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信息

公司架构

覆盖全面之钟表品牌组合

品牌获广泛认同

于零售黄金地段拥有强大销售网络

与集团联属公司发挥多方面协同效益

优秀的直销渠道

专业的管理团队

信達國際 彭日飛 (Lewis Pang) 852-2235 7847 lewis.pang@cinda.com.hk

招銀國際 胡永匡 (Walter Woo) 852-3761 8776 walterwoo@cmbi.com.hk

麥格理證券 黃曉齡 (Linda Huang) 852-3922 4068 linda.huang@macquarie.com

元大證券 朱家傑 (Peter Chu) 852-3969 9521 peter.kk.chu@yuanta.com

分析员名单

腕表及珠宝首饰零售商之翘楚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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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分布:

收入分布:
珠宝业务

(16%)

公众 (约37%)

投资者关系联络

陆文静(Anna Luk), 集团投资者关系总监

直线: (852) 2835 6783   
电邮: annaluk@emperorgroup.com

区雪莹(Janice Au), 集团投资者关系经理

直线: (852) 2835 6799
电邮: janiceau@emperorgroup.com

设计与销售旗下 品牌，
产品包括钻石、翡翠、珍珠、

黄金及其他珠宝

英皇钟表珠宝有限公司 (股份编号: 887.HK)

英皇集团 (约63%)

钟表业务
(84%)

国际钟表品牌之
特许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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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 (Baume & Mercier)

宝达日内瓦 (Bedat & Co)

伯莱士 (Bell & Ross)

宝珀 (Blancpain)

宝玑 (Breguet)

卡地亚 (Cartier)

瑞士雪铁纳 (Certina)

肖邦 (Chopard)

芝柏表 (Girard-Perregaux)

哈密尔顿 (Hamilton)

IWC万国表 (IWC Schaffhausen)

积家 (Jaeger-LeCoultre)

万宝龙 (Montblanc)

香港:  共25個品牌代理

肖邦亚太区行政总裁 Stephan Ritzmann先生 (左2)

钟表业务

百达翡丽总裁Thierry Stern先生 (右2)
百达翡丽荣誉总裁Philippe Stern先生及太太 (左3及左4)

与表商共同打造广告及联办宣传活动

以上之售价出现差异主要由于当地增值税、奢侈品消费税、入

口税、货币兑换率及由表商自行厘订之基本区域性售价差异

市场 当地售价与香港比较

香港 -

澳门 -

中国内地 高10%或以上

新加坡 高约 5%

马来西亚 -

日本 高约 5%

韩国 高约 5%

泰国 高约 5%

欧洲 低约 5%

涵盖全面钟表品牌组品

与钟表品牌供货商保持紧密关系

钟表的区域性价格差异

新加坡:  共7个品牌代理

宝珀 (Blancpain)

宝玑 (Breguet)

卡地亚 (Cartier)

昆仑表 (Corum)

百达翡丽 (Patek Philippe)

劳力士 (Rolex)

帝舵表 (Tudor)

美度 (Mido)

欧米茄 (Omega)

沛纳海 (Officine Panerai) 

帕玛强尼 (Parmigiani)

百达翡丽 (Patek Philippe)

伯爵 (Piaget)

雷达表 (Rado)

劳力士 (Rolex)

泰格豪雅 (Tag Heuer)

天梭表 (Tissot)

帝舵表 (Tudor)

江诗丹顿 (VacheronConstantin)

名士 (Baume & Mercier)

宝齐莱 (Carl F. Bucherer)

法穆兰 (Franck Muller)

伯爵 (Piaget)

劳力士 (Rolex) 

帝舵表 (Tudor)

真力时 (Zenith)

中国内地:  共7个品牌代理

劳力士(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Daniel Neidhart先生 (左1)
MONTRES TUDOR S.A 董事Eric Pirson先生 (左2)

伯爵行政总裁Chabi Nouri 女士 (左)

卡地亚
“蓝气球”玫瑰金(中号)

港币375,000
人民币351,000
新加坡元67,500

百达翡丽
“超级复杂功能”玫瑰金

港币696,000
人民币756,000

新加坡元127,800

劳力士
“星期日历型”黄金

港币282,600
人民币282,600
新加坡元50,050

www.emperorwatchjewellery.com 于2021年8月24日更新

2

劳力士(广州)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Brahim Drissi先生 (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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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旗下 品牌，全面的产品系列以优质钻石及翡翠为重点，还包括珍珠、彩色宝石及黄金

