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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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AK FAH YEOW INTERNATIONAL LIMITED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9）

二零零九年全年業績公佈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2 107,959 113,802

其他收入 3 632 647
其他收益淨額 464 286
製成品存貨變動 238 (944)
所用原料及消耗品 (21,245) (22,624)
員工成本 (23,374) (21,215)
折舊及攤銷開支 (3,571) (3,584)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649 (10,455)
出售持有至到期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755 –
其他營運支出 (25,064) (28,191)

未計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及物業之
 公平值變動之營運溢利 40,443 27,722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收益（虧損）淨額 2,491 (7,992)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虧損） 26,716 (32,128)

營運溢利（虧損） 69,650 (12,398)

財務成本 4 (1,464) (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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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68,186 (19,092)

稅項 5 (8,619) (2,2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虧損） 59,567 (21,339)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736 (1,355)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及扣除稅項的
 影響5,801,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2,521,000港元）後
 之盈餘（虧損） 29,357 (12,220)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所產生
 之匯兌差異 9,123 (31,230)

換算與海外附屬公司之公司間結餘所
 產生之匯兌差異 (4,398) 16,1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除稅後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34,818 (28,63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收益
 （虧損）總額 94,385 (49,972)

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22.9仙 (8.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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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一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註釋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68,577 132,948 196,072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5,839 103,948 121,847
持有至到期之金融資產 – 33,578 –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6,140 5,691 6,111
 

310,556 276,165 324,030

流動資產
存貨 7,785 9,573 13,720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 42,587 35,733 33,486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31,320 19,168 28,221
已抵押銀行存款 6,969 16,523 33,56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2,383 31,761 17,815

 121,044 112,758 126,811

流動負債
有抵押短期銀行借貸 54,897 85,757 65,386
有抵押長期銀行借貸之即期部分 1,790 1,754 1,521
遞延收入之即期部分 29 21 –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2,915 11,804 10,181
應繳稅項 3,103 1,581 874
應付股息 5,153 4,199 6,766

 77,887 105,116 84,728

流動資產淨值 43,157 7,642 42,08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53,713 283,807 366,113

非流動負債
有抵押長期銀行借貸 18,552 20,342 22,246
遞延收入之長期部分 4,336 3,108 –
長期服務金準備 2,150 1,900 1,400
董事退休福利準備 9,212 8,514 8,267
遞延稅項 20,443 11,937 16,500

54,693 45,801 48,413

資產淨值 299,020 238,006 317,70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985 12,985 13,000
儲備 286,035 225,021 304,700

總權益 299,020 238,006 31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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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此等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與二零零八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採納╱提早採納以下新訂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會計政策的變更及披露

（a) 以本年度內已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財務報表列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規定與所有者的交易在修訂後的股益變動表中與所有其他
收入和支出分開呈列。但修訂後的準則允許非所有者權益變動顯示在一個單一的報表
（全面收益表）或兩份報表（損益表和其他全面收益表）。本集團已選擇準備單一報表。
此外，修訂後的準則要求，當比較資料需要重列或重新分類，除了當期和比較期間於
年底之財務狀況表外，比較期間期初之財務狀況表亦應呈列。由於本集團因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7條（見註釋1(b)），已重列比較資料，因此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之財務狀況表已在這些綜合財務報表中呈列。

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該標準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要求分部資料根據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
策者用以評估經營部門之表現及調配資源的內部資料予以報告，以取代香港會計準則
第14號所要求之主要和次要分部報告。本集團已確定，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所
呈報之經營部門與原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確定的相同。採用該準則對本集團之
財務狀況或業績並沒有任何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要求額外披露關於公允價值計量和流動性風險。公允價
值計量的披露載於財務報表內，而流動性風險的披露並沒有因修訂而有重大影響。本
集團採用該修訂的過渡性條文，就新規定對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的披露，不提供比
較資料於財務報表中。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8)之改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8年）之改善載有一些準則之改進，旨在消除不一致和澄清準則
內的措辭。採用這些改進導至本集團會計政策的細項上有不少之改變，而只有香港會
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之修訂所述被認為對本集團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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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8條之修訂規定廣告和促銷活動的開支，一旦公司有權接觸該商品或
者接受該服務，應被確認為一項費用。採用上述修訂，對財務報表並沒有重大影響。

