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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

管理階層之研討及分析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期間」），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本
公司」）及各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虧損約3,900,000港元，而去年度
同期間之虧損則約為23,600,000港元。本集團之營業額輕微下降2.4%至約119,600,000港元。
而去年度同期間之營業額則約為122,5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業績有所改善主要歸因於本集團持續結束虧損之業務，包括於二零零一年九月結束銅鑼灣之
美食大本營及於二零零二年四月結束漁人碼頭之業務。

元綠壽司

儘管經濟持續低迷，元綠壽司於本期間內之表現出色，連同於本期間內開業之五家分店，截
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共有十九家分店。由於管理層引進嶄新意念，包括開設時尚設計
加上充滿前衛格調佈置之「第三代」元綠壽司分店，及至委任充滿活力之人氣偶像擔任元綠大
使，元綠壽司得以成功取得年青顧客的認同。結果元綠壽司之營業額大幅增長24.9%，衝破
壹億港元的大關。元綠壽司的經營更加轉虧為盈。繼「第三代」元綠壽司分店取得成功後，本
集團計劃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於將軍澳及於二零零三年三月於沙田等高密度住宅區開設兩間
新店。連同已加強之外賣服務，管理層相信元綠壽司可將顧客層面拓展至年輕夫婦及家庭並
提供物有所值及具有效率之服務。

水車屋日本料理

本集團旗下之高級日本餐廳水車屋日本料理之營業額輕微下降及虧損增加，主要是受東鐵支
線建築工程影響，管理層預期虧損情況未能在短期內得到改善。

環球欣葉台灣料理

於本期間內，環球欣葉台灣料理已縮短營業時間以削減營運虧損，因此導致營業額下跌。除
台灣地道菜式外，管理層將會繼續增添新的中國菜式，務求帶給顧客更多的新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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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

漁人碼頭中式海鮮酒家

漁人碼頭中式海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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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及股東虧絀分別約為117,000,000港元及1,700,000
港元，由分別以106,100,000港元之流動負債、12,600,000港元之非流動負債撥支。

由於新主要股東已確認願意在財政上對本集團提供進一步支持，以及本集團仍有75,000,000
港元之未動用銀行融資額，本公司董事會（「董事」）相信現有之財務資源足夠應付本集團於可
見將來到期之債務。

本集團面對有限度之匯率波動風險，其銀行貸款、銀行結存及現金全部以港元計算。

資本架構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以配售方式發行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股11,900,000股，每股作價0.8港
元，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500,000港元。

於本期間後，本公司依據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
將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每一股各拆細為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02港元之股份五股。

僱員薪酬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610名長期僱員及169名兼職僱員。本期間內之員工成
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38,500,000港元。所有長期僱員均按照薪酬政策支取固定月薪另加
酌情發放之花紅。

於本期間後，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將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七
日採納之優先購股權計劃終止，並採納新購股權計劃以取代之，其條款符合修訂後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第十七章之規定。於本期間內，並無授出任何優先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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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將名下若干項總值38,200,000港元之資產（包括3,300,000
港元之現金及市值34,900,000港元之物業）作為其獲授予一般銀行融資額之抵押。

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一年：無）。

展望

隨著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份之控股權變動，本公司董事於二零零二年八月換入部分新的
成員，並對集團營運作出深入之檢討。由於香港飲食業面對劇烈的競爭，董事將會繼續加強
成本控制措施，致力維持產品及服務質素、積極開拓食品種類、考究食肆之佈置及選址以迎
合顧客口味及需要，從而加強集團之競爭力。此外，董事亦關注到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之虧損及自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開始持續錄得之股東虧絀情況，為
了維護本公司及股東整體之最佳利益，董事決心本着開明及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則，於本港及
國內尋求新的業務及投資機會，以盡快改善集團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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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19,584 122,544
銷售貨品之成本 (35,382) (38,860)
直接經營費用 (74,366) (82,486)

