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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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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港元  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度
  撇除衍生
 二零一一年 金融工具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度 之虧損 上半年度
 根據報表 淨額後1 根據報表 變動

收入 2,629.1 2,629.1 3,163.7 20.3%

毛利 752.0 752.0 843.8 12.2%

毛利率 28.6% 28.6% 26.7% -1.9個百分點

未計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2 345.1 354.4 306.9 -13.4%

未計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2率 13.1% 13.5% 9.7% -3.8個百分點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本期間溢利 255.3 264.6 219.5 -17%

純利率 9.7% 10.1% 6.9% -3.2個百分點

每股基本盈利 4.2港仙 4.3港仙 3.3港仙 -23.3%

1 衍生金融工具之虧損淨額為於綜合全面收入報表確認之非現金項目，乃與兌換可換股債券
時所產生的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有關。

2 指本集團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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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通過其港澳兩地及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地區的廣泛零售網絡，主要銷售歐洲製造的國際品牌名貴腕錶，以
及自行設計及銷售自家品牌「英皇」高級珠寶首飾，為零售商翹楚。本集團的目標顧客群為
遍及全球各地的中至高收入人士。本公司成立至今已逾七十年之歷史，擁有均衡完善的鐘
錶代理品牌。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收入3,163,700,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2,629,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0.3%。香港市場仍然是主
要收入來源，於本期間來自香港市場的收入增加23.2%至2,649,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度：2,150,4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83.7%（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81.8%）。
於本期間，本集團總收入之82.1%（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82.5%）來自鐘錶分部。毛利為
843,8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752,000,000港元）。毛利率為26.7%（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度：28.6%）。

值得注意的是，與去年同期相比，本集團於本期間面對較高的基數。原因有二：(1)自二零
一一年三月東日本大地震後，旅客把奢侈品購物旅遊選址由東京轉至其他亞洲國家（包括
香港），引致去年同期香港市場營業額激增；及(2)瑞士法郎升值及原材料成本上升致使鐘
錶供應商多次及大幅度調高鐘錶價格，引致去年同期毛利率相對為高。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及純利分別為306,900,000港元及219,500,000港元，而
去年同期分別為354,400,000港元及264,600,000港元（撇除衍生金融工具之虧損淨額後）。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及純利表現下降乃由於毛利率下降及租金開支增加所
致。每股基本盈利為3.3港仙（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4.3港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手頭現金為180,9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803,800,000港元），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為184,8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0,200,000

港元）。該等銀行借貸以港元計值、計息及須於固定年期償還，由本公司以企業擔保作為
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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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續）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以總借貸除以總資產之比率計算）下
降至4.1%（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3%）。本集團亦有可供動用之未動用銀行融資
531,700,000港元。低資本負債比率及大量未動用銀行融資額度可為本集團在未來發展上
保持較高的靈活性。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約為4,203,80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07,400,000港元）及512,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08,6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為8.2（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5.5）及0.8（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

業務回顧
作為免徵奢侈品稅的購物天堂，香港仍然是內地遊客購物地點的首選。於本期間，內地遊
客訪港的總數達15,600,000人次，同比增加22.7%。然而，由於全球經濟瀰漫不明朗因素，
大中華區奢侈品消費市場的增長勢頭稍有放緩。憑藉本集團零售門市位處人流密集的黃金
地段，與去年同期較高的基數相比，本集團仍然錄得穩定的營業額增長。

擴充零售網絡

本集團在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之黃金地段擁有龐大之零售門市網絡。該等門市包括珠寶
店舖、銷售多種品牌鐘錶之店舖（附設或不設珠寶櫃檯）及特定品牌之鐘錶專賣店。於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共有86間（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80間）店舖。詳情如下：

  店舖數目

香港 21

澳門 5

中國 60
 

共計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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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本集團策略性地把香港的零售店舖開設於主要高級購物地段，包括銅鑼灣的羅素街，以及
尖沙咀的廣東道及彌敦道。羅素街及廣東道現為世界公認的著名購物地段。本集團以位於
尖沙咀廣東道1881 Heritage之旗艦店為首，把握本地消費者及內地旅客之機遇。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本集團於中環皇后大道中開設一間樓高兩層之大型商店，陳設商品包
括多款高級鐘錶品牌及全系列「英皇」珠寶首飾。同月，位於銅鑼灣羅素街的卡地亞專門店
開張，提供典雅名貴的鐘錶系列。此等合作體現管理層與領先鐘錶品牌供應商在建立穩固
的業務關係上不遺餘力，從而實現「雙贏」，使領先鐘錶品牌與本集團透過雄踞於黃金地
段，共同提升品牌形象。

