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INTERIM REPORT 2022年 中期報告 



目錄
2 業績概要

3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8 中期股息

9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10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12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13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1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2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

35 其他人士之證券權益

36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業績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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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提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期間」）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百萬港元（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1年 2022年

收入 2,071 1,646

毛利 638 525

毛利率 30.8% 31.9%

經調整EBITD* 218 154

淨利潤 132 86

每股基本盈利 1.95港仙 1.27港仙

每股中期股息 0.55港仙 0.38港仙

* 經調整EBITD為利息、稅項及自家擁有旗艦店的折舊費用前之盈利，以反映本集團之核
心營運表現。本集團已全面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已包括與租賃合約有關的
使用權資產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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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由於本期間內新冠病毒疫情在不同地區包括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出現不同

程度之反彈，整體消費氣氛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本集團的總收入因而減少

至1,645,600,000港元（2021年：2,071,000,000港元）。來自中國內地及香港的
收入分別為431,600,000港元（2021年：704,700,000港元）及769,900,000港元
（2021年：857,900,000港元），佔總收入26.2%（2021年：34.0%）及46.8%（2021
年：41.4%）。按產品分部劃分的收入而言，鐘錶及珠寶分部的銷售收入分別
為1,353,800,000港元（2021年：1,746,600,000港元）及291,800,000港元（2021
年：324,400,000港元），佔總收入的82.3%（2021年：84.3%）及17.7%（2021
年：15.7%）。

毛利為524,800,000港元（2021年：637,500,000港元），而毛利率為31.9%（2021
年：30.8%）。由於收入減少，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淨利潤下降至85,900,000港
元（2021年：132,2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1.27港仙（2021年：1.95港
仙）。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38港仙（2021年：0.55港仙）。

業務回顧

本集團銷售享譽國際之歐洲製鐘錶及旗下「英皇珠寶」品牌之自家設計的高級
珠寶首飾，為零售商之翹楚。本公司於2008年7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上市。

本集團之零售網絡遍及香港、澳門、中國內地、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亦設有

數個線上購物平台。本集團擁有逾80載之歷史，代理均衡而全面的鐘錶品牌。
目標顧客群為遍及全球各地的中至高收入人士。本集團的核心策略為保持其

於大中華地區作為領先鐘錶及珠寶零售集團的地位，同時放眼大中華以外地

區以擴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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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黃金零售地段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於香港、澳門、中國內地、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擁
有87間店舖。有關分佈如下：

店舖數目

香港 24
澳門 5
中國內地 49
新加坡 8
馬來西亞 1  
總數 87

該等店舖包括自家品牌「英皇珠寶」店、鐘錶專賣店及多品牌鐘錶店（附設或
不設珠寶櫃檯）。

多年來，本集團已於香港以及中國內地的黃金購物地段及受歡迎之住宅區建

立具策略性的銷售網絡。於中國內地，約80%的店舖位於一線及新一線城市，
符合本集團的客戶目標及市場定位。本集團亦成功延伸據點至新加坡及馬來

西亞，以擴大其在大中華地區以外的足跡及品牌曝光率。

於本期間後，本集團在香港新開設了一間珠寶店，以及在中國內地新開設了

一間珠寶店和一間勞力士店。本集團已建立店舖開展計劃，在本年度餘下時

間集中在香港住宅區及中國內地主要城市開設珠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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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領導地位
憑藉其悠久歷史，本集團為主要高級豪華瑞士鐘錶品牌供應商信賴的合作夥

伴，並與該等供應商維持穩固的關係，從而繼續擁有全面組合之鐘錶代理權，

並維持其領導地位，尤其在香港。本集團積極參加與各大品牌合辦之市場推

廣活動，重點宣傳新產品並與顧客建立個人化聯繫。

加強珠寶業務
本集團堅持以優秀設計及工藝，為顧客提供優質「英皇珠寶」產品。富麗堂皇
的「英皇珠寶」系列呈獻多款珍貴寶石，當中以鑽石及翡翠玉石為主。「英皇
珠寶」推出之珠寶系列均設計精緻、獨一無二，能迎合及滿足不同顧客群體。

