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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董事

陳港生博士MBE, SBS（主席）

陳自強（副主席）

唐啟立（副主席）

黃振強

溫紹倫

高志強

蘇志鴻

張定球

何耀明 *

鄺志強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公司秘書

高志強

往來銀行

廖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海外信託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

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主要辦事處

香港

柴灣

嘉業街56號

安全貨倉工業大廈

11樓

過戶登記處（百慕達）

Butterfield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Rosebank Centre

11 Bermudiana Road

Pembroke

Bermuda

過戶登記處（香港）

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

干諾道中111號

永安中心

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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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茲通告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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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覽及接納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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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或優先

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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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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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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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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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彼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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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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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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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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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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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志強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註冊辦事處： 主要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香港

2 Church Street 柴灣

Hamilton HM11 嘉業街56號

Bermuda 安全貨倉工業大廈

1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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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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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柴灣嘉業街56號安全貨倉工業大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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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陳港生博士MBE, SBS 主席

現年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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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亦為英皇娛樂集團有限公司（該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之非

執行董事。

陳自強 副主席

現年62歲，持有經濟碩士學位。彼在娛樂界累積逾34年經驗，曾擔任藝人經理人及監製職位。彼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加入本集團。

唐啟立 副主席

現年43歲，於一九八二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獲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自畢業後，彼曾任職於多間國際銀行，從事商業、企業及投

資銀行等方面之工作。彼自一九九二年起為證券條例下之註冊投資代表，並為東英亞洲有限公司之副董事。彼曾出任尖沙嘴東扶輪

社之主席，亦為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之董事。

黃振強 執行董事

現年44歲，為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之董事。彼於報章及雜誌之出版及印刷方面有19年之經驗。

溫紹倫 執行董事

現年41歲，為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之董事兼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漫畫帝國網域有限公司之行政總裁。該公司從事電子商

貿，專門從事網上漫畫閱覽及銷售漫畫相產品。彼於香港有26年製作及創作漫畫之經驗。

高志強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現年47歲，於一九八二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高志強先生於核數及顧問工作方面有逾21年之經驗。彼於一間主要之國際性會計師

行開展其專業事業，目前為一家會計及顧問公司之管理合夥人。彼為執業會計師，香港會計師公會之資深會員、英國特許公認會計

師公會之資深會員及澳洲特許會計師公會之會員。彼亦為玉皇朝集團有限公司之董事。

蘇志鴻 執行董事

現年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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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經驗。彼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加入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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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之履歷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張定球 執行董事

現年61歲，為香港及英國之執業律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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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及創科

實業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全部均為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

何耀明 獨立非執行董事

現年59歲，為執業會計師行Billy Ho and Company之高級合夥人。彼為執業會計師，並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及香港會計師公

會之資深會員。彼曾出任尖沙嘴東扶輪社之主席。

鄺志強 獨立非執行董事

現年49歲，為香港高等法院律師，薛馮鄺岑律師行之高級合夥人。鄺志強先生現時為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香港區主席及公證人。



8

主席報告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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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00,000港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則錄得虧

損約49,100,000港元。本集團之營業額從去年約242,500,000港元微跌3.05%至約235,100,000港元。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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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所致。營業額下跌主要是由於經濟逆轉及關閉出現虧損之餐廳所

致。

元綠壽司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該壽司吧連鎖餐廳共有十八間分店。儘管經濟逆轉，但年內之營業額增加17.3%至209,600,000港元。

表現有所改善乃由於本集團推行積極之市場推廣活動，加上分別位於各人口高密度住宅區（例如荃灣、新都城、將軍澳及屯門）之新

店舖表現出色所致。主要之宣傳活動（例如「開心勁爆幸運輪」、「陽光開心美少女」及「我愛香港繪畫創作比賽」）均廣受公眾歡迎。

水車屋日本料理

該餐廳於本年度之營業額因餐廳附近進行東鐵支線之建築工程而下跌。為舒緩有關之不利影響，該餐廳於年內以具競爭力之價格推

出午市套餐、晚市套餐及自助餐。

環球欣葉台灣料理

環球欣業台灣料理縮短營業時間，因此儘管營業額錄得下跌，仍可達到降低經營虧損之目的。管理層將傾注資源進行市場推廣及宣

傳活動，並繼續推出各款新菜式及安排外賣服務，以吸引更多顧客。

漁人碼頭中式海鮮酒家

該酒家去年面對特別惡劣之經營環境，因此，該酒家於二零零二年四月結束營業。

漫畫出版

為擴闊收入基礎，本集團小規模分散業務至漫畫出版業務，以善用本集團部份董事之經驗及專業知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推出新創