重视巧夺的工艺、精细及时尚的设计

珠宝业务

推出多款具代表性及吸引力之珠宝系列，有助打造品牌忠诚度

透过独特的创意，把珍贵的宝石重新编排成高贵及优雅的珠宝

体现瑰丽精致，绽放女性魅力

任用名人代言产品，并刊载于印刷广告及专题文章
透过流行的网站及社交媒体加强在线曝光
与网络红人及博客合作无间

优质钻石及翡翠首饰，着重设计

严谨监控品质及服务水平

恒久魅力的系列

品牌知名度获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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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ray 系列

于社交媒体平台广泛曝光

容祖儿演绎

Heartbeat 心动系列
Instagram Facebook (面书)

产品质量 服务水平

宝石质量及正货保证

约90%重量达1卡或以上之钻石颜色属上等

级别(即颜色D级至J级)

超过90%重量达1卡或以上之钻石获美国宝

石学院评鉴证书(GIA)认证

重视员工产品知识及专业的客户服务

于香港及澳门维持每5位珠宝售货员有1位
具宝石鉴定师文凭资历
透过全面培训 (包括产品知识、时装潮流、
服务水平及待客技巧) 提升员工发展
对珠宝日常的保养及维护提供指引
提供全面售后服务

汤怡及陈家乐演绎

One Vow Two Love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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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游发展局
「优质旅游服务」认可商户

张敬轩演绎

Sunray系列

Nuò by Cindy Yeung 高级珠宝Heartbeat 心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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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回顾

收入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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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包括彩色宝石、珍珠及黄金首饰

** 东南亚包括新加坡及马来西亚

*经调整 EBITD (LBITD)为利息、税项及自家拥有旗舰店的折旧费用前之盈利(亏损)，以反映本集团之核心营运表现。本
集团已全面采纳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已包括与租赁合约有关的使用权资产摊销

英皇钟表珠宝派发中期股息每股0.55港仙 (2020年上半年：无； 2019年上半年： 0.3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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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 (百萬元) 2019年全年 2020年全年 2020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按年變動

收入 4,110 2,627 931 2,071 + 122.4%

毛利 1,264 840 305 638 + 109.2%

毛利率 30.8% 32.0% 32.8% 30.8% - 2.0個百分點

經調整EBITD (LBITD) 268* 160* (44)* 218* 不適用

淨利潤 (虧損) 90 34 (114) 132 不適用

每股基本盈利 (虧損)
(港仙) 1.33 0.50 (1.68) 1.95 不適用

财务概覧

总收入 2019年全年 2020年全年 2020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變動

港币

(百万元)

占比

(%)

港币

(百万元)

占比

(%)

港币

(百万元)

占比

(%)

港币

(百万元)

占比

(%)
(%)

按产品分部

腕表 3,158 77 2,056 78 702 75 1,747 84 + 148.9

珠宝 952 23 571 22 229 25 324 16 + 41.5

钻石及翡翠 402 10 189 7 75 8 92 5 + 22.7

其他* 550 13 382 15 154 17 232 11 + 50.6

合共 4,110 100 2,627 100 931 100 2,071 100 + 122.4

按地区分部

香港 2,760 67 1,257 48 504 54 858 41 + 70.2

澳门 305 7 161 6 40 4 224 11 + 460.0

中国内地 561 14 783 30 243 26 705 34 + 190.1

东南亚** 484 12 426 16 144 16 284 14 + 97.2

合共 4,110 100 2,627 100 931 100 2,071 100 +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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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店销售代表同店按年之总销售变动

** 由于本集团处于净现金状况，因此净负债比率为零

财务概覧
销量与平均价

其他表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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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包括彩色宝石、珍珠及黄金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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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年 2020年全年 2020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腕表

销量 (件) 36,742 21,213 7,280 17,144

平均价 (港币) $85,958 $96,929 $96,409 $101,902

珠宝

(钻石及翡翠)