(b) 提早採納適用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了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供本集團提早在本會計
期間採納。其中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租賃土地及樓宇分類之修訂，乃根據「財
務報告準則(2009年）之改善（「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適用於本集團的財務報
表，本集團已選擇提早在本會計期間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刪除其中具體規定土地租賃應歸類為經營租賃，除非土
地所有權預計在租期結束時轉讓。新修訂提供了新的指導，指示公司應該按照載於香
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標準，用判斷來決定該租賃是否轉移了與土地所有權有關的重大
風險和回報。公司應於修訂採納日，按融資租賃訂立時之資料，重新評估未到期租賃
土地的分類。新修訂亦確認如果融資租賃之條件達到，一個租約重新歸類為融資租賃
時，須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錯誤的標準追溯適用。

在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時，本集團已重新評估現有的土地租賃安排，儘管在
租賃期完結時，業權不會轉讓，仍認為這種安排巳將其資產擁有權之絕大部份報酬及
風險轉嫁予本集團。因此，本集團租賃土地之預付租賃款項已追溯重新分類至物業，
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及樓宇已按本集團自用租賃土地及樓宇的會計政策，以公允價
值列賬。遞延稅項撥備因租賃土地公允價值的變化而產生之暫時性差異，巳作出修改。

由於本集團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導致追溯應用會計政策，並重列在
財務報表中之某些項目，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財務報表列報」，該集團已提
交了一份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之附加財務狀況表及有關注釋，反映本集團呈報之
最早比較期間的期初財務狀況。

下表披露按照修訂對於以前巳公佈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和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財務狀況表和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之全面收益表內每個項目的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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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對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和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表之影響：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新政策   新政策
 如前呈列 影響 重列 如前呈列 影響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548 71,400 103,948 30,897 90,950 121,847

租賃土地之預付租賃款項 39,097 (39,097) – 39,585 (39,585) –

其它非流動資產 172,217 – 172,217 202,183 – 202,183

 243,862 32,303 276,165 272,665 51,365 324,030

流動資產 112,758 – 112,758 126,811 – 126,811

流動負債 105,116 – 105,116 84,728 – 84,728

流動資產淨值 7,642 – 7,642 42,083 – 42,08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51,504 32,303 283,807 314,748 51,365 366,11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7,689 4,248 11,937 9,004 7,496 16,500

其它非流動負債 33,864 – 33,864 31,913 – 31,913

 41,553 4,248 45,801 40,917 7,496 48,413

資產淨值 209,951 28,055 238,006 273,831 43,869 317,70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985 – 12,985 13,000 – 13,000

儲備 196,966 28,055 225,021 260,831 43,869 304,700

總權益 209,951 28,055 238,006 273,831 43,869 31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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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對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全面收益表之影響：

  新政策
 如前呈列 影響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計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及物業
 之公平值變動之營運溢利 27,722 – 27,722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虧損淨額 (7,992) – (7,992)

投資物業之重估虧損 (32,128) – (32,128)

撥回投資物業以外之物業重估虧損 3,789 (3,789) –

營運虧損 (8,609) (3,789) (12,398)

財務成本 (6,694) – (6,694)

除稅前虧損 (15,303) (3,789) (19,092)

稅項 (2,886) 639 (2,2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 (18,189) (3,150) (21,339)

其他全面虧損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355) – (1,355)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及扣除稅項的
 影響後之盈餘（虧損） 444 (12,664) (12,220)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
 所產生之匯兌差異 (31,230) – (31,230)