作漫畫雙周刊「四大名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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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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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之薪酬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639名全職僱員及187名兼職僱員。本年度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其他酬金）約為8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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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遵守經修訂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7章之規定，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採納新購股權計劃，以取代於一九九七年八月

二十七日採納之舊計劃。

本公司若干董事及顧問已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獲授9,600,000份購股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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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抵押銀行貸款及有抵押其他貸款為其業務提供資

金及資本開支。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資產及股東虧絀分別約為109,800,000港元及22,100,000港元，分別以流動負

債、非流動負債及少數股東權益112,100,000港元、10,600,000港元及9,200,000港元融資。

在本集團122,700,000港元債項總額中，已取得額外之銀行貸款及銀行貸款額度，並已部份提取以全數償還一名前股東之貸款73,300,000

港元。為提供額外之營運資金，已透過配售11,900,000股新股份及向關連公司借款5,000,000港元籌集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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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度，本公司以配售之方式按每股股份0.8港元之價格發行11,9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500,000

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本公司於股東特別大會通過一項決議案，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0.01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之現有股份拆細

為五股每股0.002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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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值約36,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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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第19項應用指引之披露

由於本集團錄得經審核綜合負債淨額的22,145,000港元，本公司將盡快向聯交所提出申請，豁免本公司嚴格遵守按照上市協議第2(1)

段（經第19項應用指引補充）對本公司所施加之一般披露責任。本公司將於有需要時進一步公佈該豁免申請之結果。

前景

本公司之控制權於二零零二年七月改變後，董事會之組成於二零零二年八月有所更改，並自當時起對本集團之營運進行詳細檢討。

董事一直致力在嚴格控制營運成本之餘，同時亦在食物種類、店舖之設計及地點等方面維持產品及服務之質素，以迎合顧客之品味

及需要，從而提高競爭力。

如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刊發之中期業績公佈所述，鑑於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過去五個財政年度錄得虧損，加

上自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出現股東虧絀，為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之最佳利益設想，董事決定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盡

可能公開及具成本效益之方式，開拓新業務及投資機會，在切實可行之情況下改善其處境。本公司已進行之首個步驟為，如上文「漫

畫出版」一節所述分散業務至漫畫出版業務。由於香港之餐廳業務停滯不前已有一段時間，董事認為，本公司應全速推行擬定之業

務分散策略，以合宜之方式提高股東之價值。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仝人，向全體股東及同業友好就彼等所給予之鼓勵、支持及協助謹此致以深切謝意，並感謝本集團各努力不懈之

員工，致力為本集團提供優質服務及貢獻。

主席

陳港生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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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董事謹提呈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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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名稱

根據本公司在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之名稱由「Global Food Culture

Group Limited」更改為「 Jade Dynasty Food Culture Group Limited」，並採用新中文名稱「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以資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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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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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其中最大供應商佔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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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載於第19頁之綜合收入報表內。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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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以每股0.8港元之價

格認購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股份6,000,000股及5,900,000股。該等新股份與現有股份於所有方面享有同等權益。認購於二零

零二年四月八日完成。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5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之額外營運資金。

根據股東特別大會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之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每股已發行及未發行現有股份拆

細為本公司股本中五股每股面值0.002港元之股份。

本公司之股本於年內之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告附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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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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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頁。

物業、機器及設備

年內，本集團添置成本約14,000,000港元之傢俬、裝置及設備。

本集團之租約土地及樓宇已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重估。重估得出虧絀淨額99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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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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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唐啟立先生（副主席）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六日獲委任）

黃振強先生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六日獲委任）

溫紹倫先生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六日獲委任）

高志強先生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六日獲委任）

蘇志鴻先生

張定球先生

黃志輝先生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六日辭任）

范敏嫦女士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六日辭任）

梅偉筠先生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六日辭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鄺志強先生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七日獲委任）

何耀明先生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七日獲委任）

周敬偉博士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七日辭任）

溫彩霞女士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七日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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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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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董事及服務合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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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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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

根據股東特別大會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根據本公司之股東於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所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舊計劃」)經已終止，再無任何其他效力。自舊計劃採納以來，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

本公司現有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乃根據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採納，該計劃之詳情列載於財務報告附註36。

下表披露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於本年度之變動：

於本年度授出並於

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行使價 仍未行使

港元

唐啟立先生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0.27 2,000,000

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黃振強先生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0.27 2,000,000

