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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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O FAR EAST HOLDINGS LIMITED
（筆 克 遠 東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2）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筆克遠東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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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
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2,024,872 1,884,643
銷售成本 (1,448,770) (1,356,197)  

毛利 576,102 528,446
其他收入 41,801 36,986
分銷成本 (225,335) (221,316)
行政開支 (231,904) (217,534)
其他經營開支 (1,737) (1,275)  

經營溢利 158,927 125,307
融資成本 3 (86) (554)  

158,841 124,75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4,177 12,952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 (245)  

除稅前溢利 173,018 137,460
所得稅開支 4 (42,210) (30,554)  

期內溢利 5 130,808 106,906  

下列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128,723 109,184
 非控股權益 2,085 (2,278)  

130,808 106,906  

每股盈利 7
 基本 10.54 仙 8.97 仙  

 攤薄 10.53 仙 8.96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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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130,808 106,906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歸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2,378 (32,093)
於解散╱出售附屬公司時重新歸類至損益中之儲備 (155) (41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2,223 (32,51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43,031 74,395  

下列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139,773 79,395
非控股權益 3,258 (5,000)  

143,031 7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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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69,063 172,151
物業、廠房及設備 616,619 571,41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4,239 66,350
無形資產 9,777 17,866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7,500 7,50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47,293 141,811
俱樂部會籍 3,959 3,97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55 151
其他資產 – 12,214
遞延稅項資產 1,350 1,226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貸款 9,325 9,351  

1,029,280 1,004,009  

流動資產
存貨 50,496 57,640
施工中合約工程 152,288 76,088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8 1,020,895 1,152,10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3,392 12,657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174 2,596
即期稅項資產 12,627 17,703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497 23,345
銀行及現金結餘 986,409 1,009,707  

2,248,778 2,351,843  

流動負債
已收賬款 143,527 144,485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9 1,292,578 1,400,713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9,159 9,547
即期稅項 60,059 52,685
借貸 187 186
融資租約承擔 194 285  

1,505,704 1,607,901  

流動資產淨值 743,074 743,94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72,354 1,74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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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231 269
遞延稅項 32,470 32,071  

32,701 32,340  

資產淨值 1,739,653 1,715,61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1,208 61,007
儲備 1,649,728 1,620,343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710,936 1,681,350

非控股權益 28,717 34,261  

權益總額 1,739,653 1,71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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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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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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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申報」而編製。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常規編製，惟就投資物業重估及投資作出修訂並
按其公平值列賬。

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與其營運有關並於其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
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並無引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及本年度與往年度呈報之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尚無應用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對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之影響進行評估，但尚未能確定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
況造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以下四個可呈報分部：
— 展覽及項目市場推廣服務；
— 品牌標識及視覺識別；
— 博物館、主題環境、室內裝修及零售；及
— 會議及展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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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可呈報分部收益、損益之資料：

展覽及項目

市場推廣

服務

品牌標識及

視覺識別

博物館、

主題環境、

室內裝修及

零售

會議及

展覽管理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外界客戶之收益 1,396,517 199,896 242,868 185,591 2,024,872
內部間之收益 141,129 4,699 20,113 – 165,941
分部溢利 136,576 17,657 8,330 34,623 197,18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6,507 – – 7,670 14,177
利息收入 1,434 938 215 32 2,619
利息開支 86 – – – 86     

截至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外界客戶之收益 1,298,445 283,878 204,498 97,822 1,884,643
內部間之收益 163,738 933 24,987 4,996 194,654
分部溢利，經重列 107,110 35,111 2,095 11,563 155,87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3,891 – – 9,061 12,952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245) – – – (245)
利息收入 2,570 2,002 80 113 4,765
利息開支 408 – – 146 554     

(b) 可呈報分部收益、損益之對賬：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益

可呈報分部之收益總額 2,190,813 2,079,297
內部間之收益對銷 (165,941) (194,654)  

綜合收益 2,024,872 1,884,643  

損益

可呈報分部溢利總額，經重列 197,186 155,879
未分配金額：
企業開支 (24,168) (18,419)  

綜合除稅前溢利 173,018 137,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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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之利息 76 536
融資租約承擔之融資費用 10 18  

借貸成本總額 86 554  

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包括：

期內利得稅
香港 1,562 3,023
海外 40,076 31,398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 (11) (7)
海外 699 (3,794)  

42,326 30,620
遞延稅項 (116) (66)  