鞏固品牌形象

自一九四二年以鐘錶精品店起家，本集團一直不遺餘力，藉提升客戶體驗創造價值。今年
為慶祝英皇集團成立七十週年慶典，英皇集團旗下各系內公司發起一系列宣傳活動。受惠
於「英皇」品牌增強曝光率，本集團以較低成本獲傳媒廣泛報導，有助鞏固品牌形象。作為
英皇娛樂帶來的協同效益之一，本集團邀請尊尚貴賓參加電影首映禮，並向其出席藝人提
供珠寶首飾贊助。此等與知名藝人及社會名流的合作機會乃提升「英皇」品牌知名度的重
要舉措，在國內市場的效用更大。

於本期間，本集團繼續透過一系列聯合推廣、贊助及展覽，推銷及推廣品牌，效果顯著。
同時，本集團也加大市場推廣力度，向縫隙市場進軍。於本期間，本集團推出英皇珠寶婚
嫁系列， 展示為訂婚情侶及準新娘而設的訂婚鑽戒、結婚戒指及新娘首飾。於本期間後，
本集團以時尚名貴珠寶首飾為重點，推出一系列新的電視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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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前景
在國內消費力不斷增強及中等收入群組膨脹的支持下，大中華區的奢侈品消費市場發展仍
將樂觀。作為名貴鐘錶及自行設計高級珠寶首飾零售商，本集團將致力尋求完善的產品組
合及地區分佈，以促進持續盈利。

長久以來，香港為內地遊客理想的購物天堂，內地遊客數目的強勁增長足以證明。兩地價
格明顯差距、正品保證及產品款式齊全均為遊客來港購買高價奢侈腕錶的動力。再者，隨
着市場對名貴品牌的追求及對社會地位與個人認知的意識提高，本集團已準備就緒迎接此
等市場機遇。為促進更互動的交叉銷售，本集團將繼續完善其腕錶品牌組合，以滿足不同
背景消費者的需求及喜好。

於中國市場，本集團將適度及審慎進行店舖擴張計劃。此外，本集團正在爭取在其他亞洲
國家的旅遊區增設店舖，以充分把握華語社區於奢侈品消費市場的增長勢頭。

長遠而言，本集團將致力透過加快發展利潤率較高的珠寶分部來提升盈利及整體利潤率表
現。有鑒於富裕消費者對鑽石的需求加大，而鑽石礦藏儲量卻在日益下降，本集團預期鑽
飾市場於中國之發展前景樂觀。中國的職業女性經濟日益獨立，而生活方式趨向西化，亦
將推動珠寶商品消費。憑藉本集團對珠寶首飾精美工藝的貫徹追求及「英皇」品牌的尊貴
聲望，本集團相信珠寶分部將成為主要的增長動力，有助促進長遠發展。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交易主要以港元、澳門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
大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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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有921名（二零一一年：825名）銷售人員及229名（二
零一一年：206名）辦公室職員。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117,000,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101,600,000港元）。僱員薪酬乃根據個人責任、表現及經驗釐定。員工福利包括退休
福利保障計劃供款、醫療保險及其他附加福利。

中期股息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之中期股息每股0.98港仙（「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1.2港仙），總額為65,841,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80,622,000港元）。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派付予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為釐定股東收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二
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

為符合領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九
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
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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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
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3,163,691 2,629,114
銷售成本  (2,319,859) (1,877,102)

毛利  843,832 752,012
其他收入  2,266 3,499
銷售及分銷開支  (451,005) (315,710)
行政開支  (122,513) (115,686)
衍生金融工具之虧損淨額  – (9,300)
融資成本  (2,697) (559)

除稅前溢利 4 269,883 314,256
稅項 5 (50,362) (59,021)

本期間溢利  219,521 255,23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18) 16,798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219,203 272,033

本期間溢利（虧損）由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持有人  219,521 255,261
 非控股權益  – (26)

  219,521 255,235

全面收入（開支）總額由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持有人  219,203 272,312
 非控股權益  – (279)

  219,203 272,033

每股盈利 6
 －基本  3.3港仙 4.2港仙

 －攤薄  3.2港仙 4.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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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2,192 96,667
遞延稅項資產  4,776 5,927
租金按金  157,228 154,62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4,581 2,571

