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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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k Woo Group Holdings Limited
福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23）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收益增加 71%至 949.8百萬港元
• 毛利增加 60%至 322.6百萬港元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增加 58%至 169.4百萬港元
• 每股盈利增加 14%至 8.1港仙

中期業績

福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在建議董事
會批准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及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前已作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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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949,822 554,861

銷售成本  5 (627,212) (353,519)
   

毛利  322,610 201,342

其他收入  2,747 1,514

其他虧損淨額 5 (23,473) (1,902)

行政開支  5 (66,028) (52,544)

銷售開支 5 (33,667) (18,698)
   

經營利潤  202,189 129,712

融資收入 6 1,669 774

融資成本 6 (4,800) (5,597)
   

除所得稅前利潤  199,058 124,889

所得稅開支 7 (29,634) (17,70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   169,424 107,18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
　及攤薄盈利 9 8.1港仙 7.1港仙
   

股息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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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利潤 169,424 107,181

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57,904 8,896
   

經扣除稅項後的期內其他全面總收益 57,904 8,89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總收益 227,328 11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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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14）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03,136 1,032,993

土地使用權  41,345 40,835

預付賬款  182,677 66,554

遞延所得稅資產  816 258
   

總非流動資產  1,427,974 1,140,640
   

流動資產
存貨  95,326 62,438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401,313 350,32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8,183 59,879

應收有關連公司款項  926 705

應收一名股東款項  – 14,110

可收回稅項  249 48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54,372 1,079,216

受限制銀行存款  – 9,294
   

總流動資產  1,540,369 1,576,454
   
   

總資產  2,968,343 2,717,094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9,300 200,000

股份溢價  2,120,615 1,923,706

資本儲備  (964,044) (964,044)

其他儲備  1,263,478 1,036,150
   

總權益  2,629,349 2,195,81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貸  27,907 27,273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89 360
   

總非流動負債  29,596 2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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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1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 145,522 223,130

短期銀行借貸  117,617 225,087

長期借款的即期部分  13,953 27,272

應付有關連公司款項   – 27

即期所得稅負債  32,306 18,133
   

總流動負債  309,398 493,649
   
   

總負債  338,994 521,282
   
   

總權益及負債  2,968,343 2,717,094
   

流動資產淨額  1,230,971 1,082,80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58,945 2,223,445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福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 22章（一九六一年第 3條法
例，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登記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乃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註冊地址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本集團之附屬公司主要業務是買賣及製造生活用紙及再造灰板紙、買賣
回收紙及提供機密材料處理服務。

除另有說明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千港元為計算單位。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
月二十九日獲董事會批准發行。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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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
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除以下所述者外，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
（見有關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於中期期間的應課所得稅按預期年度總盈利的適用稅率累計。

下列準則及詮釋之修訂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之財政年度於本集團強制實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合併和單獨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 供股的分類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冲項目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的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7號 向所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8號 自客戶轉讓資產

上述準則及詮釋之修訂之應用導致若干關於本集團財務資料披露之變動，而業績及財務狀況不受影響。

下列新訂準則、準則之修訂本及新詮釋已頒佈但並未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開始之財務年度生效，且並無獲
本集團提早採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 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之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比較披露之有限豁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及其互動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本集團已著手評估新準則、準則及詮釋之修訂的影響，但尚未能指出新準則、準則及詮釋之修訂是否對其經營
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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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乃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本集團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根據該等報
告釐定營運分部。本集團分為四個業務分部：

‧  回收紙 － 銷售回收紙

‧  生活用紙 － 製造及銷售生活用紙

‧  再造灰板紙 － 製造及銷售再造灰板紙

‧  機密材料銷毀（「機密材料銷毀」）－ 提供機密材料處理服務

儘管本集團的產品及服務乃向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海外市場出售╱提供，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
者定期審閱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本集團財務業績，以評估表現及作出分配資源決策。

收益包括銷售回收紙、生活用紙及再造灰板紙以及提供機密材料銷毀服務。本集團收益構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回收紙 552,161 292,452

銷售生活用紙 372,328 247,418

銷售再造灰板紙 23,376 13,107

提供機密材料銷毀服務 1,957 1,884
  

 949,822 554,861
  

於期內，本集團來自外間客戶的收入按銷售所來自的地區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67,891 186,558