於本期間，本集團推出了兩款嶄新的當代首飾系列 — 泫雅金系列，其為
999足金時尚首飾糸列，以「5G工藝黃金」技術打造而成。「5G」是指硬度高
(Gutsy)、永不褪色(Glorious)、輕巧(Graceful)、極緻精工(Genius)，純度足金
999以上(Gentle)。The Spotlight鑽飾系列以兩種超卓工藝為特點。第一種工
藝用於吊飾及耳環，以9顆較小白鑽密鑲圍繞著一顆主石的設計，匯聚成一
顆耀眼鑽石，更能令飾品上的閃鑽光芒倍添璀璨。另一種技術在平面上打造

出和鑽石切割一樣的棱角鏡面，呈現放大及折射效果，令閃鑽更奪目璀璨，

包括手鐲、手鏈、吊飾及耳環。

為增強與本地客戶的接觸，本集團於本期間推出多項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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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儘管在新冠病毒疫情的陰霾下經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本集團預料，當社交

距離措施逐步放鬆、入境旅客的旅遊限制及隔離規定放寬後，市況將穩定復

甦。此特別適用於香港市場 — 此乃由於本地經濟（包括勞工市場）已呈現改
善跡象，加上8月推出消費券，本集團將從人流復甦受惠。

於本期間後，中國內地疫情減退，為市場復甦帶來正面支持。加上中等收入

群體的擴大及受壓抑的強勁需求被釋放，本集團相信中國內地市場將是本集

團業務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本集團將通過謹慎擴張加強零售網絡及業務營運，

旨在擴大其於中國內地的足跡。

由於消費者的行為於疫情期間已有所改變，本集團將密切關注市場變化並持

續優化其線上銷售平台，同時於手機應用程式上或通過社交媒體互動展示及

推廣其產品。與此同時，本集團將迅速回應市場變化，並實施審慎的財務及

資本管理政策，以提高營運效率，旨在加強本集團的競爭優勢及適應市場變

化的能力。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2022年中期報告7

財務回顧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手頭現金為609,000,000港元（2021
年12月31日：556,300,000港元），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於2022年6月30
日，本集團之總銀行借貸約為36,400,000港元（2021年12月31日：165,500,000
港元），並處於淨現金狀況，因此淨負債比率（以銀行借貸減去現金和現金等

價物除以資產淨值之比率計算）為零（2021年12月31日：零）。本集團亦有可
供動用但未動用之銀行融資約942,900,000港元。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約為3,380,100,000港
元（2021年12月31日：3,435,600,000港元）及429,100,000港元（2021年12月31
日：535,4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為7.9（2021年12
月31日：6.4）及1.8（2021年12月31日：1.4）。

鑒於本集團於2022年6月30日的財務狀況，董事認為本集團擁有充裕之營運
資金以應付其營運及未來發展計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僱有633（2021年：712）名銷售人員及180（2021年：
155）名辦公室職員。於本期間，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128,300,000
港元（2021年：137,300,000港元）。僱員薪酬乃根據個人職責、能力及技術、
經驗及表現以及市場薪酬水平釐定。員工福利包括醫療及人壽保險、退休福

利及其他具競爭性福利待遇。

為鼓勵或嘉獎員工，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有關詳情將載列於本中

期報告「購股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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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就本期間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38港仙（「中期股息」）（2021年：0.55港
仙），合共約25,762,000港元（2021年：37,287,000港元）。中期股息將於2022
年9月28日（星期三）派付予於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
之股東。

為釐定股東享有中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於2022年9月15日（星期四）至
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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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符合享有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

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下午4時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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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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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645,564 2,070,957
銷售成本 (1,120,789) (1,433,453)    

毛利 524,775 637,504
其他收入 5,244 3,260
銷售及分銷開支 (363,136) (416,579)
行政開支 (58,145) (52,801)
其他收益或虧損 (812) 1,409
融資成本 (3,665) (10,013)    

除稅前溢利 4 104,261 162,780
稅項 5 (18,329) (30,581)    

期間溢利 85,932 132,199    

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 
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7,940) 27,42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收入 
總額 67,992 159,628    

每股盈利

— 基本 7 1.27港仙 1.9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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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561,422 1,615,723
使用權資產 286,520 207,527
租金按金 90,035 85,765
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已付按金 3,983 504

