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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71）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較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的中小型
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
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
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
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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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的內容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嚐 •高

美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

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

屬準確完備，且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報告所作出的任何陳述或

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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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
31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九個月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2 82,844 57,826 220,385 157,647
其他收入 136 34 173 475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217 (335) 217 (33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收益 12 – 35 –
所使用原材料及耗材 (23,137) (16,320) (62,061) (43,396)
員工成本 (25,037) (17,606) (67,384) (48,942)
折舊 (2,266) (1,621) (6,428) (4,466)
物業租金及相關開支 (15,911) (10,046) (42,329) (27,191)
公用事業及清潔費用 (2,639) (1,992) (7,549) (5,785)
其他開支 (4,846) (2,893) (13,114) (7,892)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虧損 (587) – (611) –
上市開支 – (7,787) – (15,905)
財務成本 (30) (161) (97) (430)      

除稅前溢利 8,756 (901) 21,237 3,780
所得稅開支 3 (1,325) (1,341) (3,591) (3,373)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7,431 (2,242) 17,646 407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及

 全面收入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7,431 (2,242) 17,646 (1,156)
— 非控股權益 – – – 1,563      

7,431 (2,242) 17,646 407
      

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5 1.9 (0.7) 4.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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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其他儲備 購股權儲備 資本贖回儲備 累計溢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8年3月31日（經審核） 40,000 43,908 (300) 313 – – 19,933 103,854 – 103,854
調整（附註1） – – – – – – (48) (48) – (48)           

於2018年4月1日（經重列） 40,000 43,908 (300) 313 – – 19,885 103,806 – 103,806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17,646 17,646 – 17,646
購回及註銷股份 (647) (4,131) – – – 647 (647) (4,778) – (4,778)
確認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

 的付款 – – – – 155 – – 155 – 155
已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 (14,561) – – – – – (14,561) – (14,561)           

於2018年12月31日（未經審核） 39,353 25,216 (300) 313 155 647 36,884 102,268 – 102,26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其他儲備 購股權儲備 資本贖回儲備 累計溢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7年4月1日（經審核） – – – 313 – – 11,899 12,212 5,263 17,475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1,156) (1,156) 1,563 407
本公司因集團重組發行新股份及

 收購非控股權益 300 – (300) – – – 6,826 6,826 (6,826) –           

於2017年12月31日（未經審核） 300 – (300) 313 – – 17,569 17,882 – 17,882           

附註：

i. 特別儲備指本公司於集團重組完成後於2017年6月23日成為本集團控股公司的情況下，本公司根據集團重組所發

行股本面值與BWHK Limited已發行股本的面值之間的差額。

ii. 其他儲備指下列兩者的總額：

(1) 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視作出售附屬公司部分權益後已收代價與相關權益應佔資產淨值賬面值比例

的差額；及

(2) 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視作收購一間附屬公司額外權益後已付代價與相關權益應佔資產淨值賬面值

比例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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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

1. 一般資料、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於2017年5月26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

司，其後於2017年7月14日由嚐高美集團有限公司易名為嚐 •高美集團有限公司。

本 公 司 的 註 冊 辦 事 處 位 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活動為於香港經營餐廳。

過往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相同。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

則及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則以及GEM上市規則第18章的適用披

露條文編製。

除因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引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編製截至2018年12月31

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

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遵照者一致。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嚐‧高美集團有限公司 • 第三季度報告2018/19

05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2018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

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及相關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與預收（付）對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準則第4號的修訂 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 2014至2016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年度改進的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的修訂 轉讓投資物業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根據各準則及修訂本的相關過渡條文應用，導致會

計政策、呈報金額及╱或披露的變動。有關上述各項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的變動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1月14日的中期報告（「2018中期報告」）。

2. 收益
收益指期內扣除折扣後的已收及應收餐廳營運款項。

3. 稅項
稅項指於有關期間按16.5%的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的香港利得稅。

4.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及支付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本公司普通股（「股

份」）0.015港元（2017年：無）。董事會已議決，不建議派付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止三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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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有關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並假設

本集團重組及資本化發行股份已於2015年4月1日生效。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九個月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及

 攤薄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盈利（虧損）（千港元） 7,431 (2,242) 17,646 (1,156)
     

普通股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3,528 245,089 395,585 245,089
     

由於行使價高於股份於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的平均市價，計算截至2018

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本公司行使已授出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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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本集團 (i)於2018年4月在大埔新達廣場開設牛氣餐廳（「新