  278,777 259,789

流動資產
存貨  3,800,906 3,404,176
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8 222,030 199,43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0,906 803,777

  4,203,842 4,407,392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已收訂金及應計費用 9 201,246 396,426
應付有關連公司款項 10 10,007 4,040
應付稅項  116,294 67,967
銀行借貸 11 184,822 340,205

  512,369 808,638

流動資產淨值  3,691,473 3,598,754

資產淨值  3,970,250 3,858,54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7,185 67,185
儲備  3,903,065 3,791,358

總權益  3,970,250 3,858,543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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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認股權證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其他儲備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權益儲備 累計溢利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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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56,593 2,188,273 (373,003) (25,867) 2,529 6,725 53,100 359,296 2,267,646 2,597 2,270,243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7,051  – 17,051 (253) 16,798
本期間溢利（虧損）        255,261 255,261 (26) 255,235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7,051 – 255,261 272,312 (279) 272,033

已發行股份 8,000 792,000       800,000 – 800,000
支付與發行新股份有關之開支  (12,973)       (12,973) – (12,973)
轉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2,592 296,567       299,159 – 299,159
派付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68,529) (68,529) – (68,529)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7,185 3,263,867 (373,003) (25,867) 2,529 23,776 53,100 546,028 3,557,615 2,318 3,559,933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7,185 3,263,867 (373,003) (26,162) 2,529 33,798 53,100 837,229 3,858,543 – 3,858,543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318)   (318)  (318)
本期間溢利（虧損）        219,521 219,521  219,521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318) – 219,521 219,203 – 219,203

派付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        (107,496) (107,496) – (107,496)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7,185 3,263,867 (373,003) (26,162) 2,529 33,480 53,100 949,254 3,970,250 – 3,970,250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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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306,220) (335,988)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50,757) (30,662)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265,576) 612,47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622,553) 245,827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03,777 601,482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318) 3,503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180,906 850,812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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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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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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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
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允價值計
量除外。歷史成本一般基於用作交換貨品之代價之公允價值計算。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呈列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採納以
下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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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無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性生效
 及第7號（修訂本）  日期及過渡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披露於其他
 第11號（修訂本）及第12號（修訂本）  實體之權益：過渡指引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價值計量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1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獨立財務報表1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1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1

 －詮釋第20號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董事預期，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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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指已收及應收售出商品款項，於扣除退貨及交易折扣之淨額。

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所獲匯報之資料主要集中於業
務所在地。此亦為本集團進行安排及籌劃之基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本集團之營運及可呈報分部為位於香港、澳門及中國其他地區之業務。各經營分部
所產生之收益主要來自銷售鐘錶及珠寶。

以下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之可呈報分部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
 香港 澳門 其他地區 撇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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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外界銷售 2,649,260 181,410 333,021 – 3,163,691

 分部間銷售* 34,509 21,777 – (56,286) –

 2,683,769 203,187 333,021 (56,286) 3,163,691

* 分部間銷售按成本支銷

分部溢利 345,493 39,280 9,050  393,823

未分配行政開支     (122,513)

利息收入     1,270

融資成本     (2,697)

除稅前溢利     26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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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
 香港 澳門 其他地區 撇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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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外界銷售 2,150,423 182,943 295,748 – 2,629,114

 分部間銷售* 119,840 72,459 – (192,299) –

 2,270,263 255,402 295,748 (192,299) 2,629,114

* 分部間銷售按成本支銷

分部溢利 374,172 42,111 21,777  438,060

未分配行政開支     (115,734)

利息收入     1,789

衍生金融工具之虧損淨額     (9,300)

融資成本     (559)

除稅前溢利     314,256

可呈報分部之會計政策與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
利指各分部所產生之毛利，包括各分部直接應佔其他收入及扣除各分部直接產生之
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此為向主要經營決策者進行匯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
估表現之計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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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存貨撥備 1,905 7,223
銷售成本內之存貨成本 2,312,297 1,864,51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4,285 30,30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06 693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581) 3,387
有關租賃物業之經營租賃支出
 －最低租賃付款 252,312 140,940
 －或然租金 44,604 37,198
存貨撇銷 53 1,24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其他福利費用 110,349 95,59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640 6,027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本期間：
 香港 44,061 52,614
 中國 888 1,651
 澳門 4,262 4,788

 49,211 59,053

遞延稅項 1,151 (32)