換算與海外附屬公司之公司間結餘
 所產生之匯兌差異 16,172 – 16,1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除稅後
 其他全面虧損 (15,969) (12,664) (28,63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34,158) (15,814) (49,972)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7.0)仙 (1.2)仙 (8.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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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對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表及全面收益表之影響：

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引致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76,017,000港元，即
從租賃土地之預付租賃款項39,097,000港元的重新分配及租賃土地及樓宇土地部份之重
估盈餘36,920,000港元，加上有關的遞延稅項影響。而其對本年度純利並無影響。

2. 經營分部資料
管理層根據首席營運決策人－執行董事們，在作戰略性決策時所審閱之報告，確定了經營分
部之分類。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按其經營性質，分開建立及管理。本集團現時分為三個經營業
務如下：

a) 製造及銷售和興品牌產品－銷售和興品牌產品

b) 物業投資－從集團位於香港，新加坡及英國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c) 財資投資－本集團銀行存款及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

本集團的每個經營業務，代表一個戰略業務單位，其風險和回報均有別於其他經營業務。

執行董事們將根據分部所得稅及財務費用前之利潤或損失以評估經營部門業績和分配分部間
之資源，而這些資料的編制基礎，與財務報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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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製造及銷售
和興品牌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產品 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97,240 8,736 1,983 107,959

分部業績 37,646 34,614 9,057 81,317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11,667)

營運溢利   69,650
財務成本   (1,464)

除稅前溢利   68,186
稅項   (8,619)

  

年度溢利   59,567
  

資產
分部資產 197,919 169,206 64,063 431,188
未能分配集團資產 412

綜合總資產   431,600

負債
分部負債 12,666 43,311 37,829 93,806
未能分配集團負債   38,774

綜合總負債   132,580

其他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註釋） 304 – – 304
折舊開支 3,571 – – 3,571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 – 26,716 – 26,716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35,158 – – 3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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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製造及銷售
和興品牌 物業投資－ 財資投資－

產品 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對外銷售收益 99,301 10,249 4,252 113,802

分部業績 33,614 (22,679) (13,131) (2,196)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10,202)

營運虧損    (12,398)

財務成本    (6,694)

除稅前虧損    (19,092)

稅項    (2,247)

年度虧損    (21,339)

資產
分部資產 162,272 134,294 91,975 388,541

未能分配集團資產    382

綜合總資產    388,923

負債
分部負債 12,280 71,652 40,645 124,577

未能分配集團負債    26,340

綜合總負債    150,917

其他資料
添置非流動資產（註釋） 426 – – 426

折舊開支 3,584 – – 3,584

投資物業之重估虧損 – (32,128) – (32,128)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損 (14,741) – – (1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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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業務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中國其他地區、東南
亞、北美洲、英國及歐洲（不包括英國）。本集團之生產業務位於香港。物業投資及財資投資
則於多個地區進行。

下表提供一個本集團按地理位置的經營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對外銷售收益 營運業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香港 52,683 54,049 38,786 10,453

中國其他地區 28,432 31,806 6,774 6,502

東南亞 11,948 11,704 6,528 (5,136)

北美洲 6,423 5,262 2,978 1,832

英國 6,415 7,886 18,099 (17,619)

歐洲（不包括英國） 1,223 2,396 6,690 (608)

其他 835 699 421 1,440

未能分配集團開支 – – (10,626) (9,262)

107,959 113,802 69,650 (12,398)

下表提供一個本集團按地理位置的非流動資產之分析：

非流動資產（註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04,539 156,448

中國其他地區 – –

東南亞 5,105 4,838

北美洲 – –

英國 94,772 75,610

歐洲（不包括英國） – –

其他 – –

304,416 236,896

註釋：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遞延稅項資產及員工受聘後的福利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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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投資：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517 634

其他 115 13

632 647

4. 除稅前溢利（虧損）
此項目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成本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透支及
 其他借貸之利息 1,038 6,127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426 567