達牛氣」）；(ii)於2018年4月1日完成收購甜品餐廳Sweetology；(iii)於2018年7月在葵芳新

都會廣場開設稻成京川滬（「新都會稻成」）；及 (iv)在灣仔利東街開設本公司品牌名下的第一

家日本拉麵餐廳Rakuraku Ramen（「灣仔Rakuraku」）。

The Fiat Caffé（「TFC」）於8月底關閉，但自10月起作為現代越南餐廳Madam Saigon復業。

Madam Saigon連 同 The Pho均 由 本 集 團 及 Lubuds Food and Beverage Group（「Lubuds 

Group」）分別擁有50%及50%權益，有關詳情於下文「遠洋有限公司」一節論述。

於期內，本公司亦訂立協議自一名獨立第三方收購以「Parkview」品牌營運的三間餐廳

（「Parkview餐廳」）（「Parkview收購事項」），有關收購的詳情於下文「Parkview收購事項」一

節論述。Parkview收購事項已於2018年10月31日完成。

於2018年3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及於本報告日期，餐廳數目如下：

餐廳 2018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本報告日期    

品越 5 5 5

牛氣 3 4 4

稻成 2 3 3

Parkview – 3 3

Say Cheese Kiosk 2 2 2

Fiat Caffé 1 – –

Say Cheese 1 1 1

Sweetology – 1 1

浦和 1 1 1

Rakuraku Ramen – 1 1

Madam Saigon* – 1 1

The Pho* – 1 1    

總計 15 23 23
    

* 由本集團持有5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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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設新餐廳確認的租約如下：

餐廳 地點 商場營運商 租約屆滿日期

續租
選擇權
（年） 預計開業日期 座位

店舖面積
（平方米）        

牛氣 將軍澳將軍澳中心 新鴻基 2022年8月31日 2 2019年第一季度 140 306.58

稻成 東涌東薈城 太古集團 2023年9月31日 無 2019年第二季度 120 236.90

Rakuraku Ramen 九龍灣MegaBox 嘉里集團 2023年2月28日 無 2019年第二季度 60 98.94

Rakuraku Ramen 康怡廣場 恒隆 2022年4月23日 2 2019年第二季度 40 96.60

牛氣 如心廣場二座 華懋 待續（六年） 無 2019年第三季度 120 250.80

將軍澳（「將軍澳」）將軍澳中心的牛氣餐廳的預計開業時間按2018中期報告所披露為2019

年第二季度，但我們欣然報告正在進行翻新工程，預計於2019年3月開業。

由於東薈城物業建設持續延誤，東涌東薈城稻成餐廳按2018中期報告所披露原訂於2019年

第一季度開業，我們預期該店舖直至2019年第二季度方可交付本公司。

遠洋有限公司
於2018年8月31日，本公司認購相當於獨立第三方遠洋有限公司（「遠洋」）經擴大股本之

50%股權的股份（「認購事項」）。而遠洋餘下50%股權由亦為獨立第三方的Lubuds Group持有。

認購事項的代價為1,202,907港元，其中1,149,121港元乃使用TFC的資產（「Fiat Caffé資產」）

結算，該金額與 Fiat Caffé資產於2018年8月31日的賬面淨值相同（「TFC出售事項」），而

53,786港元乃以現金結算。於同日，位於尖沙咀美麗華廣場相同位置的 TFC停業，但於

2018年10月作為現代越南餐廳Madam Saigon復業。

除Madam Saigon外，遠洋在銅鑼灣希慎廣場的美食廣場擁有並經營越南美食亭「The Pho」。

遠洋為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擁有來自本公司及 Lubuds Group各一名董事會代表並於本公司的

賬目內以權益入賬。

有關認購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9月7日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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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view收購事項
於2018年9月26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以按總代價5,500,000港元收購

「Parkview」品牌名下的三間餐廳。該等 Parkview餐廳分別位於葵芳新都會廣場、沙田新城市

廣場及將軍澳天晉「（「將軍澳Parkview」）。Parkview收購事項於2018年10月31日完成且本

公司已獲授權永久、無限及不受限制地使用「Parkview」品牌。有關Parkview收購事項的詳情，

請參閱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2018年9月26日的公布。除總代價外，本公司須於簽訂租賃轉

名協議時向業主提交租金及管理費按金約3,000,000港元。因此，Parkview收購事項的總承

諾約為8,500,000港元。

日本拉麵品牌的授權
於2018年7月13日，本公司與來自日本的獨立第三方（「特許經營發出方」）訂立特許經營協

議（「特許經營協議」），授權於日本境外所有國家獨家及無限制使用日本拉麵品牌「多賀野」

或「Takano」（「特許經營權」）。

本公司現正物色合適地點開設首家「多賀野」拉麵餐廳。

有關特許經營協議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7月23日的公布。

United Mind Limited
於2019年1月24日，本公司訂立協議以認購一間新註冊成立的香港公司United Mind Limited

（「UML」）的股份（「UML認購事項」），相等於UML股本的40%股權。UML的餘下60%股權由湖

南軒湘味坊餐飲管理有限公司（由1985年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湖南省政府批准公司三湘集團有