中國 681,931 368,303
  

 949,822 554,861
  

非流動資產（不計及遞延稅項資產）的地區劃分按附屬公司所在的國家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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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載列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已包括於利潤中的分部業績及其他分部項目：

 未經審核
    機密材料
 回收紙 生活用紙 再造灰板 銷毀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552,161 372,328 23,376 1,957 949,822

銷售成本 (380,573) (224,437) (20,843) (1,359) (627,212)
     

分部毛利 171,588 147,891 2,533 598 322,610

未分配經營成本     (120,421)

融資成本淨額     (3,131)
     

除所得稅前利潤      199,058

所得稅開支     (29,634)
     

期內利潤     169,424
     

以下載列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已包括於利潤中的分部業績及其他分部項目：

 經審核
    機密材料
 回收紙 生活用紙 再造灰板 銷毀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92,452 247,418 13,107 1,884 554,861

銷售成本 (197,222) (141,088) (14,251) (958) (353,519)
     

分部毛利╱（虧損） 95,230 106,330 (1,144) 926 201,342

未分配經營成本     (71,630)

融資成本淨額     (4,823)
     

除所得稅前利潤     124,889

所得稅開支     (17,708)
     

期內利潤     10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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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扣除：

核數師酬金 1,118 797

土地使用權攤銷 434 240

已售存貨成本 558,889 308,790

折舊 37,375 23,158

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費用 3,622 2,838

僱員福利開支 36,554 26,689

董事酬金 2,956 1,423

運輸成本 36,604 26,444

匯兌虧損淨額 23,681 2,321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 – 1,811
  

計入：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收益淨額 70 29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562 –
  

6 融資收入及成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1,669 774
  

融資成本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3,803) (5,597)

其他 (997)  –
  

 (4,800) (5,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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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276 941

　－中國企業所得稅 28,587 16,47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40)
  

 28,863 17,377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771 331
  

 771 331
  
  

所得稅開支 29,634 17,708
  

所得稅開支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的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率的最佳估計予以確認。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以估計應課稅利潤按 16.5%的稅率撥備（二零零九年：
16.5%）。

本集團的中國營運附屬公司惠州福和紙業有限公司（「惠州福和」）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合資格獲得企業所得稅稅率減半。惠州福和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率為
12.5%（二零零九年：12.5%）。

8 股息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支付或宣派任何股息（二零零九年：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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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以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乃根據下列假設釐定：於根據本公司全球發行進行
資本化發行及重組後發行的 1,5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股份已於本公司註冊成立前發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69,424 107,181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088,934 1,500,000
  

 8.1港仙 7.1港仙
  

由於期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二零零九年：相同）。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406,588 356,159

減：減值撥備 (5,275) (5,835)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淨額 401,313 35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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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享有的付款條款主要分為貨到付現及賒購。一般信貸期介乎 10日至 90日。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按到期日計的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318,347 283,316

1－30日 60,979 36,417

31－60日  10,719 15,378

61－90日 6,092 1,304

91－120日 2,240 2,297

逾 120日 8,211 17,447
  

 406,588 356,159

減：減值撥備 (5,275) (5,835)
  

 401,313 350,324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69,304 82,03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6,218 141,100
  

 145,522 223,130
  

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58,621 54,144

1 – 30 日 2,361 9,720

31 – 60日 2,427 1,551

61 – 90日 428 2,990

91 – 120日 393 2,146

逾 120日 5,074 11,479
  

 69,304 8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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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接獲香港稅務局（「稅務局」）發出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有關二
零零二╱二零零三課稅年度的補加評稅通知書，要求支付額外利得稅稅款總額 3,840,000港元。本集團已提呈反
對通知書，而稅務局亦就要求繳付的全數額外利得稅稅款發出無條件暫緩令。本集團得悉，鑒於法定時限，該
等補加評稅屬保障性質，以按照法例保留二零零二╱二零零三課稅年度補加評稅的權利。本集團亦得悉，稅務
局根據補加評稅評核的利潤並無特定的基準，而案件仍處於資料收集的階段。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接獲稅務局就二零零三╱二零零四課稅年度發出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三
月十五日的補加評稅通知書，要求支付額外利得稅款項總額 7,700,000港元。本集團已就該等補加評稅通知書提
呈反對通知書。本集團得悉，鑒於法定時限，該等補加評稅屬保障性質，以按照法例保留二零零三╱零四課稅
年度補加評稅的權利。本集團亦得悉，稅務局根據補加評稅評核的利潤並無特定的基準，而案件仍處於資料收
集的階段。