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溫紹倫先生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0.27 2,000,000

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高志強先生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0.27 1,200,000

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7,200,000

本公司股份於緊接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授出購股權之日期）前之收市價為0.2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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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購股權（續）

本年度授出之購股權於授出購股權之日期（即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計算之公平價值為每份購股權0.149港元。

就計算公平價值而言，由於缺乏歷史數據，因此並無就預期沒收之購股權作出調整。

畢蘇購股權定價模型(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需輸入高度主觀之假設（包括股價之波幅）。由於主觀性輸入假設之變動可

能對公平價值之估計有重大影響，因此董事認為，現有之模型不一定可為股價之公平價值提供可靠之單一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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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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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之股份 27,449,500 (1)

張定球先生

— 本公司之股份 2,875,000 (2)

唐啟立先生

— 一間相聯法團之股份 5 (3)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Pariain Enterprises Corp.之名義登記及擁有，該公司為一間由陳港生博士之全權信託所控制。

(2) 該等股份由Giant Profit Investments Inc.之名義登記及擁有，該公司為一間由張定球先生之全權信託所控制。

(3) 唐啟立先生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一間相聯法團Super Empire Investments Limited（「Super Empire 」）5股股份（即該公司5%之權益）之登記股東。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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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聯法團之

任何證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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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關連交易

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四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Mass Success Limited(「Mass Success」）與下列合營夥伴訂立三項合營協議：

(i) Quality Associates Limited（「QAL」）為分別由一間附屬公司之行政總裁梅偉筠先生（「梅先生」）擁有29.86%權益及本集團43名

全職僱員擁有70.14%權益之公司，該全部43名全職僱員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

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概無關連。該公司根據Kindfield Limited

之股東協議（「Kindfield股東協議」）營運。

(ii) Wealth Ample Limited（「WAL」）為一間分別由梅先生擁有16.67%權益、本集團1名全職僱員擁有6.41%權益及5名個人投資者

擁有76.92%權益之公司，該公司根據State Wing Limited之股東協議（「State Wing 股東協議」）營運。該全職僱員及5名個人投

資者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iii) Gaston Overseas Corporation（「GOC」）為由一名個人投資者全資擁有之公司，該個人投資者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該公司根據Royal Grace Limited之股東協議（「Royal Grace

股東協議」）營運。

就各合營協議而言，Mass Success參予51%之股本權益，而各合營夥伴則於各合營公司參予49%之權益，以營運各壽司吧餐廳。本集

團根據各合營協議擬與合營公司進行之交易包括收取管理費、加盟費、採購附加費及贖回現金代用券，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構成本

公司之關連交易（「持續進行關連交易」）。

本年度根據各合營協議進行之持續進行關連交易如下：

Kindfield State Wing Royal Grace

股東協議 股東協議 股東協議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管理費 770 112 92

加盟費 39 — —

採購附加費 640 93 80

贖回現金代用券之代價 89 3 2

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持續進行關連交易乃於本集團之日常業務過程中按規管該等交易之協議之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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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主要股東

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所存置之主要股東名冊顯示，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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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 Empire 232,381,325 65.07%

黃振隆先生（「黃先生」） 232,381,325 65.07%

該等股份以黃先生控制之公司Super Empire之名義登記及實益擁有。因此，黃先生被視為於Super Empire持有之232,381,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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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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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購股權計劃」一節之披露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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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任何配偶或18歲以下之子女亦無任何權利認購本

公司之證券，或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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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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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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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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志強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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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報告

致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前稱環球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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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頁至第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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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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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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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行能獲得充份之憑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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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集團於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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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111號
26/F, Wong On Centre 永安中心 26樓
111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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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 235,133 242,516

銷售貨品之成本 (72,931) (75,792)

直接經營費用 (150,451) (163,799)

11,751 2,925

其他營運收入 7 2,050 2,742

銷售及分銷成本 (6,575) (9,908)

行政費用 (22,239) (23,319)

租約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 15 (992) (1,538)

已確認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8 (4,136) (9,442)

出售／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1,032) (5,132)

經營虧損 8 (21,173) (43,672)

融資成本 9 (2,886) (5,520)

除稅前虧損 (24,059) (49,192)

利得稅（費用）撥回 13 (40) 104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之虧損 (24,099) (49,088)

少數股東權益 (248) —

本年度虧損淨額 (24,347) (49,088)

（重列）

每股虧損 14 (0.07港元) (0.1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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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5 81,679 91,753