限公司的附屬公司三湘國際有限公司擁有30%的獨立第三方）擁有。UML認購事項的代價為

4,000港元。UML將接管將軍澳 Parkview並改為新品牌「湘薈」旗下的湖南省美食餐廳。新租

約將於2019年3月1日開始。裝修成本及新租約按金及營運資金將透過按我們於UML股權

比例的股東貸款（「UML股東貸款」）撥付。我們的UML股東貸款約為800,000港元。有關UML

認購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月25日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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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
除認購事項、TFC出售事項、Parkview收購事項以及特許經營協議外，截至2018年12月31

日止九個月，概無其他持有的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餐廳營運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旗下餐廳合共接待1,523,300名顧客（不包括Madam 

Saigon及 The Pho，乃由於彼等於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內以權益入賬），較2017年同期增

加501,726人次或49.1%。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人均消費由2017年同期的

154.3港元下降至144.7港元；然而，倘撇除小食亭及甜品業務，則人均消費由2017年同

期的154.7港元增加至161.3港元。小食亭的每單平均消費為38.6港元，而甜品業務的人均

消費為52.4港元。按料理劃分的主要經營資料概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18年 2017年

收益 座位數目 日均銷量 顧客人數 人均消費
每日座位
週轉率 收益 座位數目 日均銷量 顧客人收 人均消費

每日座位

週轉率

千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越式 50,827 494 184,825 492,188 103.3 3.6 53,299 494 194,644 505,004 105.5 3.7
日式 94,735 660 370,262 390,186 242.8 2.3 67,502 533 287,965 287,785 234.6 2.3
中式 45,551 336 195,881 272,163 167.4 3.5 28,289 168 102,870 172,742 163.8 3.7
西式 19,071 519 208,775 148,657 128.3 3.1 8,393 173 52,763 52,565 159.7 1.9             

210,184 2,009 959,743 1,303,194 161.3 3.0 157,483 1,368 638,242 1,018,096 154.7 3.0             

甜品 6,455 31 23,473 123,102 52.4 14.4 – – – – – –
小食亭 3,746 16 13,623 97,004 38.6 22.0 164 16 12,663 3,478 47.2 16.8             

220,385 2,056 996,839 1,523,300 144.7 3.4 157,647 1,384 650,906 1,021,574 154.3 3.0             

我們秉持「食品優質與顧客滿意」的核心宗旨，致力以合理價格向不同顧客群提供優質食品

及殷勤服務，打造輕鬆愉快的餐飲體驗。我們相信，多品牌策略有助把握不同口味的多元化

顧客群，從豐富的收益來源中受益。鑒於市場瞬息萬變且顧客口味變化多端，我們致力維持

多元化的品牌組合，以保持對顧客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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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股份
於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7月6日，我們從市場購回合共6,472,000股股份，其後於

2018年8月2日註銷。我們認為股份當前成交價未能反映內在價值，購回股份可彰顯本公司

對業務長遠前景充滿信心，最終令本公司受惠並為股東創造價值。

授出購股權
於2018年6月29日，本公司向合資格僱員授出合共2,810,000份購股權（「購股權」），可按

行使價每股股份0.92港元認購2,810,000股股份。所授出購股權相當於授出日期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約0.70%。概無向任何董事授出購股權。有關授出購股權的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日期為2018年6月29日的公布。

所得款項用途的變動
於2018年9月26日，董事會議決更改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2月29日的股份發售（「股份

發售」）的所得款項用途，以資助 Parkview收購事項的總承諾。根據股份發售招股章程（「招股

章程」）第95頁「業務」一節中的第5號項目，原撥款13,000,000港元用於在2018年第三季

開設品越越南餐廳（「項目」）。該項目是通過公開招標租用美食廣場的一個地點，由於初步招

標未能成功，董事會決定不再提交另一份標書，因此將會重新分配其中8,500,000港元用作

資助 Parkview收購事項（「重新分配」），其餘4,500,000港元將被分配用作開設Rakuraka 

Ramen新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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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扣減與上市相關的包銷費用、佣金及其他開支後，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