 50,362 59,021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規定，本公司在中
國之附屬公司之稅率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訂為25%。

澳門所得補充稅乃按兩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之3%至12%之範圍累進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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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219,521 255,261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718,513,703 6,147,079,285

攤薄潛在普通股效應：
 認股權證 63,251,107 71,700,510
 可換股債券 – 52,997,749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781,764,810 6,271,777,544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內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6港仙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每股1.02港仙） 107,496 6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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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款項 89,475 88,819
其他中國可收回稅項 63,305 47,828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69,250 62,792

 222,030 199,439

零售銷售一般以現金或相關金融機構支付之信用卡於7日內償付。於百貨公司零售
之應收款項以發票開票日起計一個月內收取。批發客戶獲授之平均信貸期為7日至
90日。

應收款項於滙報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77,174 77,845
31至60日 10,898 6,920
61至90日 455 4,054
超過90日 948 –

 89,475 88,819

在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會先評估準批發客戶之信貸質素並為各批發客戶訂出
信貸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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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續）
信用卡銷售、百貨公司銷售之應收款項及並無拖欠記錄之批發客戶相關之應收款項
既無逾期亦沒有減值。

本集團之應收款項結餘中包括賬面總值為12,30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3,009,000

港元）之應收款項，於滙報日期，有關款項已逾期，本集團並無作出減值虧損撥備。
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取得任何抵押品或收取任何利息。

已逾期但未減值應收款項之賬齡：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逾期1至30日 10,898 2,648
逾期31至60日 455 361
逾期61至90日 948 –

 12,301 3,009

百貨公司銷售及批發客戶相關之已逾期但未減值應收款項於滙報日期後將繼續清
償。董事認為，由於該等結餘之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而有關結餘仍被視為可全
數收回，因此毋項作出減值撥備。

9. 應付款項、已收訂金及應計費用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款項 99,259 310,574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訂金及應計費用 101,987 85,852

 201,246 39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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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9. 應付款項、已收訂金及應計費用（續）
應付款項於滙報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91,973 284,189

31至60日 6,255 9,752

61至90日 706 15,221

超過90日 325 1,412

 99,259 310,574

本集團一般獲給予之信貸期為30至60日。

10. 應付有關連公司款項
應付有關連公司款項主要為應付有關連公司之租金、電費及空調費支出，以及服務
費，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時償還。有關連公司指由一被視為本公司主要股東
之人士╱公司控制之公司。

11. 銀行借貸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無抵押銀行貸款－於一年內償還 184,822 340,205

本集團借貸之加權實際利率介乎1.71%至3.25%（二零一一年：1.54%至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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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資本承擔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購買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
 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 545 20,728

13. 經營租約安排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就租用物業之未來租約付款的到
期日如下：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481,177 409,636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827,902 851,168

 1,309,079 1,260,804

經營租約付款指本集團就其辦公室及商舖應付之租金。經協商之物業租賃期介乎一
個月至三年，月租固定，而若干經營租賃須受每月營業總額與每月最低融資付款之
差額之固定百分比計算之或然租金所規限。

上述款項包括於下列到期之應付予有關連公司之未來租金開支約567,909,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1,751,000港元）：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36,455 224,298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31,454 447,453

 567,909 67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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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有關連人士交易

(a) 於本期間內，除附註10及13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有關連人士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i) 銷售貨品予董事及彼等之近親 1,235 2,597
(ii) 已支付予有關連公司之租金、電費及
  空調費支出 124,445 55,857
(iii) 已支付予有關連公司之有關資訊系統及
  行政工作服務費 15,348 16,518
(iv) 已支付予有關連公司之廣告開支 814 743
(v) 已支付予一間有關連公司之財務顧問費用 180 180
(vi) 已支付予一間有關連公司之配售佣金 – 12,000

  142,022 87,895

附註： 有關連公司指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控制之公司。

(b) 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員為本公司董事。於本期間，支付予彼等之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6,925 5,021
退休福利成本 13 12

 6,938 5,033

(c)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已支付予有關連公司之租金按金已列入應收款
項、按金及預付款項，金額為71,07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5,488,000港元）。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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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
或其相聯法團（具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賦予之涵義）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
倉；或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另行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權益之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普通股」）

  持有已發行 概約持股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楊諾思女士 信託受益人 3,608,050,000 53.70%

