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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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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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 SEAS MERCANTILE HOLDINGS LIMITED 

四洲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74）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四洲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

績如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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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1,505,607    1,488,714 
 

銷售成本   (1,055,679)   (995,651) 
 

 
         

      
 

毛利   449,928    493,063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3 6,990    2,187 
 

銷售及分銷費用   (251,577)   (292,429) 
 

行政開支   (147,914)   (144,257) 
 

其他營運開支   (5,041)   (6,423) 
 

融資成本  4 (14,210)   (8,13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3,764    2,610 
 

 
        

      
 

除稅前溢利  2 & 5 41,940    46,613 
 

       
 

所得稅開支  6 (14,383)   (17,257) 
 

 
        

      
 

期內溢利   27,557    29,356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所有者   18,885    23,105 
 

非控股權益   8,672   6,251 
  

        

       
 

  27,557    29,356 
 

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8 4.9港仙    6.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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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27,557  29,356 
 

 
       

 

       
 

其他全面虧損         
 

將於往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        
 

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54,033 ) (77,040)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虧損  (2,090 ) (3,847)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除稅後    (56,123 ) (80,887)  

 
       

 

       
 

期內總全面虧損  (28,566 ) (51,531)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所有者  (35,921 ) (55,490) 
 

非控股權益  7,355 3,959 
 

       

    
 

 (28,566 ) (5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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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67,780  494,692  

投資物業   19,077  20,346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85,825  

使用權資產   527,205  -  

商譽   42,914  44,699  

其他無形資產   431  54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51,620  149,186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入賬的金融資產   30,779  30,780  

訂金   19,048  33,396  

遞延稅項資產   8,162  8,691  

      
      

非流動資產總值   1,267,016  868,155  

            

流動資產       

存貨   377,418  356,608  

應收貿易賬款  9 561,451  571,975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4,777  123,666  

可收回稅項   347  666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入賬的金融資產   39,266  41,76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77,567  590,979  

            

流動資產總值   1,710,826  1,685,65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       

應計負債  10 354,044  345,754  

須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   641,659  705,883  

租賃負債   131,505  -  

應付稅項   14,270  10,148  

            

流動負債總值   1,141,478  1,061,785  

            

流動資產淨額   569,348  623,87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36,364  1,49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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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須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   80,000  -  

租賃負債   336,458  -  

遞延稅項負債   16,581  17,466  

 
 

   
 

      

非流動負債總值   433,039  17,466  

 
 

   
 

      

資產淨額   1,403,325  1,474,560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所有者的權益       

已發行股本   38,425  38,425  

儲備   1,323,072  1,398,753  

 
 

   
 

      

  1,361,497  1,437,178  

非控股權益   41,828  37,382  

 
 

   
 

      

權益總值   1,403,325  1,47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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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6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除下列說明外，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

製基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若干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

月一日及後之會計期間必須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除下

列說明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之影響外，於本期間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對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或所作披

露並無重大影響。  

  



7 

1. 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15號經營租賃－優惠及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

律形式交易的內容。該準則載列確認、計量、呈列及披露租賃的原則，並要求承

租人根據單一表內模型將所有租賃入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項下出租人會

計處理方法與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大致上維持不變。出租人將繼續使用與香港會

計準則第17號相似的分類原則對所有租賃進行分類，分為經營租賃及融資租賃。

因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並無對本集團為出租人的租賃造成任何財務影

響。  

 

本集團採納經修訂追溯採納法（首次應用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此方法，該準則獲追溯應用，而首次採納的累計影響

作為對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保留溢利年初結餘的調整，而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資料不予重列，並繼續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呈報。  

 

租賃的新定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倘一份合約在一段時間內為換取代價而授出一項

可識別資產使用的控制權，則該合約是一項租賃或包含一項租賃。倘客戶有權從

可識別資產的使用中獲取絕大部分經濟利益及有權主導可識別資產的使用，則控

制權已予授出。本集團已選擇過渡時使用可行權宜方法，允許該準則僅可於首次

應用日期應用於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號並無識別為租賃的合約不予重新評估。因此，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的租賃定義僅應用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改的合