無形資產 17 200 —

未合併之附屬公司權益 18 — —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19 — —

81,879 91,753

流動資產

存貨 5,450 5,295

應收貿易賬項 21 1,025 1,793

其他應收賬項 307 1,020

按金及預繳款項 16,237 12,140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 3,319 6,836

銀行結存及現金 1,538 3,424

27,876 30,50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22 10,380 12,388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3,488 16,539

欠一間關連公司之款項 23 100 —

應付稅項 40 —

融資租約債務 — 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24 71 67

銀行借貸（有抵押） — 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25 46,015 12,713

其他貸款 26 37,000 —

一間關連公司提供之貸款 27 5,000 —

一名前股東提供之貸款 28 — 73,267

112,094 114,974

流動負債淨額 (84,218) (84,46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39) 7,287



21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9 714 595

儲備 (22,859) (7,913)

(22,145) (7,318)

少數股東權益 31 9,184 —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債務 — 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24 191 261

銀行借貸（有抵押） — 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25 10,431 14,344

10,622 14,605

(2,339) 7,287

第19頁至第49頁之財務報告已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獲董事會批准，並由下列董事代表簽署：

董事 董事

唐啟立 高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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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16 — 18,194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繳款項 118 226

附屬公司欠款 20 839 41,596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 — 6,836

銀行結存及現金 52 22

1,009 48,680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416 865

欠附屬公司款項 — 71

欠一間關連公司之款項 23 100 —

一間關連公司提供之貸款 27 5,000 —

一名前股東提供之貸款 28 — 73,267

5,516 74,203

流動負債淨額 (4,507) (25,52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507) (7,32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9 714 595

儲備 30 (5,221) (7,924)

(4,507) (7,329)

董事 董事

唐啟立 高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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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股本 股份溢價賬 繳入盈餘 特別儲備 累積虧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30）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119,049 167,079 — (36,810) (207,548 ) 41,770

削減股本產生之進賬 (118,454) — 118,454 — — —

撇銷累積虧損 — — (118,454 ) — 118,454 —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 — (49,088 ) (49,088)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595 167,079 — (36,810) (138,182 ) (7,318)

發行股份 119 9,401 — — — 9,520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 — (24,347 ) (24,347)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714 176,480 — (36,810) (162,529 ) (2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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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
除稅前虧損 (24,059) (49,192)
經調整以下各項：
銀行利息收入 (60) (180)
利息費用 2,886 5,520
折舊及攤銷 18,104 21,151
租約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 992 1,538
已確認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4,136 9,442
出售／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1,032 5,132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動 3,031 (6,589)
存貨（增加）減少 (155) 2,497
應收貿易賬項減少（增加） 768 (625)
其他應收賬項減少（增加） 713 (379)
按金及預繳款項增加 (4,097) (1,715)
應付貿易賬項減少 (2,008) (1,688)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減少）增加 (3,099) 1,764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4,847) (6,735)

投資業務
已收利息 60 180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14,351) (18,596)
購買無形資產 (200)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161 2,426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增加） 3,517 (197)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10,813) (16,187)

融資
已付利息 (6,479) (1,879)
欠一間關連公司款項增加 100 —
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墊款 8,936 —
（償還）借自一名前股東提供之貸款 (69,626) 33,250
新增銀行貸款 32,528 —
償還銀行貸款 — (5,835)
償還融資租約債務 (66) (61 )
發行新股所得款項 9,520 —
其他新增貸款 37,000 —
一間關連公司提供之貸款 5,000 —

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6,913 25,47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值 1,253 2,553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417) (7,970)

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164) (5,41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1,538 3,424
銀行透支 (5,702) (8,841)

(4,164) (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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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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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已根據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淨額約84,218,000港元及負股東權益約22,145,000

港元，審慎考慮本集團未來之流動資金。鑑於主要股東已確認願意提供進一步財務支持，以確保本集團有能力支付在可見未

來到期之財務承擔，故董事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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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此等準則導致現金流動表及

股本權益變動表之呈報格式有所改變，但對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需就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現金流動表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準則第15號（經修訂）「現金流動表」。根據準則第15號（經修訂），現金流動分為三大類─經營業務、

投資業務及融資，而非過往之五類。已收利息及已付利息過往呈列為獨立項目，現時已分別分類為投資及融資現金流動。就

收入課稅產生之現金流動除非可獨立區分為投資或融資活動，否則分類為經營業務。

僱員福利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準則第34號「僱員福利」，該準則引進僱員福利（包括退休金計劃）之計算規則。由於本集團僅參予定