約66,800,000港元。經重新分配後，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以下用途：

• 約37,000,000港元（即所得款項淨額約55.3%）將用於開設新餐廳；

• 約8,500,000港元（即所得款項淨額約12.7%）將用於 Parkview收購事項；

• 約8,000,000港元（即所得款項淨額約12.0%）將用於通過翻新及裝修升級本公司現有

餐廳；

• 約300,000港元（即所得款項淨額約0.5%）將用於升級本公司資訊科技系統；

• 約6,700,000港元（即所得款項淨額約10.0%）將用於償還銀行貸款；及

• 約6,300,000港元（即所得款項淨額約9.5%）將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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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220,385,000港元，較2017年同期

增長39.8%。

我們的收益源自香港餐廳的餐飲銷售。下表載列於有關期間按料理劃分的收益及按料理劃分

的營運中餐廳數目明細。

      

截至以下日期止九個月 變動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千港元

佔收益

百分比 千港元

佔收益

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越式 50,827 23.1% 53,299 33.8% –4.6%

日式 94,735 43.0% 67,502 42.8% 40.3%

中式 45,551 20.7% 28,289 17.9% 61.0%

西式 19,071 8.7% 8,393 5.3% 127.2%

甜品 6,455 2.9% – 0.0% 100.0%

小食亭 3,746 1.7% 164 0.1% 100.0%      

總收益 220,385 100.0% 157,647 100.0% 39.8%
      

收益增長歸功於 (i)新達牛氣開業；(ii)於2017年9月在銅鑼灣希慎廣場開設牛氣餐廳；(iii)於

2017年11月在將軍澳將軍澳中心開設Say Cheese餐廳；(iv)於2017年12月分別在西九龍

奧海城及葵芳新都會廣場開設兩家Say Cheese小食亭；(v)於2018年7月開設新都會稻成；(vi)

於2018年11月 灣 仔Rakuraku開 業；(vii)於2018年4月 收 購 位 於 葵 芳 新 都 會 廣 場 的

Sweetology；(viii)於2018年11月收購Parkview餐廳；及(ix)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

現有餐廳（「現有店舖」）整體收益較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增加922,000港元或

0.6%。然而，有關增長因於2018年8月31日 TFC結業導致收益下降而局部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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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本組成部分

      

截至以下日期九個月 變動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千港元

佔收益

百分比 千港元

佔收益

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使用原材料及耗材 62,061 28.2% 43,396 27.5% 43.0%

員工成本 67,384 30.6% 48,942 31.0% 37.7%

折舊及攤銷 6,428 2.9% 4,466 2.8% 43.9%

物業租金及相關開支 42,329 19.2% 27,191 17.2% 55.7%

公用事業及清潔費用 7,549 3.4% 5,785 3.7% 30.5%

其他開支 13,114 6.0% 7,892 5.0% 66.2%
      

所使用原材料及耗材、員工成本、折舊及攤銷、物業租金及相關開支以及公用事業及清潔費

用分別較2017年同期增加43.0%、37.7%、44.9%、55.7%及30.5%。增長原因與上文所論

述收益增長的原因相同。折舊以及公用事業及清潔費用於兩個期間佔收益的百分比維持穩定。

所使用原材料及耗材由27.5%增加至28.2%，主要由於 (i)就新達牛氣、Sweetology、新都會

稻成、Parkview餐廳及灣仔Rakuraku開業初步採購物資；及 (ii)新達牛氣為日式火鍋放題餐廳，

其食品成本佔收益百分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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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成本較2017年同期持續改善，佔收益百分比下降0.1個百分點，主要由於牛氣餐廳及

Say Cheese店舖所需員工數目少於其他餐廳。由於招聘人手日益困難，轉為經營需要較少員

工的業務對控制員工成本及減輕人手壓力至關重要。

物業租金及相關開支佔收益百分比由17.2%上升至19.2%，主要由於 (i)部分現有店舖的租金

上漲；及 (ii)於新餐廳開始營運前的免租期內，遞延租金於收益表攤銷而並無錄得任何相應收

益。當中以稻成京川滬餐廳的租金支出影響最大，相關遞延租金、管理費及差餉約838,000

港元於收益表扣除，惟於其開業前並無錄得相應收益以抵銷有關成本。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包括廣告費、信用卡收費、運費、招待費、保險、印刷及文具費用、醫療開支以及

維修及維護費等項目。其他開支約為13,114,000港元，較2017年同期增加約66.2%。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其他開支佔收益百分比為6.0%，較2017年同期的5.0%顯著

增加，主要由於期內經營更多餐廳導致就審計費作出的額外撥備及信用卡收費、維修及維護

費、醫療開支以及印刷及文具費用等開支整體增加。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業績
遠洋於2018年9月1日成為共同控制公司，經營 The Pho及Madam Saigon。Madam Saigon

