融資租約

溢價 提供之貸款 銀行貸款 債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結存 207,542 58,835 33,685 71

發行股份以換取陳港生博士

 　之姓名及肖像使用權 5,000 — — —

根據配售新股發行股份

　所得款項 76,191 — — —

配售新股之費用 (2,605) — — —

新籌措之貸款 — 47,155 — —

應付利息 — 6,476 — —

償還款項 — (76,090) (9,634) (47)

於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結存 286,128 36,376 24,051 24

削減股本及

　合併股份（附註26） (118,454) — — —

新籌措之貸款 — 33,250 — —

新融資租約 — — — 365

應付利息 — 3,641 — —

償還款項 — — (5,835) (61)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結存 167,674 73,267 18,216 328

32. 主要非現金交易

年內，本集團就若干傢俬、裝置及設備訂立融資租約安排，租約開始時之資本總值為

36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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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將若干資產抵押予銀行，以取得授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之一般信貸融資。已抵押資產之細節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約土地及樓宇 34,760 37,1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6,836 6,639

41,596 43,739

34.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尚有就授予附屬公司之一般銀行融資而提供之公

司擔保及已抵押銀行存款。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已運用之數額約為31,335,000

港元（二零零一年：37,978,000 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35.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訂約而尚未於財務報告中撥備之收購物業、機

器及設備承擔約為283,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無）。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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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經營租約承擔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租賃物業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下仍有未償還之

承擔。該等承擔之到期日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8,633 32,822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內 16,309 21,577

44,942 54,399

經營租約款項即本集團就其若干辦公室及食肆物業應付之租金。議定租約之平均年期

為三年，租金為固定或按照營業額之8%至10%計算。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重大經營租約承擔。

37. 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日，本公司與兩名獨立投資者訂立有條件認購協議，據此，

江可伯先生及毛玉萍女士按每股0.8港元之價格分別認購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6,000,000股及5,900,000股新股。該等新股在各方面均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

益。該項認購已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八日完成。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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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結算日後事項（續）

(b)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主要股東Forever Rich及被視為本公司主要

股東之楊受成先生與獨立第三方Super Empire Investments Limited（「Super Empire」）

及Super Empire之控股股東黃振隆先生訂立有條件之買賣協議，據此，Forever Rich

同意出售而Super Empire同意購買本公司之38,540,325股股份。同時，Super Empire

與兩位獨立投資者訂立有條件之並行買賣協議，據此，江可伯先生及毛玉萍女士

同意出售而Super Empire同意購買本公司分別為6,050,000股及5,900,000股之股份。

交易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日完成。Super Empire成為本公司之新主要股東。交易

詳情載於日期為二零零二年七月二日之本公司報章公告內。

(c)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本集團獲得另一筆100,000,000港元之銀行貸款額

度。該筆銀行貸款額度由前被視為主要股東提供擔保，並將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屆

滿。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本集團動用約74,400,000港元貸款作為償還

Forever Rich欠款之全數。

38. 關連人士之交易

年內，本集團曾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重大交易：

(a) 年內，被視為本公司主要股東之楊受成先生提供墊款合共22,670,000港元（二零零

一年：47,155,000 港元）。該筆貸款乃無抵押、須按最優惠貸款利率加一厘計算

利息及無固定還款期。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由楊受成先生之全權信託間接

控制之本公司主要股東Forever Rich獲轉讓合共61,302,000港元。年內，Forever

Rich提供墊款合共10,58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無）。該筆貸款乃無抵押，須按

最優惠貸款利率加一厘計息及無固定還款期。年內，楊受成先生或Forever Rich

任何一方概無就墊款獲償還款項（二零零一年：76,090,000 港元）及應計利息分別

約為2,256,000港元（二零零一年：6,476,000 港元）及1,385,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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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關連人士之交易（續）