附註： 上述股份由英皇鐘錶珠寶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前稱全強集團有限公司）（「英皇鐘錶珠寶
控股」）持有，英皇鐘錶珠寶控股乃楊受成產業控股有限公司（前稱為億偉控股有限公
司）（「楊受成產業控股」）之全資附屬公司。楊受成產業控股由STC International Limited

（「STC International」）持有，而STC International乃The Albert Yeung Discretionary 

Trust（「AY Trust」）之受託人。AY Trust為全權信託，而楊諾思女士為合資格受益人之
一。

(b) 於相聯法團權益之好倉

(i) 普通股

   持有已發行 概約持股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楊諾思女士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信託受益人 2,747,493,823 74.93%

  （「英皇國際」）（附註1)

楊諾思女士 英皇娛樂酒店有限公司 信託受益人 796,662,845 61.64%

  （「英皇娛樂酒店」）
  （附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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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相聯法團權益之好倉（續）

(i) 普通股（續）

   持有已發行 概約持股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楊諾思女士 英皇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信託受益人 1,613,328,907 62.11%

  （「英皇證券集團」）
  （附註2)  

楊諾思女士 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信託受益人 453,430,000 52.48%

  （「新傳媒集團」）（附註3)

附註：

1. 英皇國際乃一家股份於香港上市之公司：英皇國際之2,747,493,823股股份由
英皇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前稱Charron Holdings Limited）（「英皇集團國
際控股」）持有。英皇娛樂酒店乃一家股份於香港上市之公司：英皇娛樂酒店
之796,662,845股股份由英皇娛樂酒店控股有限公司（前稱滿強投資有限公司）
（英皇國際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英皇國際為英皇娛樂酒店之控股公司。
英皇集團國際控股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楊受成產業控股持有，而楊受成產業
控股由AY Trust之受託人STC International全資擁有。楊諾思女士作為AY Trust

之合資格受益人之一，被視為於上述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英皇證券集團乃一家股份於香港上市之公司：英皇證券集團之1,613,328,907

股股份由英皇證券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前稱凱運集團有限公司）（「英皇證券控
股」）持有。英皇證券控股之全部股本由楊受成產業控股持有，而楊受成產業
控股由AY Trust之受託人STC International全資擁有。楊諾思女士作為AY Trust

之合資格受益人之一，被視為於上述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新傳媒集團乃一家股份於香港上市之公司：新傳媒集團之453,430,000股股份
由新傳媒集團投資有限公司（前稱Velba Limited）（「新傳媒投資」）持有。新傳媒
投資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楊受成產業控股持有，而楊受成產業控股由AY Trust

之受託人STC International全資擁有。楊諾思女士作為AY Trust之合資格受益
人之一，被視為於上述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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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相聯法團權益之好倉（續）

(ii) 購股權

  身份╱ 持有相關 概約持股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百分比

黃志輝先生 英皇國際 實益擁有人 16,154,212 0.44%
 （「黃先生」）   （經調整）

范敏嫦女士 英皇國際 實益擁有人 16,154,212 0.44%
 （「范女士」）   （經調整）

黃先生 英皇娛樂酒店 實益擁有人 5,000,000 0.39%

范女士 英皇娛樂酒店 實益擁有人 5,000,000 0.39%

附註： 此乃根據英皇國際及英皇娛樂酒店各自之購股權計劃向黃先生及范女士（即英
皇國際及英皇娛樂酒店之董事）授出之購股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
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具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賦予之涵義）之任
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採納日期」）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旨在
激勵相關參與者（包括董事及本集團之合資格僱員），亦使本公司可招募優秀僱員及吸引
本集團所重視之人力資源。

根據該計劃，董事獲授權可於採納日期起之十年內隨時授予任何參與者可認購本公司股份
之購股權。股份認購價不得低於下列三者中之最高值：(i)於購股權授出日期（須為營業日）
本公司股份之收市價；(ii)於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本公司股份之平均收市價；
及(iii)本公司股份面值。承授人於接納購股權之授予時須繳付1港元之象徵性代價。

於本期間，概無購股權根據該計劃獲授出、已告失效、被行使或被註銷。



其他人士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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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除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
人員外，以下人士或法團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視為或當作擁有須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36條備存於登記冊或另行知會本公司之權益及淡倉：