約。  

 

於包含租賃部分的合約開始或獲重新評估時，本集團根據其獨立價格將合約中的

代價分配予各個租賃及非租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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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性質  

本集團就不同物業持有租賃合約。本集團作為承租人先前根據租賃是否將資產所

有權的絕大部分風險與回報轉移予本集團的評估，將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及經營

租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本集團對所有租賃採用單一方法確認及計

量使用權資產與租賃負債，惟對低價值資產租賃（按租賃基準選擇租賃）與短期

租賃（按相關資產類別選擇）的兩項選擇性豁免除外。本集團已選擇不對 (i)低價

值資產租賃；及 (ii)於租賃期開始日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

租賃負債。相反，本集團於租賃期內按直線法將與該等租賃相關的租賃款項確認

為開支。  

 

對過渡的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租賃負債按剩餘租賃付款的現值確認，採用於二零一九

年四月一日的遞增借款利率進行貼現並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分開呈列為租賃負

債。   

 

使用權資產已根據賬面值確認，猶如該準則一直獲應用，惟遞增借款利率除外，

而本集團在該情況下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應用遞增借款利率。所有該等資產

均已就於該日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是否有任何減值作出評估。本集團選擇在

財務狀況表中單獨列示使用權資產。  

 

關於先前計入投資物業並按公平值計量的租賃土地及樓宇（即為賺取租金收入及

╱或資本增值而持有者），本集團已繼續將其計入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投資

物業，並繼續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按公平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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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對過渡的影響（續）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時，已選用以下可行

權宜方法：   

 

- 對租期自首次應用日期起十二個月內終止的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 對具有合理相似特徵的租賃組合使用單一貼現率  

- 對於包含延長╱終止租賃選擇權的合約，事後釐定租期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所產生的影響載列如下：  

 

  增加/(減少)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資產   

使用權資產 532,46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85,825 ) 

遞延稅項資產 (580 )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419 ) 

    

資產總值 

 

441,641 

 

   

負債   

租賃負債 463,76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592 ) 

    

負債總值 

 

459,170 

 

   

權益   

保留溢利 (14,783 ) 

非控股權益 (2,746 ) 

    

權益總值 

 

(17,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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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對過渡的影響（續）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租賃負債與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承擔

之對賬如下：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經營租賃承擔  434,116  

    

加: 未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確認的選擇性延期期間付款  91,039  

減: 有關短期租賃及餘下租期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

前終止的租賃承擔 

 

(38,734 

 

) 

       

 486,421  

   按遞增借款利率貼現之影響 (22,659 )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租賃負債 463,762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加權平均遞增借款利率  2.42%  

    

 

新會計政策概要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有關租賃的會計政策

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後以下列新會計政策所取

代：  

 

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於租賃開始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攤銷及任何減值

虧損計量，並就任何租賃負債的重新計量作出調整。使用權資產成本包括已確認

租賃負債金額、所產生的初步直接成本及於開始日期或之前已作出租賃付款減任

何已收取的租賃優惠。除非本集團合理確定於租賃期結束時取得租賃資產所有權，

否則已確認使用權資產於其估計可使用年期與租賃期的較短者按直線法計算攤  

銷。當使用權資產符合投資物業的定義時，則計入投資物業。相應的使用權資產

初步按成本計量，其後根據本集團「投資物業」政策按公平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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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對過渡的影響（續）  

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於租賃開始日按租賃期內租賃付款的現值確認。租賃付款包括固定付款

（包括視同固定付款）減去任何應收租賃優惠、取決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

款及預期在剩餘價值擔保下支付的金額。租賃付款亦包括本集團合理確定行使的

購買選擇權的行使價及支付終止租賃的罰款（倘租期反映本集團行使終止選擇  

權），並非取決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款在觸發付款的事件或條件發生的期

間內確認為開支。  

 