销量 (件) 20,699 10,892 4,385 5,487

平均价 (港币) $19,440 $17,369 $17,010 $16,767

珠宝
(其他*)

销量 (件) 115,877 92,834 38,668 56,067

平均价 (港币) $4,742 $4,107 $3,986 $4,147

2019年全年 2020年全年 2020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同店销售 (整体) * - 17.3% - 36.6% - 61.2% + 107.3%

同店销售 (香港) * - 27.1% - 57.2% - 73.3% + 83.9%

店铺租金收入占比 9.5% 11.4% 15.6% 8.9%

店铺员工成本收入占比 5.8% 5.6% 7.5% 5.2%

市场推广费用收入占比 0.6% 0.5% 0.5% 0.3%

截至2019年
年底

截至2020年
年底

截至2020年
6月底

截至2021年
6月底

存货 (港币百万元) $3,148 $3,030 $3,102 $2,877

存货周转天数 404天 619天 631天 416天

手头现金 (港币百万元) $240 $405 $251 $873

负债(港币百万元) $791 $639 $766 $716

净负债比率 (净负债/资产净值) 12.3% 5.1% 11.9%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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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1年 6月30日

店铺数目 总楼面面积

多品牌钟表
店(附设或不
设珠宝柜台)

特定品牌之

钟表专卖店

英皇

珠宝店

总数 合共

(平方呎)

平均

(平方呎)

香港 8 6 16 30 77,552 2,585

澳门 2 1 2 5 9,451 1,890

中国内地 1 8 45 54 43,138 799

新加坡 2 5 1 8 6,333 792

马来西亚 - - 1 1 2,000 2,000

总数 13 20 65 98 138,474 1,413

零售网络
零售网络分布于香港、澳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马来西亚

店铺由英皇钟表珠宝(887.HK)拥有

位于尖沙咀广东道2A号
1881 Heritage 之英皇珠宝形象店

位于尖沙咀
广东道4-8号之旗舰店

广东道

海港城
中港城

1881 Heritage

于尖沙咀广东道之布局，乃香港黄金零售地段

http://www.emperorwatchjewe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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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网络
于中国内地之策略网络

开店日期 店铺资料

香港

1 2021年2月 英皇珠宝店 ‐ 新界元朗形点1期1楼1036号铺

中国内地

2 2021年2月 劳力士及帝舵表店 ‐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北大街38号重庆国金中心2楼L257-L258号铺

3 2021年第三季 英皇珠宝店 ‐ 昆山市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4 2021年第三季 英皇珠宝店 ‐ 成都市成都银泰中心

5 2021年第三季 英皇珠宝店 ‐ 苏州市苏州中心广场

6 2021年第四季 英皇珠宝店 ‐ 上海市世纪汇广场

2021年开店计划

重庆: 4

河北: 1+2

辽宁: 1+2+2

深圳: 2 上海: 16广州: 4

江苏: 3+4

北京: 8

一线城市:                30

新一线城市:            12

二线城市:                  7

三及四线城市:         5

店铺总数:                54

天津: 2

湖南: 1

湖北: 1

四川: 1

(于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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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充珠宝业务以提升整体毛利表现
透过定期推出多款新系列及直销活动以增加销量

中至长期之目标收入占比为50% 

强化 品牌定位
定位 「英皇珠宝」为轻奢华

实行建立品牌方案

参加区域及国际性时装展及珠宝展以提升品牌曝光率

深化市场渗透率
继续按自身扩张的模式进行开店计划

革新店铺形象及建立焕然一新之主题柜台以提升消费者体验及有效管理顾客分层

加强珠宝业务

未来策略

英皇珠宝 x 容祖儿 Heartbeat 心动系列, 2018 

圆愿系列, 2020-2021

发掘电子商贸商机
寻求与网上商店平台(如香港电视网上购物﹑Zalora﹑天猫﹑京东)合作，拓展电子商贸
以捕捉互联网及手机用户之庞大商机

透过于不同网站增强品牌曝光，把目标客户从在线引到线下

扩充用户数据库，以分析客户数据及制订有效的产品策略

Love Knot 系列, 2019Sunray系列 , 2019

Nuò by Cindy Yeung 高级珠宝, 2020

天猫京东商城

One Vow Two Love 系列,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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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足金婚嫁珠宝系列,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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