額供款退休金計劃，採納準則第34號對財務報告概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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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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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前收購產生之商譽仍繼續保留於儲備內，並在有關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出售時，或商譽被釐定為減值

時於收入報表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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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金收入於有關租約期內以直線法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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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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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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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賬面值不會與按結算日之公平值釐定者出現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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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或停用一項資產之收益或虧損按出售所得款項與該資產之賬面值之差額釐定，並於收入報表內確認。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指以某一名稱營運餐廳之獨家權利，最初按成本計算，並於合約期內以直線法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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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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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面值，以確定該等資產是否已出現減值虧損跡象。倘一項資產之可收回數額估計低

於其賬面值，該項資產之賬面值會降至其可收回數額。減值虧損會即時確認為開支。惟有關資產根據另一項準則以重估值列

賬則除外，在此情況下，根據該準則，減值虧損被視為重估減值。

倘減值虧損其後被撥回，該項資產之賬面值會增至其可收回數額之經修訂估計數額，惟已增加之賬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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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面值。減值虧損之撥回會即時確認為收入。惟有關資產根據另一項準則以

重估值列賬則除外，在此情況下，根據該準則，撥回減值虧損被視為重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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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租約則列為融資租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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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租約

根據經營租約應收或應付之租金於有關之租約期分別記入收入報表或於收入報表內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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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包括直接原料及（倘適用）直接勞工成本，以及

將存貨運至目前之地點及達至目前之狀態所產生之經常費用。成本以加權平均法計算。可變現淨值指估計售價減市場推廣、

銷售及經銷之所有成本。

外幣

以外幣進行之交易最初按交易當日之㶅率記錄。以外幣計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乃按結算日期之㶅率重新折算。㶅兌外幣而引

致之盈虧於年內列為純利或虧損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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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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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之供款於應付時列為開支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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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銷售額 214,342 220,965

所提供服務 20,791 21,551

235,133 24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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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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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7. 其他營運收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60 180

租金收入減支出6,000港元 554 —

其他 1,436 2,562

2,050 2,742

8. 經營虧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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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 962

— 上年度超額撥備 — (200)

680 762

折舊及攤銷

— 自置資產 18,049 21,119

— 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 55 32

租賃樓宇之經營租約費用 35,645 37,561

職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10）及

退休褔利計劃供款（附註12） 81,633 86,565

為數4,13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9,442,000港元）之已確認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主要指附屬公司所營運之若干食肆之傢

俬、裝置及設備與陶器、器皿、亞麻製品及制服之減值。上述之傢俬、裝置及設備與陶器、器皿、亞麻製品及制服經已撇減

至經參考其淨售價釐定之可收回金額。於年結日後，該等食肆已停止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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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融資成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借貸 970 1,092

— 毋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借貸 541 773

— 融資租約 19 14

— 其他借貸 1,356 3,641

2,886 5,520

10. 董事酬金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執行董事 1,830 504

獨立非執行董事 533 196

2,363 700

支付予執行董事之其他酬金：

薪金及其他福利 542 84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7 49

569 896

2,932 1,596

董事酬金分為下列組別：

董事人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零港元至1,000,000港元 15 9



32

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11. 僱員報酬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五位最高報酬人士中概無（二零零二年：一位）本公司之董事，彼等酬金之詳情載於上文

附註10。其餘五位（二零零二年：四位）最高薪人士之報酬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3,464 3,57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73 179

3,637 3,754

在該五名人士中，其中一人為已於本年度辭任之董事，其董事酬金已於上文附註10披露。

僱員報酬分為下列組別：

僱員數目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零港元至1,000,000港元 4 4

2,000,001港元至2,500,000港元 1 —

5 4

1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606 3,852

減：已放棄之供款 (42) (598)

3,564 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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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有關薪金成本之5%供款予強積金計劃，該供款與僱員供款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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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續）

直至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集團運作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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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計劃概無任何放棄之供款額可用於扣除未來之應付供款。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已放棄供款總額約為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48,000港元），乃因僱員早前退出退休計劃而產

生並可用以扣減本集團於未來年度應付供款者。

13. 利得稅（費用）撥回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40)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04

(40) 104

香港利得稅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16%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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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未撥備遞延稅項之詳情列載於財務報告附註32。

14.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年度之虧損淨額24,34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9,088,000港元）與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355,981,504股（二零零二年：297,622,600股）計算。兩個年度之每股虧損已就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之股份拆細作出調整，詳情

載於財務報告附註29。

由於行使本公司之購股權將會降低每股虧損，故並無呈報每股攤薄後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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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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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34,760 206,429 3,325 2,437 246,951