在計算租賃付款的現值時，倘租賃中隱含的利率不易確定，則本集團於租賃開始

日使用增量借款利率。於開始日之後，租賃負債的金額會增加，以反映利息的增

加，並減少租賃付款。此外，倘存在修改、指數或利率變化引起的未來租賃付款

變動、租期變更、視同固定租賃付款變更或購買相關資產的評估變更，則重新計

量租賃負債的賬面值。  

 

釐定有重續選擇權合約的租期時所用重大判斷   

本集團將租期釐定為不可撤銷租賃條款，倘能合理確定將行使延長租賃的選擇權，

租期還應包括該選擇權所涵蓋的任何期間，或在合理確定將不會行使終止租賃的

選擇權時，還應包括該選擇權所涵蓋的任何期間。   

 

根據若干租賃，本集團有權將物業租期延長一至三年。本集團於評估是否合理確

定行使重續選擇權時運用判斷。其考慮所有會對行使重續構成經濟誘因的相關因

素。於租賃開始日後，倘在本集團控制範圍內有影響其行使重續選擇權能力的重

大事件或情況變動，本集團將重新評估租賃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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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區域而劃分業務單位，並有以下兩個須予報告之經營分

部：  

 

(i) 香港分部從事製造及銷售小食、糖果、飲料、冷凍食品、火腿及火腿類產品、

麵食、零售小食、糖果及飲料、提供膳食服務，以及經營餐廳；及  

 

(ii) 中國大陸分部從事製造及銷售小食、糖果、飲料、冷凍食品、火腿及火腿類

產品、麵食以及經營餐廳。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之經營分部業績，以決定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分部表現

根據須予報告分部溢利╱虧損（即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方式計算）評估。

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算方法與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一致，惟利息收入、

股息收入及未分配收益╱（虧損），淨額、融資成本、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以及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則不撥入該項計算中。  

 

分部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可收回稅項、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按公平值透過

損益入賬的金融資產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此乃由於該等資產作為整體資產

進行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須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此乃由於該

等負債作為整體負債進行管理。  

 

各分部間之銷售及轉讓乃經參考與第三方交易之售價，按當時現行市價進行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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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續）  

  

香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大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總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  976,182   967,878  529,425 520,836  1,505,607   1,488,714   

內部銷售  13,309   8,324  84,932 86,045  98,241   94,369   
                 

              
 

 989,491   976,202  614,357 606,881  1,603,848   1,583,083   

對賬：                  

內部銷售抵銷            (98,241)        (94,369)    

 
               

 

                

收入            1,505,607   1,488,714   

 

            
 

              

             

分部業績  42,127   56,136  17,033  6,752  59,160   62,888   

              

對賬：                  

利息收入            3,376   3,705   

股息收入及未分配收   
 益／（虧損），淨額            178   (5,857 )  

融資成本            (14,210 )  (8,138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3,764   2,610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0,328 )  (8,595 )  

 
               

 

                

除稅前溢利            41,940   46,613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1,583,471   1,185,423  951,919  913,799  2,535,390   2,099,222   

                 

對賬：                

內部應收款項抵銷          (365,289 )       (367,475)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51,620   149,186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656,121   672,878   
                

 

              
 

資產總值            2,977,842   2,553,811   

 

            
 

               

             

分部負債  699,161   357,870  488,135 355,359 1,187,296   713,229   

              

對賬：                  

內部應付款項抵銷            (365,289) (367,475)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752,510   733,497   

 
               

 

                

負債總值            1,574,517   1,079,251   
                

 

                 

* 以上收入資料乃根據其客戶所在區域而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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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i) 收入分類資料       

       

 主要地區市場 :      

 香港    976,182  967,878 

 中國大陸    529,425  520,836 

       

    1,505,607  1,488,714 

       

 確認收益時間：       

 在某個時間點    1,505,607  1,488,714 

       

 於報告期初計入合約負債之當前報告期間已確認之收益金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貨品    4,254  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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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續）  

收入分析如下：（續）  

(ii) 履約責任       

       