42,210 30,554  

香港利得稅乃就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五年：16.5%）計算。本集團之部份溢利
來自海外，因此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開支乃按本集團根據現有業務所在地區之現行適用稅率並根據現有法
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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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內溢利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22,924 25,284
無形資產攤銷 415 1,093
已售存貨成本 74,483 121,650
呆壞賬撥備 6,619 6,97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02 18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虧損 1,635 20
解散一家聯營公司之虧損 – 1,237
有關下列項目之營運租約租金：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925 922  

及已計入下列各項：

利息收入 2,619 4,765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收益淨額 – 1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449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7,058
出售無形資產之收益 5,619 –
解散附屬公司之收益 – 14  

6. 已付股息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每股6.5港仙
及特別股息－每股3.0港仙
（二零一五年：已付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每股6.0港仙） 116,278 73,161  

附註：

(a)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為116,278,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為73,161,000港元）乃分別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月
三十一日後獲得批准。根據本集團之會計政策，該等股息乃於其建議及獲得批准之期間扣除。

(b) 董事會決議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四）向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名列
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中期股息每股4.5港仙（二零一五年：4.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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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字計算：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128,723 109,184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21,613,544 1,217,067,750
購股權之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778,224 1,071,796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22,391,768 1,218,139,546  

8.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授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30至90日。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包括貿易應收賬款約794,623,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941,597,000港元），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1日以下 636,201 668,865
91至180日 62,619 115,078
181至365日 53,030 108,377
一年以上 42,773 49,277  

794,623 94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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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包括貿易應付賬款約364,735,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468,423,000
港元），根據由接受貨品或服務當日起計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1日以下 226,407 277,662
91至180日 48,634 67,451
181至365日 31,498 56,496
一年以上 58,196 66,814  

364,735 468,423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4.5港仙（截至二零一五
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5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四）派付予於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八日（星期一）起至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止（包括首
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期間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登記。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
必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聯合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33樓3301-04室），方會獲派中
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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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7.4%至20.25億港元。由於
營業額上升及加緊成本控制，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增加17.9%至1.29億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
10.54港仙，去年同期則為8.97港仙。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5港仙，而去年同期
則為4.5港仙。

營運回顧

本集團於本年度仍然面對頗具挑戰的營商環境。全球經濟未能鎖定優勢，增長勢頭仍然乏力。
在集團旗下四個業務分部當中，三個分部的營業額均錄得增長；惟受全球經濟疲弱拖累，中國
經濟隨之放緩，因而直接衝擊品牌標識及視覺識別分部的表現。

業務分部表現：
• 展覽及項目市場推廣服務：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7.6%至13.96億港元。
• 品牌標識及視覺識別：營業額下降29.5%至2億港元。
• 博物館、主題環境、室內裝修及零售：增長18.8%至2.43億港元。
• 會議及展覽管理：增長89.7%至1.86億港元。

展覽及項目市場推廣服務分部

多年來，集團用心打造卓越品牌，展覽及項目市場推廣服務分部的服務範圍已然大幅擴展：承
接類型廣泛的市場推廣相關活動，包括為主辦機構籌劃展覽，以及為客戶策劃跨國路演、媒體
和經銷商活動等。我們亦加強擴展包括藝術展及拍賣會等增長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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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財政年度首六個月完成的重點項目包括：

1. 於中國西安之第九屆中國商業信息化行業大會
2. 於澳洲珀斯之第十八屆國際液化天然氣大會與展覽
3. 第三十二屆泰國國際汽車博覽會；第三十七屆曼谷國際汽車展；第八十六屆日內瓦國際汽

車展；北京國際汽車展覽會；二零一五年上海國際汽車零配件、維修檢測診斷設備及服務
用品展覽會；卡塔爾汽車展；新加坡車展

4. 於新加坡之二零一五年藝術嘉年華；於香港之Art Central展覽
5. 於上海之二零一五年BMW大師賽
6. 於廣州之中國移動全球合作夥伴大會
7. 於香港之環球資源系列中國採購展銷會
8. 於麥納麥之迪士尼音樂劇之米奇音樂嘉年華
9. 迪拜國際航空展；新加坡航空展
10. 於台灣四個城市舉辦之資訊月
11. 於首爾之麥當勞中國經理年度會議
12. 於斯圖加特之梅賽德斯-奔馳全國經銷商大會
13. 於曼谷之泰國國家科學及科技展
14. 於胡志明市之越南包裝展
15. 於北京、廣州及上海之尤尼克斯經銷商大會