進行翻新，直至2018年10月仍未開業。於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應佔遠洋

業績為虧損約61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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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及溢利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的純利約為17,646,000港元，較2017年同期錄得的約

407,000港元增加約17,239,000港元。然而，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所產生

上市開支約15,905,000港元的影響作出調整後，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的經調整

純利約為16,312,000港元。與經調整純利相比，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的純利增

加約1,334,000港元或8.2%。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由於旗下附屬公司並無非控股權益，故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溢利與純利金額相同，較2017年同期增加約18,802,000港元。然而，截至2017年12

月31日止九個月，就上市開支影響而調整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約14,749,000港元，

因此，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增加約19.6%。有關增加主要歸因於2017年6月附

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減少。

財務資源及狀況
於2018年12月31日，借貸總額約為3,600,000港元，較2017年同期減少78.9%。銀行借

貸按港元最佳貸款利率減每年2.2%的浮動利率計息。銀行借貸由本公司的公司擔保作抵押。

於2018年12月31日，融資租賃承擔約200,000港元以本公司兩輛賬面淨值約為500,000

港元的汽車作抵押。

於2018年12月31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72,400,000港元，主要以港元計值。由於本

集團於香港經營業務，因此，預期本集團不會面臨任何重大外匯風險。

於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2.6倍，處於淨現金狀況（淨債務除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權益加淨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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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2018年12月31日概無任何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2018年12月31日概無任何資本承擔。

未來前景
除迄今所訂立的租約外，香港餐飲行業尚有充足的優質商場選址機會。我們現經營23家店

舖，較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15家店舖增加53.3%。此外，我們至今已訂下四項新租約，

並將繼續與商場業主洽商新的潛在選址。

物有所值為我們的核心理念，本公司相信我們的客戶將有感於高性價比的上乘料理和優質服

務，從而為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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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
益及淡倉
於2018年12月31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

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載董事

的交易必守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中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分╱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概約百分比
    

黃毅山先生（「黃先生」）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及配偶權益 259,002,000 65.815%

陳慧珍女士（「陳女士」）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及配偶權益 259,002,000 65.815%
    

附註：

1. IKEAB Limited由黃先生及陳女士分別擁有70%及30%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先生及陳女士被視為於

IKEAB Limited所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錦華企業有限公司（「錦華」）由黃先生及陳女士分別擁有50%及50%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於2018年

12月31日，黃先生及陳女士被視為於錦華所擁有的8,684,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黃先生為陳女士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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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8年12月31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

董事的交易必守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
及淡倉
於2018年12月31日，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及相

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

或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中的好倉

    

主要股東姓名╱名稱 身分╱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概約百分比
    

黃先生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及配偶權益 259,002,000 65.815%

陳女士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及配偶權益 259,002,000 65.815%

IKEAB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50,318,000 63.609%

Chua Sai Men先生 實益擁有人 24,320,000 6.180%
    

附註：

1. IKEAB Limited由黃先生及陳女士分別擁有70%及30%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先生及陳女士被視為於

IKEAB Limited所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錦華由黃先生及陳女士分別擁有50%及50%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於2018年12月31日，黃先生及

陳女士被視為錦華所擁有的8,684,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黃先生為陳女士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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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8年12月31日，董事概不知悉任何人士（董事除外）於股份及相

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及

淡倉，或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的任何權益及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市場上購回的股份如下：

期間 所購回股份數目  

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 6,472,000  

所購回合共6,472,000股股份已於2018年8月2日註銷。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或其任何

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

則的守則條文。

競爭權益
於2018年12月31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

概無從事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亦無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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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書面指引，其條款不較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

條所載交易必守標準寬鬆。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18

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一直遵守交易必守標準。

合規顧問的權益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6A.19條的規定，東興證券（香港）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的合規

顧問（「合規顧問」）。經合規顧問確認，除本公司與合規顧問所訂立日期為2017年6月23日

的合規顧問協議外，合規顧問或其董事、僱員或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於

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本中擁有或可能擁有根據GEM上市規則第6A.32條須知會

本公司的任何權益（包括可認購該等證券的購股權或權利）。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GEM上市規則的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察本集

團的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控制程序。於本報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王展望先生（審核委員會

主席）、曾少春先生及陳婉婷女士組成，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於2019年2月13日舉行會議，以審閱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

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季度財務報表，並認為該等財務報表符合本集團適用的適用會計準則、

法律及披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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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感謝全體員工及管理團隊於期內作出貢獻。本人亦謹此向股東及

投資者不間斷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執行董事

黃毅山

香港，2019年2月13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黃毅山（主席）

陳慧珍（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婉婷

曾少春

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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