添置 — 13,703 315 333 14,351

出售／撇銷 — (19,760) (131) (317) (20,208)

重估虧絀 (1,760) — — — (1,76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3,000 200,372 3,509 2,453 239,334

包括：

按成本 — 200,372 3,509 2,453 206,334

按二零零三年估值 33,000 — — — 33,000

33,000 200,372 3,509 2,453 239,334

折舊及攤銷／減值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 152,001 2,880 317 155,198

本年度撥備 768 17,105 231 — 18,104

出售／撇銷時抵銷 — (18,599) (99) (317) (19,015)

估值時抵銷 (768 ) — — — (768)

減值虧損 — 3,846 — 290 4,136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 154,353 3,012 290 157,655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3,000 46,019 497 2,163 8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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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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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0,000港元之租約土地及樓宇已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由獨立專業估值師忠誠測量行，按公開

市值基準重估。



35

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15. 物業、機器及設備（續）

租約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淨額為99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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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按歷史成本減累積折舊及攤銷後得出66,368,000港元（二零

零二年：67,89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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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33,000港元），乃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傢俬、裝

置及設備。

16.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 88,174

減：減值虧損 — (69,980)

— 18,194

於本年度，本集團進行重組。據此，本公司於環球文化飲食集團有限公司（前稱Everwin Capital Limited）（「環球文化飲食集團」

）之股權轉讓予本集團另一間全資附屬公司Global Mission Holdings Limited（「GMHL」）。因此，本公司於年終時僅持有1股GMHL

每股面值1美元之股份，佔100%之權益。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主要附屬公司詳情載於附註39。

17. 無形資產

千港元

本集團

成本及賬面值

於本年度內收購及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

無形資產指於營運餐廳時使用獨立第三者黃毓民先生之姓名之獨家權利。該成本將分三年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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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未合併之附屬公司權益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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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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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並容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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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計入本集團之財務報告內。

19.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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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下列聯營公司之權益：

註冊 主要 所持股份 權益

公司名稱 成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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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面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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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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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附屬公司欠款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屬公司欠款 357,471 414,876

減：準備 (356,632) (373,280)

839 41,596

21. 應收貿易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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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908 1,763

31至60日 117 27

61至90日 — 3

1,025 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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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5,023 5,809

31至60日 4,640 5,144

61至90日 717 1,435

10,380 1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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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欠一間關連公司之款項

本集團及本公司

關連公司為被視作本公司主要股東之黃振隆先生（「黃先生」）擁有實益權益之公司。

該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應要求價還。

24. 融資租約債務

本集團

最低租金 最低租金之現值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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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71 67

第二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206 291 191 261

291 376 262 328

減：日後融資費用 (29) (48 ) 不適用 不適用

租約債務之現值 262 328 262 328

減：列於流動負債項下

　　　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71) (67 )

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191 261

本集團之政策為根據融資租約租賃其傢俬、裝置及設備。平均租賃期為5年。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平均實

際借貸利率為6.26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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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融資租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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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銀行借貸（有抵押）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有抵押）包括：

銀行貸款 50,744 18,216

銀行透支 5,702 8,841

合計 56,446 27,057

減：列於流動負債項下於一年內

　　　到期之款項 (46,015) (12,713)

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10,431 14,344

上述銀行借貸之屆滿期如下：

一年內或應要求 46,015 12,713

一年以上但於兩年以內 4,109 3,906

兩年以上但於五年以內 6,322 9,678

五年以上 — 760

56,446 27,057

26. 其他貸款

本集團

該筆貸款乃有抵押、以年息一厘計息及須於一年內價還。

27. 一間關連公司提供之貸款

本集團及本公司

關連公司為被視作本公司主要股東之黃先生擁有實益權益之公司。

該筆貸款由黃先生擔保，以最優惠貸款利率加年息1.5厘計息，並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價還。



40

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3

28. 一名前股東提供之貸款

本集團及本公司

該筆款項乃欠本公司前主要股東Forever Rich Profits Limited之貸款。

該筆貸款乃無抵押、以最優惠貸款利率加年息一厘計息，並已於本年度全數償還。

29. 股本

普通股面值 普通股數目 款額

附註 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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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拆細 (2) 200,000,000,000 —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0.002 250,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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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股份 (3) 每股0.01 11,900,000 119

每股0.01 71,424,520 714

　股份拆細 (2) 285,698,080 —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0.002 357,122,600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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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股本（續）

附註：

(1)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舉行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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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面值0.1港元之已發