因此，本集團認為現時沒有義務及任何可靠的估算及撥備基準計算於本公告日期的潛在稅項負債（如有），包括
有關罰款及利息（如有）。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 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接獲稅務局就二零零三╱ 零四年課稅年度的通知書， 可獲無條件延緩繳
納 6,700,000港元， 而餘下的 1,000,000港元則可於購入同等金額的儲稅券後延緩繳納。因此，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
零年四月購入 1,000,000港元的儲稅券。

本公司主要股東梁契權先生及譚鳴鸞女士已與本集團訂立彌償契約，據此，彼等同意就二零零二╱二零零三課
稅年度的任何稅務評估的現金付款，以及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可能接獲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課稅年度至二零
零九╱二零一零年課稅年度（包括該兩個年度）的任何額外評估通知，共同及個別向本集團成員公司作出彌償。

13 結算日後事項

以下事件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後發生：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七日，本公司與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認購人」）訂立一份有條件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
同意發行且認購人同意認購本公司合共366,275,000股新股份，認購價為每股2.40港元，總代價為879,060,000港
元。該交易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完成。

14 比較數據

若干比較數據已經重新歸類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列。該等重新歸類對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
零年九月三十日的總權益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期間的溢利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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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人均收入不斷上升，除了紙品需求量及耗用量增加外，消費者對質量要求也
相應提高。與此同時，環境保護已成為全球關注的話題，環保意識在各地包括中國內地均逐漸提
高，對推動集團廢紙回收及環保生活用紙業務有很大幫助。在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
承接著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下半年的勢頭，從去年同期金融危機的不景氣中迅速復蘇，旗下核心業
務的表現持續好轉。本集團作為具領導地位的廢紙管理垂直綜合供應商，在回顧期內積極擴充廢
紙回收業務，拓展自家品牌環保生活用紙的銷售網絡，並同時充分發揮銷售灰板紙及提供機密材
料銷毀服務帶來的協同效益，因而錄得理想的業務表現。

分部分析

回收紙

回顧期內，回收紙的收益為 552.2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88.8%，佔本集團收益約 58.1%。
為滿足龐大的市場需求，本集團在中港兩地作出相應部署。在香港，本集團積極開拓回收渠道，
增加回收生活廢紙所佔比重，並於本年八月在青衣開設新廢紙打包工場，積極增加回收量。在中
國，本集團成功在香港上市有助加強財政實力及提高商譽，吸引更多華北地區的印刷廠與本集團
合作。此外，本集團亦致力開展國內回收生活廢紙的業務，顯著擴闊了回收紙的來源。

生活用紙

經濟復甦及環保意識提高帶動生活用紙的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 50.5%至 372.3百萬港元，佔回顧期
內總收益約 39.2%。本集團來自OEM客戶及非家用巿場客戶的訂單錄得穩定增長。此外，本集團
在期內積極推廣「皇月」、「綠柔」及「思蜜兒」等自家品牌之環保生活用紙業務，大幅擴展國內銷售
網絡，令銷售本集團自家品牌產品的大型連鎖店數目由二零一零年三月底的148間攀升至二零一零
年九月底約 300間。這些新增的連鎖店主要分佈在華南地區的主要城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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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本集團分別在湖南及江西設立物流中心，並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啟用，這不僅能加強
本集團在二、三線城市的分銷網絡，藉此覆蓋規模較小的零售商，而且更有助提高本集團在華南
以外地區的市場份額。為把握中國巿場的龐大商機，本集團加大了銷售及巿場推廣的力度，積極
擴充銷售隊伍，開拓和各地分銷商合作的機會，並與多家大型連鎖店聯手推廣旗下產品。