在亞洲，我們繼續為阿斯頓馬丁、賓利汽車、華晨汽車、雪佛蘭、東風汽車、東風標緻、廣汽菲
亞特克萊斯勒、福特、吉利、哈雷戴維森、現代汽車、英菲尼迪、捷豹路虎、獵豹汽車、雷克薩
斯、邁凱倫、三菱、日產、保時捷、上汽集團、東南汽車、啟辰及沃爾沃等主要汽車品牌提供展
覽及項目市場推廣服務。

二零一五年為新加坡建國五十週年，集團於去年亦參與連串慶祝項目。有關活動延續至本財
政年度上半年；期間，我們為新加坡旅遊局、建屋發展局及其他SG50主辦機構完成最後數個
高規格的建國五十週年慶祝活動，包括新加坡「創：新」國際展、「新心相印」活動及「共同未來」
展覽。

本集團於新加坡參與的主要活動尚有「照亮濱海灣」燈光藝術節及滙豐國際七人欖球賽。於亞
洲其他地區，筆克為彭博、於香港之法國巴黎銀行、高盛（亞洲）及摩根大通等金融業名企交付
活動。在上海，我們繼續為馮氏集團的「利程坊」提供營運管理服務；「利程坊」為一所全渠道實
驗室及展覽空間，專門測試嶄新零售營銷的趨勢。

由於香港及泛亞洲地區藝術活動持續蓬勃，我們成功參與多項藝術界舉行的活動。於本年度
上半年，我們於香港及澳門為邦瀚斯、翰海拍賣、K Auction、保利拍賣及東京中央拍賣等多家
拍賣行的拍賣會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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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標識及視覺識別分部

於回顧期間，我們繼續在中國為賓利汽車、華晨汽車、凱迪拉克、雪佛蘭、捷豹路虎、江鈴汽
車、雷克薩斯、林肯、梅賽德斯-奔馳、觀致汽車及上海通用汽車等主要汽車品牌提供視覺識別
解決方案；並於全球為賓利汽車、雪佛蘭、英菲尼迪、捷豹路虎、梅賽德斯-奔馳、盧梭-雷諾及
勞斯萊斯提供標識解決方案。我們與該等汽車品牌的合約將持續至本年度下半年，期間，我們
亦將與廣汽集團旗下的傳祺、日產及其他品牌簽訂新合約。

我們亦為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開幕的上海迪士尼樂園供應環境圖像及標識配套。

我們將繼續為來自廣泛行業的客戶提供標識解決方案，以達致多元化的客戶組合。於本年度
上半年，我們為玫琳凱及蘇寧等零售業客戶提供標識，亦為洲際酒店集團及鉑爾曼酒店（雅高
酒店集團旗下的高端國際品牌）等品牌提供服務。其他知名客戶包括中國石化及中國農業銀行
等。

我們的業務範圍已進一步拓展至涵蓋基建行業。於中國西南部，我們已獲委聘為重慶江北國際
機場及貴陽龍洞堡國際機場的旅客提供高端引路系統。該兩個項目將於二零一六年年底完成。

此外，我們為港鐵公司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供應標識，該項目將於本年度下半年開始施
工，並橫跨至二零一七年。

於本年度下半年，我們亦將為華邑提供標識解決方案，華邑是洲際酒店集團旗下首個主要以
中國顧客為服務對象的豪華國際酒店品牌。

本集團的整體品牌標識及視覺識別業務於中國擁有穩健的增長基礎，並正於海外市場迅速增
長。我們預期該分部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將取得較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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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主題環境、室內裝修及零售分部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成功在全球各地完成以下重點項目：

1. 於中國天津之雅培陳列室
2. 於中國十四個城市之安利零售店
3. 於中國海口之海航集團展覽館
4. 香港紅十字會人道教育中心
5. 於中國深圳之華為G1展廳
6. 於馬來西亞八打靈再也之金佰利辦事處
7. 於新加坡之新傳媒旅遊體驗展廳
8. 於越南之松下電器零售店之產品展示
9. 上海迪士尼樂園
10. 於迪拜之新加坡領事館