行股份中每股削減0.0995港元以削減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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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

每股面值0.0005港元之繳足普通股（「削減股本股份」）。每股面值為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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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削減股本產生之進賬計入本公司之實繳盈餘賬中，並用以抵銷本公司之累積虧損。

削減股本及股份拆細生效後，每20股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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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每股面值0.01

港元之每股當時已發行及未發行普通股拆細為5股每股面值0.002港元之股份。

(3)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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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股0.8港元之價格分別

認購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股份6,000,000股及5,900,000股。該等新股份與現有股份於所有方面享有同等權益。該項認購於二零零

二年四月八日完成。

30. 儲備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累積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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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48,794) (4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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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股份 9,401 — — 9,401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6,698) (6,698)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76,480 51,286 (232,987 ) (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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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前稱Everwin Capital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之基本綜合資產淨值與本公司根

據於一九九七年進行之集團重組所發行之股份面值兩者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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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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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亦可供分派予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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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儲備可供分派予股東。

31. 少數股東權益

本集團

於若干附屬公司之投資乃按於該等附屬公司各自之股權百分比，以本集團及少數股東之股本及貸款之方式作出。相對上，以

貸款方式作出之投資較以股本方式作出者重大，而全數金額被視為準股本。在該等情況下，該等附屬公司之虧損由少數股東

分擔，惟所分擔之虧損不得超逾彼等之股本及貸款投資之總金額。

32. 未撥備遞延稅項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未撥備遞延稅項資產之主要組成部份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項目形成時差導致之稅務影響：

折舊免稅額與會計折舊之差額 1,863 1,061

未運用之稅務虧損 29,772 28,545

31,635 29,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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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未撥備遞延稅項（續）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未撥備遞延稅項撥回數額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項目形成時差導致之稅務影響：

折舊免稅務與會計折舊之差額 802 3,838

稅務虧損 1,227 2,487

2,029 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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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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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之賬面值之詳情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約土地及樓宇 33,000 34,760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19 6,836

36,319 4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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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作出公司擔保及將銀行貸款抵押，以取得授予附屬公司之一般銀行融資。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已動用款額約為31,335,000港元。

35.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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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00港元（二零零

二年：283,000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資本承擔。

36. 購股權

根據在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根據本公司之股東於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通過書面決議案而採納之購

股權計劃（「舊計劃」）經已終止，再無任何其他效力。自舊計劃採納以來，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

本公司之現有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乃根據在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採納，其基本目的為給予董事及合資格僱員

獎勵。該計劃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六日期滿。根據該計劃，本公司之董事會可酌情將購股權授予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執行董事、供應商、客戶、顧問或諮詢人及合營夥伴或業務聯盟，以認購本公司之股份。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該計劃已授出但仍未行使之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數目為9,600,000股（二零零二年：無），佔

本公司於該日之已發行股本2.69%（二零零二年：無）。根據該計劃可授出之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總數，在未得本公司股東事

先批准前，不得超逾本公司於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之30%。於任何一年內可授予任何個人之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數目，在未

得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前，不得超逾本公司於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之1%。授予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購股權倘超逾本

公司股本之0.1%或其價值超逾5,000,000港元，必須事先獲得本公司股東之批准。

授出之購股權必須於授出日期起計21日內接納，並於接納時就每份購股權支付1港元。購股權於購股權授出日期起至該日後第

十週年當日止期間行使。行使價由本公司董事釐定，惟不會低於股份於授出日期在聯交所之收市價、股份於緊接購股權授出

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之平均收市價或股份之面值（以最高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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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購股權（續）

下表披露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之諮詢人所持有之購股權計劃詳情及該等所持購股權於本年度之變動：

於本年度授出

並於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行使價 仍未行使

董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至 0.27港元 7,200,000

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諮詢人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至 0.27港元 2,400,000

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9,600,000

於本年度，就董事接納獲授之購股權而收取之總代價為4港元（二零零二年：無）。

概無就於本年度授出之購股權之價值而在收入報表中確認任何費用（二零零二年：無）。

37. 經營租約

本集團及本公司作為承租人

於結算日，本集團於下列到期日就租賃物業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下之日後最低租金款項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5,623 28,633 492 —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2,818 16,309 — —

五年以上 760 — — —

49,201 44,942 492 —

經營租約款項即本集團及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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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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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經營租約（續）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年內賺取之物業租金收入為55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無）。賬面值為8,000,000港元而持作出租之租約土地及樓宇預期持續產