 有關本集團履約責任之資料概述如下：  

       

 銷售貨品       

 
履約責任於貨品交付時獲履行，付款一般於交付起一至三個月內到期，就主

要客戶而言，可延長至四至五個月，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先付款。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交易金額分配至剩餘

履約責任 (未達成或部份未達成 )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4,732  4,254 

       

 預期所有剩餘的履約責任將於一年內獲確認。  

  

其他收入及收益 /(虧損 )，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3,376  3,705 
 

股息收入  4,678  1,014 
 

租金收入  736  647 
 

其他  2,700  1,276 
 

     

    
 

 11,490  6,642 
 

 

   
 

   
 

收益／（虧損），淨額    

攤銷遞延收益   -  2,416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入賬的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淨額  (4,500)        (6,871) 
    

 

    
 

 (4,500 )        (4,455)  

    
 

    
 

 6,990  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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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及信託收據貸款利息    8,546  8,138 

租賃負債利息    5,664  - 

      

   14,210  8,138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之成本    1,055,679  995,65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1,134  33,540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65,149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之攤銷    -  1,477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109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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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於香港所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 （二零一八年：16.5%）

之稅率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國家╱

司法管轄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香港      

期內稅項  9,611  11,764  

當期－其他地區    

期內稅項  4,794  6,814  

過往年度不足撥備  58  109  

遞延  (80 ) (1,430 ) 
    

 

    
 

本期之總稅項支出  14,383  17,257  
    

 

     

 

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共 999,000港元（二零一八年：436,000港元）已包括於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損益表之「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項內。  

  

7.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 3.0 港仙        

 （二零一八年：3.0 港仙）   11,528  1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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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具攤薄

潛力之已發行普通股份，因此並無就攤薄該等期間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作出調

整。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基準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使用之本公司       

 普通權益所有者應佔溢利   18,885  23,105 

      

   股份數目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使用之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384,257,640  384,25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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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賬期以信貸為主，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先付款。信貸賬期一

般為一至三個月，就主要客戶而言，可延長至最多四至五個月。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

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 個月內    198,513  213,610 

1 至 2 個月    120,065  99,408 

2 至 3 個月    80,391  101,937 

3 個月以上    162,482  157,020 

      

   561,451  571,975 

 

 

10.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包括應付貿易賬款結餘共 213,610,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83,102,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發票日期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 個月內    173,328  151,062 

1 至 2 個月    26,774  21,900 

2 至 3 個月    5,409  4,590 

3 個月以上    8,099  5,550 

      

   213,610  18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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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續）  

應付貿易賬款包括結欠本集團聯營公司之款項 46,246,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38,128,000 港元）及結欠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香港食品投資控股有限公

司的附屬公司之款項 197,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55,000 港元），彼

等一般按 30 至 60 日期限結付。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及一般按 30至60日期限結付。其他應付款項乃免息，信貸期平

均為三個月。  

 

11. 期後報告事項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 (「買方」 )與獨立第三方 (「賣

方」 )訂立售股協議，據此，賣方同意出售及買方同意購買一間於日本註冊成立之

公司宮田控股株式会社 (「目標公司」)之14股普通股股份及1股否決權股份 (「銷售

股份」，代價為10,000日圓（相等於約721港元）。買方可於 (i)二零二零年三月二

十三日；及 (ii)完成向目標公司之進一步盡職審查（以較早者為準）後五個營業日

內，要求賣方按行使價1,000日圓（相等於約72港元）出售 55股目標公司普通股股

份 (「購股權股份」 )予買方。  

 

銷售股份及購股權股份分別相當於目標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15%及55%。目標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乃日本著名零食及糖果經銷商。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買方與目標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借方」)訂立貸款  

協議，據此，買方提供免息貸款800,000,000日圓（相等於約57,685,000港元）予借

方。  

 

有關上述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之公告當中。  

 

  



21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為現金 3.0港

仙（二零一八年：3.0港仙），有關股息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五）當日派付

予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三）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