(b) 本集團亦與一名被視為主要股東之人士擁有實際權益之多間公司進行下列交易：

截至二零零二年 截至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訂約公司 交易性質 條款 涉及之金額 涉及之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華凱（香港）有限公司 採購食品 不適用 2,449 3,608

　（附註1）

新報有限公司 已付廣告費 不適用 171 131

　（附註1）

瑋益有限公司 已付廣告費 不適用 42 58

　（附註1）

Ying Wong 已付經營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至 — 180

　Property Limited 　租約租金及 　二零零一年四月七日，

　（附註2） 　沒收租金按金 　每月市值租金為45,000

　港元（不包括差餉及費

　用），二零零零年五月

　因提前終止租約而沒收

　租金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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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關連人士之交易（續）

截至二零零二年 截至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訂約公司 交易性質 條款 涉及之金額 涉及之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Roseley Limited 已付經營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至 — 193

　（附註2） 　租約租金及 　二零零一年六月六日，

　沒收租金按金 　每月市值租金為32,000

　港元（不包括差餉及費

　用），二零零零年八月

　因提前終止租約而沒收

　租金按金

紀康有限公司 已付經營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日起 169 140

　（附註2） 　租約租金 　每月市值租金為14,000港

　元（包括差餉）

Emperor Investment 已付管理費 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至 600 840

　(Management) Limited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EIML」）（附註2） 　每月70,000港元；

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至

　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月30,000港元

EIML（附註2） 已付專業顧問費及 不適用 548 575

　廣告代理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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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關連人士之交易（續）

截至二零零二年 截至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訂約公司 交易性質 條款 涉及之金額 涉及之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EIML（附註2） 已付會計服務費 不適用 — 100

Emperor Entertainment 已付宣傳費用 不適用 399 —

　Limited（附註3）

Ulferts of Sweden 購買傢俬 不適用 67 —

　(Far East)

　Limited（附註2）

英皇舞台有限公司 已付宣傳費用 不適用 — 482

　（附註4）

附註：

1. 華凱（香港）有限公司及新報有限公司均為英皇科技資訊有限公司（「英皇科技」）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瑋益有限公司則為上市公司英皇科技持有其70%權益之間接附屬公司，而楊受

成先生被視為後者之主要股東。

2. Ying Wong Property Limited、Roseley Limited、紀康有限公司、EIML及Ulferts of Sweden

(Far East) Limited均為上市公司英皇國際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而楊受成先生被視為後者之

主要股東。

3. Emperor Entertainment Limited為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公司英皇娛樂集團有限公司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而楊受成先生被視為後者之主要股東。

4. 英皇舞台有限公司為楊受成先生所控制公司Questrel Holdings Limited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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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主要附屬公司詳情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

本集團應佔

註冊成立／ 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

附屬公司名稱 營業地點 股本之面值 之百分比 主要業務

億動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100% 持有物業

盈亮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100% 不活躍†

世紀創建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100% 持有物業

Everwin Capital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0,000美元 100%* 投資控股

元綠壽司（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100% 經營食肆

環球飲食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100% 本集團採購

　代理

昌佳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100% 持有物業

金賞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100% 持有物業

金棠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100% 不活躍†

啟田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100% 經營食肆

慶年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100% 持有物業

豐勝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100% 不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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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主要附屬公司詳情（續）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

本集團應佔

註冊成立／ 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

附屬公司名稱 營業地點 股本之面值 之百分比 主要業務

耀邦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100% 經營食肆

水車屋日本料理（九龍） 香港 2港元 100% 經營食肆

　有限公司

德眾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100% 經營食肆並於

　本年內變為

　不活躍

* 除Everwin由本公司直接持有外，所有附屬公司均由本公司間接持有。

† 該等附屬公司從事持有物業業務為主，年內變為不活躍。

上表載列對本集團業績或資產有主要影響之附屬公司。本公司董事認為詳列其他附屬

公司之資料將令篇幅過長。

於年終或年內任何時間，各附屬公司概無任何未償還之借貸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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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概 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業績