9,836 1,198
其他收益 1,033 641
銷售及分銷成本 (2,712) (5,974)
行政費用 (10,585) (12,239)
租約土地及樓宇
之重估盈餘 360 —

出售物業、機器
及設備之虧損 (2) (4,498)

營業虧損 (2,070) (20,872)
融資成本 (1,839) (2,768)

除稅前虧損 (3,909) (23,640)
所得稅 5 — —

股東應佔虧損 (3,909) (23,640)

（重新編列）

每股虧損 — 基本 6 (5.5) 仙 (39.7)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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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7 90,504 91,753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 —

90,504 91,753

流動資產
存貨 5,610 5,295
應收貿易賬項 8 1,116 1,793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
及預繳款項 14,252 13,160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30 6,836
銀行結存及現金 2,186 3,424

26,494 30,50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9 11,939 12,388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5,704 16,539
融資租約債務 — 一年內
到期之款項 69 67

銀行借貸 — 一年內
到期之款項 10 40,214 12,713

其他貸款 11 38,000 —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賬項 136 —
一名前股東提供之貸款 — 73,267

106,062 114,974

流動負債淨額 (79,568) (84,46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936 7,28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714 595
股份溢價 176,480 167,079
特別儲備 (36,810) (36,810)
累計虧損 (142,091) (138,182)

(1,707) (7,318)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債務 — 一年後
到期之款項 227 261

銀行借貸 — 一年後
到期之款項 12,416 14,344

12,643 14,605

10,936 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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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資本及儲備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特別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119,049 167,079 — (36,810) (207,548 ) 41,770
本期間淨虧損 — — — — (23,640 ) (23,640 )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119,049 167,079 — (36,810) (231,188 ) 18,130

削減股本 (118,454 ) — 118,454 — — —
抵銷累積虧損 — — (118,454 ) — 118,454 —
本期間淨虧損 — — — — (25,448 ) (25,448)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95 167,079 — (36,810) (138,182 ) (7,318 )
發行股數 119 9,401 — — — 9,520
本期間淨虧損 — — — — (3,909 ) (3,909 )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714 176,480 — (36,810) (142,091 ) (1,7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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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編列）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出）淨額 2,774 (3,315)
投資之現金流出淨額 (3,942) (1,521)
融資費用之現金流入淨額 8,764 5,92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 7,596 1,089

本期間開始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417) (7,970)

本期間終結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79 (6,88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2,186 2,274
銀行透支 (7) (9,155)

2,179 (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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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

簡明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賬目之基準

簡明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中期財務業績申報」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內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於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淨額約達79,568,000港元，
故董事已慎重考慮本集團日後之流動資金問題。

基於主要股東之人士已確認願意在財政上對本集團提供進一步支持，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能力全數
償還於可見將來到期之債務。因此，中期財務報告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告乃按歷史成本常規編製，並就若干物業之重估作出修訂。

除下文披露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之財務報
告所採用者符合一致。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首度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下列新訂定之會計實務準則。由於採納該等新訂定
之會計實務準則；因此對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及簡明綜合資本及儲備變動表之編排作出更改，但此
等更改並無對現在及前期之業績有重大影響，故此，並不需作前期調整。

現金流動表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5條〔更新版〕現金流動表。此會
計準則將現金流動劃分為三種類別；分別為經營業務、投資及融資，取替從前的五種類別。當中曾
經被獨立劃分為一類別的利息及股息，現被劃分為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另被徵收之利得稅亦被劃
分為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除非當中能分類為投資或融資活動。

3. 業務及地區分類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經營餐廳業務。

本集團所有經營業務均以香港為基地及其之營業額及經營虧損均源自於香港。

4. 折舊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就物業、機器及設備作出9,1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10,200,000港元）之折舊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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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

5.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無在中期財務報告中撥出香港利得稅準備。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間內股東應佔虧損約3,909,000港元（二零零一年：23,640,000港元）與本
期間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70,969,329股（二零零一年： 59,524,520股）計算。前期之每股虧
損經已基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進行之股份合併作出調整。