東。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三）

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

戶登記。為符合資格享有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

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

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

中心 54 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營業額為 1,505,607,000 港元（二零一

八年：1,488,714,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1%。本公司權益所有者應佔溢利為 18,885,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23,105,000 港元）。香港及國內業務表現平穩，香港地區營業額為

976,182,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967,878,000 港元），佔總營業額約 65%；國內地區營

業額為 529,425,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520,836,000 港元），佔總營業額約 35%。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根據有關的會計規定，在

過往年度，以銷售及分銷費用或行政開支入賬之租賃付款，於回顧期內，改為以使用權

資產之折舊而列支於各自的費用類別 65,149,000 港元及歸類為融資成本之租賃負債利息

5,664,000 港元入賬，於回顧期內，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而對本集團除

稅前溢利之負面影響大約為 2,700,000 港元，撇除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

而產生之影響後，即使受下文所述之負面外圍因素影響，本集團仍能保持與去年同期相

若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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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集團憑紮實根基，以及受惠於多元化的業務和銷售策略，於回顧期內穩步發展，維持市

場領導者地位。在回顧期內，雖然中美貿易戰持續，香港受到社會事件影響，市場持續

不明朗，因而影響市場狀況，但集團秉持穩中求變的精神，仍能提升集團的銷售金額及

積極把握機遇開拓業務，年內推出的日本品牌雪糕深受消費者歡迎，銷情理想，零食批

發業務亦持續增長。  

 

食品代理業務  

食品代理業務為集團核心業務之一，一直多元化發展，穩步上揚。憑藉出色的銷售策略

及眼光獨到的採購團隊，集團從世界各地，包括日本、韓國、泰國、印尼、馬來西亞、

新加坡、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美國和內地等地，搜羅品質上乘的食品，而代理的

食品亦種類繁多，如零食、雪糕、奶粉、即食麵、醬油、火腿及香腸等，並透過龐大的

分銷網絡銷售，包括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便利店、快餐店、批發商、  零售商、酒樓、

酒吧、酒店及航空公司等，為中港兩地的消費者提供各式各樣的環球美食。  

 

集團積極開拓日本雪糕在香港的市場，集團所銷售的日本雪糕產品包括「明治」、  

「樂天」、「固力果」、「井村屋」、「SEIKA」  和沖繩獨有的「BLUE SEAL」等著

名品牌，大受市場歡迎。集團會繼續物色更多知名牌子，為消費者帶來嶄新口味之餘，

更有助增加及推動業務銷售收益。此外，集團食品批發業務於香港及內地均持續增長，

消費者需求殷切，銷量節節攀升，為集團帶來盈利貢獻。  

 

食品製造業務  

集團製造多元化的食品，品質是信心保證，有口皆碑，符合國際標準，屢獲優質食品認

證，全賴嚴謹的質量控制，以及現代化的生產監控系統。集團成功取得「HACCP」、「 ISO 

9001」、「 ISO 22000」和「GMP」系統認證，並獲香港 Q 嘜計劃 30 年以上認證之「Q 嘜

准用證」及獲「香港品質保證局」頒發的《食油註冊計劃同行者認證》，食品質素深受

市場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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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食品製造業務(續) 

集團在香港及內地設有 18 間廠房，製造一系列各式各樣的特色食品，配合一站式的生產

及銷售模式，迎合不同市場的需要，鞏固集團在食品業內的領先地位。卡樂 B 四洲於將

軍澳工業邨擴建廠房後，食品生產效率及產量均大大提高，讓集團更能靈活配合食品市

埸的需求。  

 

零售及餐飲業務  

零售及餐飲業務方面，集團不斷追求創新，務求提供多元化的餐飲體驗。「零食物語」日

本零食專門店街知巷聞，為消費者帶來美味的日本潮流小食，今年更開始在部分店舖加

設日本雪糕店，以提供不同選擇，刺激消費者味蕾，未來亦會進一步擴大有關業務規模，

在更多「零食物語」店推出。此外，集團成功與便利店合作，在其銷售點加設雪糕專櫃，

好評如潮，讓消費者能隨時隨地享用日本雪糕，為集團帶來增長。而「YOKU MOKU」

曲奇餅店及專門售賣特色零食的「Calbee PLUS」概念零食店亦廣受好評，深受消費者喜

愛。  

 