營業額 503,858 390,050 277,901 252,006 242,516

營業溢利（虧損） 69,474 (133,209) (97,531) (67,061) (43,672)

融資成本 (10,409) (8,688) (6,046) (10,477) (5,52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904) (4) (1,213) —

附屬公司之賬目不再

綜合計算之虧損 — — (6,770) — —

除稅前溢利（虧損） 59,065 (142,801) (110,351) (78,751) (49,192)

所得稅（費用）撥回 (10,536) 918 (586) 652 104

除稅後溢利（虧損） 48,529 (141,883) (110,937) (78,099) (49,088)

少數股東權益 377 312 — — —

本年度純利（虧損淨額） 48,906 (141,571) (110,937) (78,099) (49,088)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2.24港元 (5.36港元) (3.76港元) (1.96港元) (0.8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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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月三十一日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資產總值 377,974 226,570 173,253 141,088 122,261

負債總額 (175,797) (95,812) (131,970) (99,318) (129,579)

少數股東權益 (1,619) — — — —

股東資金餘額（虧絀） 200,558 130,758 41,283 41,770 (7,318)

附註：

1. 每股盈利（虧損）已按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之股份合併而調整。

2. 各前年度之數據已按會計實務準則30而調整，反映會計政策改變。



Global Food Culture Group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代表委任表格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適用之代表委任表格

本人／吾等（註1）

地址為 

為上述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股（註2）

之登記持有人，茲委任大會主席或（註3）

地址為 
為本人／吾等之代表，代表本人／吾等出席上述公司訂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時於香港柴灣嘉
業街56號安全貨倉工業大廈11樓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及其任何續會），以考慮並酌情通過召開上述大會之
通告所載決議案，並於該大會（及其任何續會）上代表本人／吾等以本人／吾等之名義按下列指示（註4）就
該等決議案投票。

決議案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接納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

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2. (a) 重選每位任期屆滿並願膺選連任之董事。

(b)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c) 授權董事會委任額外董事。

3. 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 A. 授予本公司董事會一般權力，以配發本公司股本中股份。

B. 授予董事會一般權力，以購回本公司之股份。

C. 將已購回股份之面值加入依據第4A項決議案授予之一般權力內計算。

日期：二零零二年  月 日 簽署：

附註：

1. 請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2. 請將　閣下名下登記之股份數目填上。如未有填上數目，則本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為代表　閣下名下登記之所有本公司
股份。

3. 如擬委派主席以外之人士為代表，請將「大會主席」之字樣刪去，並在空欄內填上所擬委派代表之姓名及地址。本代表委
任表格之每項更改，均須由簽署人簡簽示可。

4. 注意：　閣下如投票贊成決議案，請在「贊成」欄內加上「✓」號。　閣下如投票反對決議案，則請在「反對」欄內加上「✓」號。
如無在欄內作出任何指示，受委代表可酌情自行投票或棄權；或遇個別決議案未有詳細指示，受委代表可因應此個別決
議案酌情自行投票或棄權。受委代表亦有權就召開大會之通告所載以外但正式提呈大會之任何決議案酌情自行投票。

5. 本代表委任表格必須由　閣下或　閣下書面正式授權之人士簽署。如持有人為一公司，代表委任表格必須另行蓋上公司
印鑑，或經由公司負責人或獲正式授權之人士簽署。

6. 如屬聯名持有人，排名首位之持有人（不論親身或由代表）投票後，其他聯名持有人之投票將屬無效。就此而言，排名先
後將以股東名冊內之排名次序而定。

7. 本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簽署人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該等授權書或授權文件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副本，須於大
會或其續會舉行時間四十八小時前交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88號英皇集團中心28樓本公司在香港之主要營業地點，方為有效。

8. 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但須親自出席大會以代表　閣下。

9. 閣下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屆時仍可親自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

* 僅作識別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