生8%之租金收益。所持之租約土地及樓宇於未來三年已有承諾之租客。

於結算日，本集團經已與一名租客就以下之日後最低應付租金訂約：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60 —

於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715 —

1,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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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生擁有實益權益之公司玉皇朝出版有限公司墊款合共5,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無）。該筆貸款由黃先生

擔保，以最優惠貸款利率加年息1.5厘計息，並須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償還。年內，並無償還該筆墊款，並已就

該筆墊款撥備應計利息約48,000港元。

(b) 年內，合共償還為數74,349,000港元予本公司之前主要股東Forever Rich Profits Limited（「Forever Rich」）。於上年度，

一名視作本公司前主要股東楊受成先生（「楊先生」）墊款合共22,670,000港元。該筆貸款乃無抵押，以最優惠貸款利率加

年息1厘計息，及並無固定之還款期。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為數合共61,302,000港元轉讓予Forever Rich。於去年，

Forever Rich墊款合共10,580,000港元。該筆貸款乃無抵押，以最優惠貸款利率加年息1厘計息，及並無固定之還款期。

於本年度，已就Forever Rich之該筆墊款撥備應計利息約1,082,000港元。於上年度，並無向楊先生或Forever Rich作出

償還，並已分別就該等墊款撥備應計利息約2,256,000港元及1,38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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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關連人士之交易（續）

(c) 本集團亦與一名被視為前主要股東之人士擁有實益權益之多間公司進行下列交易：

截至二零零三年 截至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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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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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2,449

　（附註1及5）

新報有限公司 已付廣告費 不適用 — 171

　（附註1及5）

瑋益有限公司 已付廣告費 不適用 — 42

　（附註1及5）

紀康有限公司 已付經營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日起 42 169

　（附註2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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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 — 600

　(Management) Limited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EIML」）（附註2及5） 　止期間，每月70,000港元；

　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起至

　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每月30,000港元

EIML（附註2及5） 已付專業顧問費及 不適用 130 548

　廣告代理佣金

Emperor Entertainment 已付宣傳費用 不適用 80 399

　Limited（附註3及5）

Strong Time Investments 已付經營租約租金 二零零二年四月六日起 297 —

Limited（附註4及5） 　每月市值租金41,000港元

　（不包括差餉）

Ulferts of Sweden 購買傢俬 不適用 — 67

　(Far East)

　Limited（附註2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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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關連人士之交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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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英皇科技擁有其70%間接權益之附屬公司，而楊先生被視為後者之主要股東。

2. 紀康有限公司、E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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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 Time Investments Limited為楊先生之妻子間接控制之公司。

5. 楊先生自Forever Rich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日完成出售股份予Super Empire Investments Limited後，已不再視作為本公司之主要

股東。

39. 主要附屬公司詳情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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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創建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100% 持有物業

環球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英屬處女群島 10,000美元 100% 投資控股

　（前稱Everwin Capital

　Limi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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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採購代理

Global Mission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投資控股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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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主要附屬公司詳情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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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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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de Dynasty 薩摩亞 1美元 100%* 投資控股

　Multi-Media Limited

啟田有限公司 香港 100港元 51% 經營食肆

Mass Success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投資控股

慶年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100% 持有物業

耀邦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100% 經營食肆

Royal Grace Limited 香港 100港元 51% 經營合資壽司吧食肆

Scorewell Investments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投資控股

State Wing Limited 香港 100港元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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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由本公司直接持有之附屬公司外，所有附屬公司均由本公司間接持有。

上表載列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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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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90,050 277,901 252,006 242,516 235,133

營業虧損 (133,209) (97,531) (67,061) (43,672) (21,173)

融資成本 (8,688) (6,046) (10,477) (5,520) (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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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除稅前虧損 (142,801) (110,351) (78,751) (49,192) (24,059)

利得稅撥回（費用） 918 (586) 652 104 (40)

除稅後虧損 (141,883) (110,937) (78,099) (49,088) (24,099)

少數股東權益 312 — — — (248)

本年度虧損淨額 (141,571) (110,937) (78,099) (49,088) (24,347)

每股虧損

基本 (1.07港元) (0.75港元) (0.39港元) (0.16港元) (0.07港元)

於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及負債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值 226,570 173,253 141,088 122,261 109,755

負債總額 (95,812) (131,970) (99,318) (129,579 ) (122,716)

少數股東權益 — — — — (9,184)

股東資金餘額（虧絀） 130,758 41,283 41,770 (7,318) (22,145)

附註：每股虧損之數字已按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之股份拆細而作出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