遞延稅項資產 5,103 5,103    

1,947,063 1,914,622    

流動資產
存貨 2,626,339 2,710,757
退貨權資產 1,553 1,553
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8 142,622 166,226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0 565 753
銀行結餘及現金 609,015 556,344    

3,380,094 3,43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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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 132,519 150,137
租賃負債 190,654 160,343
合約負債 15,167 18,653
退款負債 2,204 2,204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0 7,183 2,122
應付稅項 44,941 36,455
銀行借貸 11 36,432 165,452    

429,100 535,366    

流動資產淨值 2,950,994 2,900,26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005 2,988
租賃負債 129,998 91,111    

133,003 94,099    

資產淨值 4,765,054 4,720,79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484,152 3,484,152
儲備 1,280,902 1,236,638    

總權益 4,765,054 4,72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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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合併儲備 其他儲備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21年1月1日（經審核） 3,484,152 (373,003) (26,195) 2,529 4,040 1,457,595 4,549,118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27,429 – 27,429
期間溢利 – – – – – 132,199 132,199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27,429 132,199 159,628
2020年確認並已派付之末期股息 
（附註6） – – – – – (10,169) (10,169)        

於202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3,484,152 (373,003) (26,195) 2,529 31,469 1,579,625 4,698,577        

於2022年1月1日（經審核） 3,484,152 (373,003) (26,195) 2,529 18,473 1,614,834 4,720,790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17,940) – (17,940)
期間溢利 – – – – – 85,932 85,932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17,940) 85,932 67,992
2021年確認並已派付之末期股息 
（附註6） – – – – – (23,728) (23,728)        

於202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3,484,152 (373,003) (26,195) 2,529 533 1,677,038 4,76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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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356,266 545,208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16,667) 9,194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284,487) (92,28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55,112 462,119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6,344 405,111
匯率變動之影響 (2,441) 5,542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09,015 87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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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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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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及香港公司條例（「公司條例」）

規定之適用披露編製。

載列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截
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雖然源於本公司於該年度的財務報
表，但只作為比較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

報表。此等法定財務報表有關的更多資料如下：

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本公司已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
交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相關財務報表出具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

見的核數師報告，其中不包含核數師在不就其報告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

下重點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包含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條、
第407(2)或(3)條作出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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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於各報告期末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呈
列者相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之應用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就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言，該等修訂本

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概念框架的提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的租金減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物業、機器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

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本 有償合約 — 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

的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

間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造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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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指向零售客戶銷售產品和已提供之服務佣金收入。

對於向零售客戶銷售產品，商品的控制權發生轉移時（即客戶在零售店

購買商品時）確認收入。按交易價格應在客戶購買商品時立即支付。

就其預期從交換安排其他方於零售店向客戶提供指定貨品有權收取之佣

金收入確認收入。

所有收入均於某一時點確認。

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集團執行董事及最高

行政人員，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所獲匯報之資料主要依據業務所

在地。此亦為本集團進行安排及籌劃之依據。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經營分部」，本集團之經營分部位於香港、澳門、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包括香港及澳門）（「中國」）及亞太其他地區（指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各

經營分部所產生之收入主要來自銷售鐘錶及珠寶。主要營運決策者於釐

定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時，概無將已識別的任何經營分部作合併處理。

所有產品銷售及佣金收入於第一年完成。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
容許，分配至該等未履行合約交易價格並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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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個月

香港 澳門 中國
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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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界銷售 766,241 121,440 431,567 322,100 – 1,641,348
分部間銷售* 17,192 18,576 – – (35,768) –
佣金收入 3,696 520 – – – 4,216       

787,129 140,536 431,567 322,100 (35,768) 1,645,564       

* 分部間銷售按成本支銷

分部溢利 72,718 17,640 56,752 60,191 – 207,301      

未分配其他收入 5,244
未分配企業開支 (103,807)
未分配其他收益或虧損 (812)
未分配融資成本 (3,665)       

除稅前溢利 10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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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

香港 澳門 中國

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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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界銷售 857,864 224,324 704,701 283,992 – 2,070,881
分部間銷售* 69,755 12,347 – – (82,102) –
佣金收入 52 24 – – – 76       