1,464 6,694

(b)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460 500

存貨成本 32,980 35,119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487 518

廣告位營運租賃支出 158 196

扣除開支278,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581,000港元）
 後之投資物業租金收益 (8,458) (9,668)

專利費 242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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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零八年：16.5%）計算。海外稅項
乃以年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撥出準備。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開支包括： （重列）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4,939 4,040

海外稅項 975 249

5,914 4,289

遞延稅項
本年度 2,705 (1,100)

稅率變動之應佔部份 – (942)

2,705 (2,042)

8,619 2,247

6. 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6.65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5.80港仙） 17,270 15,076

末期股息每股6.20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6.20港仙） 16,101 16,101

特別末期股息每股2.50港仙（二零零八年：無） 6,493 –

39,864 31,177

結算日後建議派發之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
准作實。有關股息於結算日尚未確認為負債。

7.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59,567,000港元（二零零八年（重列）：
虧損21,339,000港元）及於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為259,700,000股（二零零八年：
259,929,000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內並無具攤薄潛力而未發行
之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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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項（註釋8(a)） 19,206 17,485

應收票據 18,700 14,140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681 4,108

42,587 35,733

8(a) 本集團為其客戶提供介乎30日至240日之信貸期。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11,656 9,937

31-60日 6,601 2,702

61-90日 949 4,845

超過90日 – 1

19,206 17,485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逾期而未無減值之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收賬項結餘中包括賬面值為172,000港元已
經逾期之應收款惟本集團並無考慮為其減值，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此等應收款項之平均賬齡為40日。

並無逾期亦無減值之應收賬項是與並無拖欠還款記錄之廣泛客戶有關。

9.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項（註釋9(a)） 2,083 1,988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0,832 9,816

12,915 1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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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所有應付賬項預期於一年內結清。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30日 504 1,646

31 - 60日 1,192 342

61 - 90日 194 –

超過90日 193 –

2,083 1,988

10. 資產抵押
本集團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銀行存款及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已按
予銀行，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94,65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35,086,000港元）銀行信貸（包括
銀行借貸）之抵押，截至結算日已動用其中75,23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07,853,000港元）。

本集團已作抵押之資產之賬面值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租賃土地及樓宇 68,000 48,000

投資物業 94,772 75,610

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23,409 12,067

銀行存款 6,513 16,199

192,694 151,876

此外，45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24,000港元）之若干銀行存款及3,479,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2,610,000港元）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已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15,600,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15,600,000港元）之備用銀行信貸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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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概況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總營業額10,800萬港元，較
去年減少5.1%。未計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及物業之公平值變動之營運溢利為
4,040萬港元，增加45.9%，該等增加反映出本集團部份銀行存款之計值外幣轉換改
善以及營運和生產成本的控制。股東應佔利潤為5,960萬港元，增加379.1%，大部
份因為本集團投資物業及證券投資之公平值增加所致。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6.2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6.2港仙）及特別末期股息
每股2.5港仙（二零零八年：無），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作實。
連同已經宣派之中期股息每股6.65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5.8港仙），二零零九年
之股息合共為每股15.35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12.0港仙）。

全球經濟於本年首季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隨着世界各地政府採取不同的政策措
施，本年第二季全球金融市場漸漸變得穩定。下半年此一市場氣氛獲得進一步改
善，帶領金融及物業市場整體改善。在這環境下，本年度本集團「和興」品牌之產
品營業收入較去年溫和下降，主要是中國大陸及香港市場的貢獻減少。年內，本集
團維持現有產品之市場滲透策略，並投入更多市場力度在和興活絡油及福仔239系
列（白花油－清幽），本集團已看見消費者的認知程度增加。本年本集團開始在新
加坡分銷和興活絡油，為該產品之新市場。本集團本年亦在加拿大開始新的獨家
經銷商，希望未來數年滲透本集團產品進入主流市場，目的是延伸本集團之市場
至該處。白花油產品在印尼之產品許可申請工作仍然繼續，及得到當地權力機構
批准後，本集團期望二零一零年秋季恢復銷售。本集團亦已在緬甸遞交產品許可
證之申請，將在一個有潛力之新市場開展業務。