於普通股之好倉
 身份╱ 擁有或被視作擁有 概約持股
股東名稱╱姓名 權益性質 權益之普通股股份數目 百分比

英皇鐘錶珠寶控股（附註） 實益擁有人 3,608,050,000 53.70%

楊受成產業控股（附註） 於受控公司之權益 3,608,050,000 53.70%

STC International（附註） 受託人 3,608,050,000 53.70%

楊受成博士 全權信託之創立人 3,608,050,000 53.70%

 （「楊博士」）（附註）

陸小曼女士（附註） 配偶權益 3,608,050,000 53.70%

Mondrian Investment 投資經理 415,910,000 6.19%

 Partners Limited

附註： 英皇鐘錶珠寶控股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楊受成產業控股持有，而楊受成產業控股由STC 

International全資擁有。STC International為AY Trust之受託人。作為AY Trust之創立人，楊博
士被視為於英皇鐘錶珠寶控股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作為楊博士之配偶，陸小曼女士亦被
視為於上述股份中擁有權益。所述股份與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及淡倉」中(a)

部份「於本公司權益之好倉」一節所載之股份相同。



其他人士權益及淡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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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權益均屬好倉。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之證券及期貨條例登記冊
所載，並無淡倉記錄。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並不知悉任何人
士或法團（除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之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視
為或當作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備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期間內，董事會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項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惟偏
離守則條文第A.2.1條，即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須分開且不得由同一人士擔任。目
前，楊諾思女士為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基於各董事保持明瞭本集團的經營方式、業
務情況及發展，而管理層乃經董事會正式授權處理本集團之日常營運，董事會認為，楊諾
思女士集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於一身的架構並不會有損權力和授權之平衡，而該架構亦有利
於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董事無意作出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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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
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本期間內，彼等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買賣標準。

審閱中期報告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核或審
閱，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
名非執行董事組成。



董事資料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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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之規定，自二零一一年年報日期起之董事資料變動載列如下：

(a) (i) 委任董事會主席

自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起，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總經理楊諾思女士已獲委任為
董事會主席。

(ii) 於董事委員會所擔任職務

於本公司各董事委員會中
所擔任之職務 委任日期 終止日期

黃先生
• 薪酬委員會－主席附註1 –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范女士
• 企業管治委員會附註3－主席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
• 提名委員會附註2－成員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

葉錦雯女士
• 企業管治委員會附註３－成員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

陳漢標先生
• 提名委員會附註２－主席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
• 企業管治委員會附註３－成員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

黎家鳳女士
• 薪酬委員會－主席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
• 提名委員會附註２－成員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

附註：

1. 黃先生仍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成員。

2. 提名委員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成立。

3. 企業管治委員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成立。

有關最新「董事名單與其角色及職能」以及各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可於聯交所及本
公司網站查閱。



董事資料之變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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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董事薪酬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薪酬委員會檢討並根據個人表現、經驗、能力及責任及參
考市場水平修訂了執行董事之薪酬。本公司其中兩名執行董事，楊諾思女士及陳鴻
明先生，於本期間之報酬總額分別為4,328,750港元及2,048,750港元。該等金額包
括就彼等於本期間內所提供服務相關之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及應計董事袍金以及
於本期間已支付之表現獎勵開支（與上一年度之表現有關）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薪酬委員會亦檢討了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之董事袍金。自二
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董事袍金已調整如下：

 港元（每年）
執行董事
 楊諾思女士、陳鴻明先生、 150,000（附註1）

 黃先生及范女士

非執行董事
 黃 躋先生 150,000（附註2）

獨立非執行董事
 葉錦雯女士、陳漢標先生及 200,000（附註2）

 黎家鳳女士

附註：

1.  按薪酬委員會釐定
2.  按董事會釐定

該等袍金乃參考市場水平及各董事之職務與職責而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不知悉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須予披露之其他董事資料
變更。



  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2012中期報告         30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及任何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主席
楊諾思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之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楊諾思女士
 陳鴻明先生
 黃志輝先生
 范敏嫦女士

非執行董事： 黃 躋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葉錦雯女士
 陳漢標先生
 黎家鳳女士

各股東可選擇以印刷本或於本公司之網站(http://www.emperorwatchjewellery.com)收
取此中期報告（中英文版本）。為支持環保，本公司極力建議各股東選擇收取此中期
報告電子版本。倘若已選擇收取電子版本之股東，如因任何理由以致收取此中期報告
之電子版本或瀏覽本公司網站時出現困難，則可向本公司提出書面要求，免費獲取此
中期報告之印刷本。股東仍有權隨時以合理之書面通知向本公司，或透過郵寄或電郵
（is-enquiries@hk.tricorglobal.com）向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以更改其日後收取所有公司通訊之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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