7.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購入成本值約7,453,000港元之物業、機器及設備。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獨立測量師對本集團名下租約土地及樓宇之賬面值作重估。重估盈餘
360,000港元已反映於收入報表內。

8. 應收貿易賬項

由於本集團之主要應收貿易賬項乃來自以信用卡作出之銷售，故並無訂定固定之信貸政策。

以下為於申報日期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天 1,013 1,763
三十一至六十天 65 27
六十一至九十天 38 3

1,116 1,793

9. 應付貿易賬項

以下為於申報日期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天 6,528 5,809
三十一至六十天  5,398 5,144
六十一至九十天 13 1,435

11,939 12,388

10. 銀行借貸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取得一筆為數74,400,000港元之新銀行貸款，當中38,000,000港元已於二零零
二年九月三十日前償還。該筆貸款以市場利率計算，並於一年內到期。該筆貸款用作提供本集團之
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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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

11. 其他貸款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取得一筆為數38,000,000港元之財務公司貸款。該筆貸款乃無抵押，須付利息
及須於通知時償還。該筆貸款用作提供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12. 結算日後事項

本公司依據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i)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
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每一股各拆細為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2港元之股份五股；
及特別決議案(ii)更改公司名稱為「Jade Dynasty Food Culture Group Limited」以及接納新中文名稱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供識別之用。

13. 關連人士之交易

本期間內，本集團曾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重大交易：

(a) 本期間內，為數74,349,000港元經已償還予本公司的前主要股東Forever Rich Profits Limited
（「Forever Rich」）。於前期間內，獲視作本公司前主要股東楊受成先生額外提供墊款合共
10,000,000港元。該筆貸款乃無抵押，利息按最優惠貸款利率加一厘計算及無固定還款期。本
期間內，上述由Forever Rich提供之墊款之累計應記利息約為1,082,000港元。於前期間內，由
楊受成先生提供之墊款之累計利息為1,683,000港元。

(b) 本集團亦與由一名視作為前主要股東之人士擁有實際權益之公司進行下列交易：

截至二零零二年 截至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 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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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1,374
（附註1）

Emperor Investment 支付顧問費 不適用 130 420
(Management)
Limited （附註2）

附註：

1. 華凱（香港）有限公司為英皇科技資訊有限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後者乃為一間楊受成
先生被視作是其主要股東之上市公司。

2. Empero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為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後者乃為一間楊受成先生被視作是其主要股東之上市公司。

3. 自二零零二年七月二日Forever Rich 把股份售予Super Empire Investments Limited
（「Super Empire」）之交易完成後，楊受成先生不再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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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間聯營公司欠款合共1,217,000港元（二零零一年：1,217,000港元），該筆款項乃無抵押、免
息及毋須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

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所存置之各冊顯示，於二零零
二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聯繫公司之股
本及認股權證權益如下：

董事姓名 股本數目 附註

陳港生博士
— 本公司之股本 5,489,900 (1)

張定球先生
— 本公司之股本 575,000 (2)

唐啟立先生
— 聯繫公司之股本 5 (3)

附註：

(1) 該等股本以Pariain Enterprises Corp. 之名義登記，該公司由陳港生博士之全權信託所控制。

(2) 該等股本以Giant Profit Investments Inc.之名義登記，該公司由張定球先生之全權信託所控制。

(3) 唐啟立先生為Super Empire五股股份之註冊股東，佔Super Empire之5%股本。Super Empire為本
公司之主要股東及聯繫公司。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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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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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
內曾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12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

主要股東

按照本公司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所存置之名冊顯示，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以下
股東知會本公司彼等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

主要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附註

Super Empire 46,476,265 65.07%
黃振隆先生 46,476,265 65.07% (1)

附註：

(1) 由於Super Empire是一間由黃振隆先生控制之公司。因此，黃振隆先生被視為擁有Super Empire所
持有之46,476,265股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未獲知會任何其他人士擁有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之任何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據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之任何時間並無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所載之最佳應
用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港生

香港，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