全球金融及物業市場於本年度下半年全面改善，令到本集團物業及證券投資之公
平值呈現有利影響。基於本集團現在長期持有投資物業之策略，本集團維持平穩
之租金收入，雖然本集團經歷因為轉換海外租金收入之平均匯率下跌，而令整體
收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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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各國政府採取龐大的財政刺激計劃以及寬鬆的貨幣政策，有助於金融市場穩定及
改善市場氣氛。全球經濟前景展望仍然不明朗，故本集團將堅持審慎之財資投資
及流動資金管理。

本集團緊隨現在之策略，為現有產品滲透市場以及發展新市場。市場滲透方面，本
集團考慮擴展在美國之銷售網絡，並相信此擴展網絡將是增長的動力。本集團亦
多點集中在中國大陸廣東省以外之其他地區，透過參加主要城市不同的直銷展覽
會和派發樣本推廣。市場發展方面，本集團初步時間表計劃於二零一零年秋季，在
泰國開始銷售和興活絡油。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局，藉此機會對本集團員工全情投入工作，及投資者和商業伙伴
一直的支持表示謝意。本人並對二零零九年十月逝世之本公司前非執行董事關超
然先生，對其為本公司寶貴的貢獻，致以衷心謝意。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概要

由於銷售「和興」品牌產品、租金收入以及財資投資收入所帶來之貢獻下降，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營業額減少5.1%至107,959,000港元（二
零零八年：113,802,000港元）。

本集團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為26,71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減值32,128,000港元），
其中10,249,000港元之盈餘（二零零八年：減值23,897,000港元）與本集團於英國之投
資物業有關。

儘管所有營業分部之貢獻減少，由於金融市場之改善，令我們之上市投資公允值
變化具有正面影響。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擁有人應佔溢利約59,567,000港元（二
零零八年：虧損21,339,000港元（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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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年度提早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引至重估其他物業（於其他全面
收益列賬）之本年度淨重估盈餘為29,357,000港元（二零零八年：虧損12,220,000港元
（重列））。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擁有人應佔之總全面收益約94,385,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虧損49,972,000港元（重列））。

生產及銷售「和興」品牌產品

銷售「和興」品牌產品之收入減少2.1%至97,24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99,301,000港
元）。

香港繼續成為「和興」品牌產品之主要市場，佔分部收入約53.8%（二零零八年：
53.8%）。中國大陸則佔約28.0%（二零零八年：30.8%）。香港及中國大陸之貢獻較
去年減少，菲律賓及美國之貢獻取得改善，而其他海外國家之貢獻無重大改變。

分部利潤增加12.0%至37,64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3,614,000港元（重列）），主要
由於營運及生產成本減少，特別是廣告及宣傳費用。

物業投資

本分部收入減少14.8%至8,73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0,249,000港元）。是項轉變主
要因為兌換海外租金收入之平均匯率下跌所致。

由於全球物業市場復甦，有關本年度本集團已確認之物業投資淨重估盈餘為
26,71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減值32,128,000港元）。結果該分部利潤增長252.6%至
34,61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虧損22,679,000港元（重列））。

本集團在英國、新加坡及香港地區置有若干投資物業。本集團計劃長期持有該等
物業，而該等物業帶來之租金收入繼續為本集團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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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資投資

本分部之收入減少53.4%至1,983,000港元（二零零八年：4,252,000港元），此乃主要由
於從債券賺取的利息收入減少，以及用作兌換外匯利息收入之平均匯率減少。無論
如何，金融市場的改善令到此分部有較佳之表現。該分部業績利潤增加至9,057,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虧損13,131,000港元），主要歸因於上市投資之公允價值出現有
利之變化，及以外幣計值之銀行存款匯率之有利變化，惟被上述之利息收入減少
部份抵銷。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減少5,230,000港元(78.1%)至1,464,000港元，主要由於年內償還銀行貸款，
以及市場利率和較之於去年兌換外幣利息支付之平均匯率下降所致。