中日食肆方面，「功德林」上海素食銅鑼灣店榮獲米芝蓮指南 2019 的米芝蓮餐盤榮譽，

而於二零一八年引入香港的大阪米芝蓮二星名店「壽司芳 Sushiyoshi」亦備受食客青睞，

座無虛席。另一方面，集團於香港經營「四季●悅」日本料理於回顧期內在九龍灣開設了

分店。於國內廣州市經營的「泮溪」園林酒家和「壽司皇」日本迴轉壽司餐廳，提供卓

越餐飲及優質管理服務，深受當地市民歡迎。  

 

集團於二零一五年成功收購美利飲食服務有限公司（「美利」），進一步豐富集團的食品服

務。美利是一家學校飯盒及小賣部服務供應商，與九十多家中小學合作，為學生們提供

美味、健康及營養豐富的午膳及食品。有賴本地學校及家長的支持，美利的業務於回顧

期內得到比較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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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集團品牌發展  

四洲集團是香港著名食品品牌，創立於一九七一年，家傳戶曉，一直致力於滿足不同年

齡層的客戶和市場需求。同時，品牌在內地亦廣受消費者愛戴，在市場上佔一席位。集

團多年來恪守安全、優質、美味的原則，秉承對品質嚴謹的態度，以「食得放心、食得

開心」為一貫宗旨，業務涵蓋廣泛，產品種類豐富，為品牌建立穩健基礎。  

 

集團扎根香港，面向內地，放眼世界。隨著市場及科技的進步，集團穩步向前發展，為

消費者帶來新鮮體驗，在零食種類當中推陳出新，帶領零售潮流。集團於未來繼續拓展

內地業務，不單扮演內地與世界的「零食中介人」角色，將優質食品引入內地，為內地

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亦會把內地食品帶到海外，積極拓展國際市場。  

 

企業社會責任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為集團對社會的承諾及集團精神。作為香港社會一份子，集團

熱心參與各項社會服務，致力推動關愛和諧精神，履行社會責任。集團透過贊助各個團

體的活動，包括少年警訊、學校、護老及婦女組織、街坊褔利會及社團聯會等，將四洲

食品推展至社會各個界別，積極為公益作出貢獻。  

 

期內，集團及旗下業務亦獲獎無數，獲得 Mediazone 頒發《香港最佳價值服務大獎 2019》；

卡樂 B 四洲有限公司榮獲 7-Eleven 便利店頒發《2018 最喜愛便利品牌大獎》；集團旗

下之日本料理餐廳「壽司芳 Sushiyoshi」入選香港經濟日報《The MENU 2018》香港及

澳門高級食府指南，更獲選為《2018 矚目登場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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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發展  

集團以「立足香港，面向內地，放眼世界」為發展方針。集團以香港業務為基礎，努力

擴展香港業務的同時，亦積極拓展充滿潛力的內地市場，穩中求變，維持市場領導者的

地位。  

 

集團近期收購了日本著名零食及糖果經銷商宮田控股株式会社的 15%股份。是次交易不

但能加強集團與宮田控股的合作，在資本、資源及技術方面與宮田控股的優勢相互結合，

發揮協同效應，更有助集團擴大食品分銷業務，為業務帶來持續增長。  

 

 