前文提及集團為上海迪士尼樂園供應環境圖像及標識；此外，兩個有關主題環境項目的合約，
大部分工程亦已竣工。

展望未來，我們將於本年度餘下時間專注於中國南昌、青島及無錫的三個萬達電影樂園工程。
位於江西省南昌市的萬達文化旅遊城已於五月底開幕。該龐大的園區設有一個室內電影樂園、
一個室外主題公園、一個水族館以及多間酒店及零售商店。萬達集團預計該園區每年將吸引
1,000萬名遊客。筆克為該電影樂園的兩個互動區以及公共區域提供設計及施工服務。同時，
我們的無錫萬達電影樂園設計合約將延續至本年度下半年；而青島萬達電影樂園3D劇場承建
工程正如期進行，並將於二零一七年年底竣工。

其他已完成或將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完成的合約包括深圳華潤置地委託的若干室內裝修項目；
於北京之GE醫療展廳；於德國紐倫堡之華為展廳；於迪拜之Hub Zero家庭娛樂中心；於曼谷之
泰國皇家拉瑪七世學院；於台灣之梅賽德斯-奔馳陳列室；於亞洲各地包括印尼、新加坡、泰國
及越南之松下電器多間零售店；以及於中國武漢之長江文明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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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有多項新的大型合約將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動工，包括於迪拜之3M創新中心；新加
坡建設局展廳；香港賽馬會沙田馬場看台的翻新工程；以及於澳門之澳門威尼斯人及永利皇
宮。

最後，應泰國國家科學博物館委託進行的拉瑪九世博物館現已施工，預期將於二零一八年竣
工。

會議及展覽管理分部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成功與多項定期重覆舉行的展覽活動續約，並承接若干新的展覽項目。於
本財政年度上半年的重點項目包括：

1. 於新加坡之家居裝飾展
2. 於新加坡之全球龐德系列會議
3. 中國（上海）國際會獎旅遊博覽會
4. 新加坡國際傢具展
5. 於米蘭之二零一五年 ITMA國際紡織機械展覽會
6. 於馬尼拉之Madrid Fusión Manila國際美食峰會
7. 於馬尼拉之二零一五年製造技術世界大會
8. 新加坡寵物博覽會

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本集團將承辦多項矚目的定期重覆舉行及全新展會。於菲律賓，我們將
籌辦於馬尼拉之電子商務通訊展及Green Philippines展覽、於宿霧之菲律賓建材展以及於宿霧、
達沃及馬尼拉之菲律賓塑膠橡膠展。在亞洲其他地方，我們將交付新加坡峰會；於新加坡之日
本食品及農產品展銷會；於孟買之印度國際安全科技博覽會；以及於仰光之緬甸國際安全博
覽會。

早於年初，我們的項目團隊已就中國國際紡織機械展覽會暨 ITMA亞洲展覽會展開籌備工作；
該項被稱為 ITMA亞洲版的展覽會將於十月在上海舉行。上屆展覽會於二零一四年同在上海舉
行，該屆為目前最大規模及最成功的聯合展覽會，主辦方預計本屆將會吸引更多參展商及訪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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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料

於期間結算日，本集團之本公司股東應佔有形淨資產總值增加2.3%至約17.01億港元（於二零一
五年十月三十一日：16.63億港元）。

銀行及現金結餘為9.989億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10.33億港元），包括已抵押銀行
存款1,250萬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2,330萬港元）。現金及銀行結餘於扣除外部計
息借貸後，現金結餘淨額為9.987億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10.328億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銀行借貸總額為20萬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20萬港
元）。有關銀行借貸主要以韓圜計值，利息按固定利率方式計算。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銀行及現金結餘 986.4 1,009.7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5 23.3
減：銀行借貸 (0.2) (0.2)  

現金結餘淨額 998.7 1,032.8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6,200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3,600萬港元）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其他有形及無形資產。所有該等購買均以
內部資源撥付。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長期借貸。流動比率為
1.49倍（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1.46倍），流動資金比率則為1.36倍（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
十一日：1.38倍）。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月三十一日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1.49 倍 1.46 倍
流動資金比率（流動資產 — 不包括存貨及
施工中合約工程╱流動負債） 1.36 倍 1.38 倍
負債比率（長期借貸╱總資產）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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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本集團之附屬公司遍佈全球多個不同國家，但超過75%之本集團銷售及採購乃以港元、人
民幣、新加坡元及美元為結算單位，其餘25%則以其他亞洲貨幣及歐洲貨幣結算。本集團已採
用多種不同貨幣，而主要亞洲貨幣的匯率在整個期間內頗為穩定，因此本集團面臨外匯風險
的可能性極微。不因投機獲利進行衍生交易乃本集團的政策。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逾2,000名全職僱員，分別從事項目管理、設計、製
作、銷售及市場推廣以及行政工作，並由大批分包商及供應商提供支援。期內產生之員工成本
為3.53億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4億港元）。