稅項

本年度稅項由2,247,000港元（重列）增加至8,619,000港元，主要因為香港附屬公司
應課稅經營溢利增加，及因為於香港之投資物業重估有關之遞延稅項撥備增加。

財務資源與庫務政策

本集團繼續堅守審慎庫務政策。負債資產比率（計息借貸除以總股東資金）於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5.2%（二零零八年：45.3%（重列））。本集團總銀行借貸為
75,23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07,853,000港元），主要以英鎊、日圓及港元列值，
並以浮動利率計息。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1.6（二零零八
年：1.1）。本集團持有足夠手頭現金、可銷售證券及可動用銀行信貸，以切合其短
期負債、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業務交易均以港元及美元進行。部分租金收入是從英國來的，並以
英鎊結賬。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借貸貨幣主要為英鎊、日圓及
港元。本集團另有外幣股票及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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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認為只要美元與港元仍然掛鉤，對美元的外匯波動風險並不重大。本年度
除美元匯率相對穩定，以及日圓及其相關資產用作抵押借貸外（如下文所述），本
集團與海外證券之投資及銀行結存有關之外匯風險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合共約為34,8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74,600,000港元），或佔本集團總資產約8.1%

（二零零八年：19.2％（重列））。本集團亦因為英國的物業投資而有約57,400,000港
元（二零零八年：8,400,000港元）的外匯風險（扣除相關借貸）。

借貸均以港元或相關已抵押資產之貨幣計值，淨外匯風險指外幣借貸以日圓計值
超逾其相關資產，約11,9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約12,700,000港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值約192,7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151,900,000港元（重列））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銀行存款及證券已予
抵押，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約94,7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35,100,000港元）銀行
信貸額之抵押，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動用其中約75,200,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107,900,000港元）。

此外，總賬面值為數3,9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900,000港元）之若干銀行存款以
及於損益賬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已予抵押，作為本集團取得為數15,600,000港
元（二零零八年：15,600,000港元）之備用銀行信貸額之抵押。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僱用99名（二零零八年：101名）僱員。
本集團按年審閱薪酬並參考市況及個人表現釐定僱員及董事薪酬組合。除支付薪
金外，本集團亦向合資格僱員提供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津貼及教育津貼。本公
司亦為本集團之董事及合資格僱員之福利設有購股權計劃。自採納有關計劃以來
未有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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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充資料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及截至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業績。

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之初步公佈數字已獲本集
團之核數師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符合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初稿所載數額。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在這方面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
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委聘審閱準則或香港委聘保證準則所
指之保證，因此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對本初步公佈並不作出保證。

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6.2港仙（二
零零八年：6.2港仙）及特別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二零零八年：無）（倘於即將舉行
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予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之股東。股息單將約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二）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收取建議之末期股息及
特別末期股息的資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十四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處：卓佳標準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買賣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
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採納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中之所有條文作為其自身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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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述之情況外，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一直遵守
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顏為善先生從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起承擔本公司主席及署理行政總裁職責。
儘管此兩角色均由同一位人士所擔任，其部份責任由執行董事分擔以平衡權力。
此外，所有重大決定均經由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商議後才作出。另董事會包含三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帶來不同獨立之觀點。因此，董事會認為已具備足夠的權力平衡及
保障。董事會將定期進行檢討及監督，確保目前結構不會削弱本公司的權力平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後，董事已確定，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董事均有遵守標
準守則所訂的必守標準。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i)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顏為善先生及顏福偉先生；及(ii)本公司之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文釗先生、黃英琦女士及葉天賜先生。

承董事會命
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

顏為善
主席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