機密材料銷毀服務

機密材料銷毀服務乃本集團的策略性業務，可為本集團提供穩定及充裕的優質廢紙的來源。此分
部客戶主要包括政府機關、金融及專業機構及銀行等。回顧期內，此分部的客戶顯著增加，為本
集團帶來 2.0百萬港元的收入，較去年同期上升 3.9%。

灰板紙

回顧期內，此分部錄得收益約 23.4百萬港元。灰板紙業務並非本集團核心業務，而是本集團充分
利用生產鏈及全面利用資源的策略。本集團主要利用灰板紙作為副料生產環保衛生紙、大盤紙卷
及卷筒擦手紙的紙芯。

地區分析

本集團為中國、美國、日本、香港、澳洲及其他國家的客戶提供服務及銷售產品。本集團的最大
市場為中國（根據銷售來源地區的分析），共錄得 681.9百萬港元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約 71.8%。
預期未來中國仍然是廢紙及生活用紙消耗的主要市場，亦必繼續為本集團日後重點發展的地區之
一。由香港銷往其他地區包括美國、日本、香港及澳洲等地的銷售收益合共佔本集團總收益約
28.2%。

營運分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分別設有 5個及 1個廢紙打包工場，回顧期內，回
收總量達353,471噸。本集團亦在香港設有機密文件處理設備，提供機密材料銷毀服務。而本集團
設於中國的生產設備之環保生活用紙的年產能已增至 101,000噸。

本集團在惠州之生產基地附設碼頭，而在香港則於兩個碼頭營運，這些設備有助本集團以經濟、
可靠而迅速的途徑將香港回收的廢紙運往生產廠房及中國客戶，讓本集團於業內享有顯著的競爭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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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認購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七日與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周大福」）訂立有條件認購協議，據此，
周大褔按每股2.40港元的認購價認購本集團合共366,275,000股認購股份，總代價為879,060,000港
元。是次認購協議不僅擴闊了本集團的股東基礎，為本集團日後發展提供更多資金，更反映知名
機構投資者對本集團的前景充滿信心。

財務回顧

經營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169.4百萬港元（二零
零九年同期：107.2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62.2百萬港元或 58.0%。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為 949.8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554.9百萬港
元增加 71.2%。本期間毛利亦上升 60.3%至約 322.6百萬港元，去年同期則為 201.3百萬港元。

隨著收益的增長，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經營利潤約 202.2百萬港元
（二零零九年同期：129.7百萬港元），增長達 55.9%。

其他虧損淨額

於期內，本集團錄得匯兌虧損 23.7百萬港元，主要為本公司的匯兌虧損。由於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為人民幣，鑒於人民幣對港元升值，換算本公司以港元計值的貨幣資產令匯兌虧損增加。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開支為 29.6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17.7百萬港
元增加 67.2%。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所得稅稅率為 14.9%，而去年同期為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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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為 169.4百萬港元，較去
年同期的 107.2百萬港元增加 58.0%。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
佔溢利相當於收入的 17.8%，而去年同期則為 19.3%。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及現金結餘約 954.4百萬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浮息銀行借貸總額約為159.5 百萬港元。其包括長期借貸約41.9百萬港元及短期銀行
借貸約 117.6百萬港元。所有銀行借貸於 5年內到期。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淨流動資產約 1,231.0百萬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則有淨流動資產約 1,082.8百萬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 4.98，於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 3.19。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的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118.2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101.7百萬港
元。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為 297.8百萬港元，主要包括資本開支 300.1百萬港元及減出售物
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及已收利息。

期內，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為 46.3百萬港元，其主要包括根據行使超額配售權發行普通股的
所得款項總額 213.9百萬港元、償還銀行貸款 117.4百萬港元及支付股份發行成本 55.8百萬港元。

外匯

本集團主要生產設施在中國，其大部分銷售額及採購額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計值。此外，本集
團大部分貨幣資產與負債以該等貨幣計值。

誠如「其他虧損淨額」一節所載，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收
益表中錄得匯兌虧損 23.7百萬港元。另一方面，鑒於人民幣對港元升值，本集團已於其他全面收
益確認匯兌差額 57.9百萬港元，該數額代表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財務報
表換算及於海外業務的投資淨額，並同時增加相同數額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管理層知悉可能來自該等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的潛在外幣風險，並將繼續評估本集團的外幣風
險，並於需要時採取適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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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或然負債詳情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2中披露。