本集團之酬金政策乃按個別僱員之表現及各地區之薪酬趨勢而制訂，並將每年定期檢討。除公
積金計劃及醫療保險外，亦會根據個別僱員之表現評估而給予僱員酌情花紅及僱員購股權。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以下資產已被抵押作為若干銀行向本集團授出信貸融資之抵押品。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永久業權土地及樓宇 12,683 11,843
租賃土地及樓宇 13,161 13,34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497 23,345
擔保押金 947 986  

39,288 4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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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a) 營運租約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租賃物業及設備作出之不可撤銷營運租約之未來最
低租賃應付款總額如下：

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租賃物業 設備 租賃物業 設備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9,860 400 17,415 419
第二至第五年 26,760 453 22,463 601
五年後 103,027 – 95,197 –    

149,647 853 135,075 1,020    

(b) 資本承擔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
— 已訂約但未撥備 63,608 110,301
— 已授權但未訂約 9,580 3,664  

73,188 113,965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其他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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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已發出之財務擔保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發出下列擔保：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授予附屬公司之銀行信貸而
向銀行作出之擔保 – – 832,746 865,195    

履約擔保
— 有抵押 68,647 117,380 – –
— 無抵押 30,347 31,502 – –    

98,994 148,882 – –    

其他擔保
— 有抵押 1,296 – – –
— 無抵押 – 38 – –    

1,296 38 – –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董事認為本集團就任何上述擔保而被提出索償之機會甚微。

擔保於訂立日期之公平值並不重大，故並未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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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財政年度下半年的重點項目包括為國際汽聯電動方程式香港電動大獎賽提供項目及活動策
劃服務；大獎賽將於二零一六年十月舉行，是首次於香港街道舉行的電動車賽事。於續簽一級
方程式新加坡格蘭披治大獎賽五年合約後的第四年，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所提供的服務包括：
設計及承建大看台觀眾席、新加坡旅遊局政府官方包廂、企業包廂及一級方程式團隊包廂。

我們再次獲委聘負責將於八月份舉行的新加坡國慶巡遊。

二零一六年里約熱內盧奧運會舉行在即，筆克巴西將為譽滿全球的傳媒巨頭提供服務，包括
為英國廣播公司承建廣播室，並為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在場內五大區提供配套完善廚房設備的
七個餐飲帳篷。我們將為寶潔於里約熱內盧皇家鬱金香酒店打造逾2,000平方米的寶潔之家，
以及於奧運村建設集娛樂、餐點及美容服務於一身的沙龍，該沙龍將於九月份的殘奧會期間
續運。

我們不斷鞏固於亞洲的地位。於回顧期間，我們於中國重慶、河南及瀋陽新設立三個辦事處。
我們於哈薩克斯坦的辦事處已開始著手將於該國阿斯塔納舉行之二零一七年世博會的營銷工
作。阿斯塔納世博會將成為我們參與的第十場博覽會。於過去三十年間舉行的九場世界博覽
會中，筆克曾經參與為數近八十座世博會展館的多個項目。憑藉雄厚經驗，我們將致力於阿斯
塔納贏取項目。

由於本集團的英國業務只佔極輕微比重，預期Brexit事件並不會對本集團業務構成任何負面影
響。

展覽行業的特點在於每年下半年會有更多展會及活動。本集團已作好充分準備把握下半年的
每一個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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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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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
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內之守則條文（「企管守則」）所載之規定，惟有下列偏離：

企管守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應分開及並非由同一人士擔任。根據現有之公司組
織架構，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並無分開。儘管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責任由同一人擔當，但所有
重大決策均經諮詢董事會成員及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後作出。董事會有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認為已有足夠之權力平衡，且現有之安排可維持本公司管理層之強勢地位。

企管守則A4.1要求非執行董事須有特定任期並應接受重選。本公司所有現任非執行董事均無
特定任期，但須在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並重選連任。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規定三分之
一董事須輪值告退。董事認為此安排符合企管守則A4.1之目的。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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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董事於截至二零一六
年四月三十日止期間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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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業績公佈可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http://www.hkexnews.hk「最新公告」一欄及
本公司網站http://www.pico.com瀏覽。

載有財務報表及財務報表附註之本公司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
於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梁凱欣

香港，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謝松發先生、謝松興先生、謝媛君女士及莫沛強先生；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簡乃敦先生、甘力恒先生、李企偉先生及施宇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