香港業務  

集團作為行業領導者，一直致力為消費者帶來環球美食，提供質優味美的高水準食品。

集團業務範圍涵蓋不同層面，從食品代理、生產、零售到開設食肆，繼而建立自家品牌，

務求為香港美食愛好者帶來驚喜與創新。在銷售食品層面上，集團不斷引進優質品牌，

當中日本零食已經成為香港消費者的至愛食品。集團於年內更破天荒引入日本多個雪糕

品牌，包括「明治」、「樂天」、「固力果」、「井村屋」、「SEIKA」、沖繩獨有的

「BLUE SEAL」以及日本各地的美味雪糕等，除「零食物語」日本零食專門店外，更成

功擴展至便利店銷售，使消費者能更方便買到心頭好。集團未來會繼續循這方向，開展

食品業務，鞏固其在香港的領導角色。另外，集團亦會進一步向批發業務發展，擴張銷

售網絡，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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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發展（續）  

內地業務  

集團積極拓展內地市場，除了國際食品的電子商貿及貿易進出口業務外，更利用自家於

內地擁有生產廠房的優勢，擴展自家品牌，產品廣受消費者歡迎，銷售網絡遍布各地。

集團作為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首批掛牌企業之一，配合國家今年年初推出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為國際食品的貿易進口及電商業務加添增長動力。另一方面，集團於內地的

食品交易平台表現穩定，內地顧客對優質食品需求持續上升，電子商貿平台如淘寶、天

貓、天貓國際及京東等，均能讓內地消費者隨時隨地選購喜愛的四洲零食。集團將會繼

續於內地推廣自家及其他代理品牌，拓展批發業務，並通過積極進取的市場策略，增加

集團於內地市場的佔有率，創造更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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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流動現金及主要往來銀行授出之信貸作為業務之融資。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 577,567,000 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擁有銀行信貸額共 2,327,385,000 港元，其中 31% 經已動用。本集團於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負債資本比率為 53%，亦即銀行借款總額與本公司權益所有者

應佔權益之比例。本集團之銀行借款以港元、日圓及人民幣為結算貨幣，並主要為根據

當時通行市場息率之信託收據貸款及銀行貸款（「須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分類為

流動負債之須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須按要求或於一年內償還，而分類為非流動負債之須

繳付利息之銀行貸款須於第二年至第三年內償還。  

 

員工聘用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聘用員工總數約3,300人。僱員薪酬一般參考市場條款

及個別資歷而釐定。薪金及工資一般按表現及其他相關因素而作每年檢討。  

 

本公司上市證券之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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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提升股東的投資價值及保障股東權益。本公司董

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

之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中所列的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事項除外：  

 

守則條文第 A.4.1 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 A.4.1 條，非執行董事應有特定委任期，並須膺選連任。  

 

現時，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特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

則（「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上輪席告退及膺選連任。因此，董事會

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不低於企管守則之有關規定。  

 

守則條文第 A.4.2 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 A.4.2 條，所有獲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之董事應由股東於彼等獲委任後

首次股東大會上推選。每名董事（包括有特定委任期者）應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任何獲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之董事將留任至下屆股東周年大會，其

後將合資格膺選連任。董事會認為，由於鮮有出現臨時空缺，加上委任人選填補臨時空

缺與緊隨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相隔時間甚短，故有關偏離事項不屬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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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 所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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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公司操守守則（「操守守則」）。經向本

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們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一直遵守操守守則所規定之買賣標準。  

 

本公司亦已按可能擁有本公司內幕消息之僱員進行不遜於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之條款訂

定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守則（「僱員守則」）。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本公司並無獲悉僱員未有遵守僱員守則之情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包括全部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計為梁美嫻女士（審核委員會主

席）、陳玉生先生及木島綱雄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並已與管理層討論有關本集團採納之會

計政策及準則、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  

 

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的公佈  

本公告已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之網站

www.fourseasgroup.com.hk 內。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資料）將會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登載於以上網站。  

  



30 

鳴謝  

董事會向一直全力支持本集團的各股東、業務夥伴及員工致以衷心謝意。  

 

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執行董事戴德豐先生、胡美容女士、戴進傑先生、文永祥

先生、胡永標先生及藍志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美嫻女士、陳玉生先生及      

木島綱雄先生。  

 

 

 

代表董事會  

四洲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戴德豐  GBM GBS SBS 太平紳士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