展望

隨著環保意識不斷提高，中國作為本集團的主要市場亦對環境保護越來越重視。中國政府為改善
環境，確保節能減排目標實現，於「十二‧五規劃」建議中將「節能環保」概念放在「七大產業」之
首，制訂一系列相應措施。在經濟方面，五年計劃提倡擴大內需，致力改善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
力。中國致力促進環保政策及經濟發展，加上全球經濟逐漸從金融危機中復蘇，為本集團的廢紙
回收及生活用紙業務締造龐大商機。

在廢紙回收方面，本集團已於本年十月在觀塘開設一個新的打包工場，此外亦已確定另外兩個新
地點開設打包工場，而其中一個更附設碼頭，讓本集團能更方便快捷地將廢紙運送至惠州的生產
基地作分類，顯著提高物流安排的效率及成本效益。預期兩個新打包工場將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
開始營運。

至於生活用紙方面，本集團除了為OEM客戶及非家用客戶生產浴室衛生紙、大盤紙卷及擦手紙，
以及推廣自家品牌之生活用紙外，亦將致力豐富現有產品組合，積極增加高毛利產品的比例。本
集團在加強餐巾紙的生產線同時，亦購入新機器生產袋裝紙巾及衛生面紙。這批新機器已於本年
十一月投產，有關收入將於下半年度逐漸得到反映。本集團亦正計劃透過提升現有機器的產能，
在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內將生活用紙的產能進一步提高。

另外，本集團未來將繼續拓展機密文件材料銷毀服務至華南以外地區，增加在上海的廢紙回收處
理設施，一方面可提高收入，此外可提供更多優質廢紙之數量。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本集團宣佈向香港科技園公司租賃位於香港將軍澳工業邨、面積約為
12,277平方米的一幅土地設立新總部，預期將於二零一三年十月或前後投入營運。新總部將設有
環保生活用紙業務的轉換加工設施及機密材料銷毀設施，並用作辦公室及行政用途。這將可促進
本集團的循環再造業務的物流發展，亦有助擴大其於循環再造業務及環保生活用紙以及機密材料
銷毀服務的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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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最大的廢紙管理服務供應商和環保生活用紙生產商之一，以及香港最大的機密材料銷毀
服務供應商，本集團將乘著客觀經營環境及自身競爭優勢，采取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及適時的市
場策略，把握更多未來發展的機會，推動業務持續及快速增長。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2,097名僱員，當中177名在香港僱用及1,920名在中國僱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僱員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合共36.6百萬港元（二零零九年
同期：26.7百萬港元）。所有福和集團公司均提倡平等僱用機會，僱員的甄選及晉升皆視乎其個人
是否符合有關空缺的要求而定。本集團為香港僱員設立界定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及為中
國僱員提供中國適用法律及法規規定的福利計劃。本公司亦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採納購股
權計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本集團並無出現導致正常
業務運作中斷的任何重大勞資糾紛或僱員人數的重大變動。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
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能須分立除外。現時，梁契權先生
為本公司的主席兼行政總裁。由於梁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之一，於廢紙管理行業及再造紙生產行
業擁有豐富的經驗，故董事會相信，梁先生兼任兩職，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有利本集團持續
有效管理董事會及業務發展。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況

本公司分別透過全球發售（定義見招股章程）及根據超額配售權（定義見招股章程）配發及發行超
額配售股份籌得所得款項淨額約 1,047.3百萬港元及 203.6百萬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333.0百萬港元已根據招股章程所載的方式使用，而 917.9百萬港元尚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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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所有董事已在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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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出售或贖回本公司已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或任何其附屬公司概無收購、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已上市證券。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合共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鍾維國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陳剛先
生及李國忠先生。彼等已審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
料，並與本公司管理層討論本集團採納的相關會計原則及規例，以及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fookwoo.com)刊載。載有上市
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後寄
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福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梁契權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梁契權先生（主席）、梁達標先生及鄭振強先生；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張雅麗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鍾維國先生、陳剛先生、李國忠先生及劉
順銓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