927,671 236,695 704,701 283,992 (82,102) 2,070,957       

* 分部間銷售按成本支銷

分部溢利 67,742 35,032 119,593 44,220 – 266,587      

未分配其他收入 3,260
未分配企業開支 (98,463)
未分配其他收益或虧損 1,409
未分配融資成本 (10,013)       

除稅前虧損 162,780       

可呈報及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本集

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指未分配其他收入、企業開支（包括自家擁

有旗艦店的折舊費用、其他收益或虧損以及融資成本）之各自分部賺取

的溢利。此為向主要運營決策者進行匯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

現之計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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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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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成本內之存貨成本 
（包括存貨撥備2,534,000港元） 
（2021年中期： 
存貨撥備7,074,000港元） 1,117,476 1,431,514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  零售店舖 59,560 61,006
–  辦公室 2,899 2,976   

62,459 63,982
使用權資產折舊

–  零售店舖 111,460 121,259
–  辦公室 5,271 5,824   

116,731 12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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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續）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及其他福利費用 115,532 125,588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719 11,690   

128,251 137,278

計入其他收益或虧損：

出售╱註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虧損 415 659
租約修訂產生之收益 (58)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455 (2,068)   

812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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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利得稅：

澳門 1,593 3,825
中國 6,766 19,302
新加坡 9,970 7,454   

18,329 30,581
遞延稅項 – –   

18,329 30,581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筆2,000,000港元溢利將按8.25%
稅率徵稅，而超過2,000,000港元之溢利將按16.5%稅率徵稅。不符合利
得稅兩級制資格之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16.5%之劃一稅率徵稅。

董事認為，利得稅兩級制實施後所涉及之金額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言

並非重要。於兩個期間內，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於兩個期間內，澳門所得補充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2%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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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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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兩個期間內之稅率為25% 。

於兩個期間內，新加坡所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7%計算。

於兩個期間內，馬來西亞所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24%計算。於兩
個期間內，由於本公司附屬公司並無於馬來西亞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

因此並無就馬來西亞所得稅作出撥備。

6.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宣派每股0.38港仙之 
中期股息（2021年：0.55港仙） 25,762 37,287   

已付每股0.35港仙之2021年末期股息 
（2020年：0.15港仙） 23,728 10,169   

董事會已就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宣派每股0.38港仙中期股息
（2021年：0.55港仙），共25,762,000港元（2021年：37,28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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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 基本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盈利 85,932 132,199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6,779,458,129 6,779,458,129   

由於兩個期間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於兩個期間內並無呈列

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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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貿易應收款項 48,863 54,589
減：信貸虧損撥備 (569) (585)   

48,294 54,004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77,910 96,531
中國可收回增值稅（「增值稅」） 16,418 15,691   

142,622 166,226   

於2021年1月1日，來自客戶合約之貿易應收款項為63,830,000港元。

零售銷售一般以現金或相關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支付之信用卡於七日內

償付。於百貨公司零售銷售之應收款項一般獲授之信貸期為15至45日。

於 2022年 6月 30日，向供應商墊款 15,980,000港元（2021年 12月 31
日：13,814,000港元）及應收回扣 16,703,000港元（2021年 12月 31日：
37,297,000港元）已計入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其餘項目均為
單項不重大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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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續）

下列為減值前貿易應收款項於匯報期末按發票日期（與各相應收入確認

日期臨近）呈列之賬齡分析：

於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46,766 51,939
31至60日 197 1,222
61至90日 289 200
超過90日 1,611 1,228   

48,863 54,589   

賬面總值為1,495,000港元（2021年12月31日：636,000港元）之應收百貨
公司賬款已計入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於匯報日期，該等款項已逾期，而

本集團並未計提減值虧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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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於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47,634 51,39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2,916 96,776
新加坡商品及服務應付稅項 1,949 1,909
中國應付增值稅 20 58   

132,519 150,137   

於2022年6月30日，應計花紅及獎金9,393,000港元（2021年12月31日：
16,605,000港元）及應計裝修成本22,005,000港元（2021年 12月 31日：
30,642,000港元）已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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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續）

貿易應付款項於匯報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46,914 48,716
31至60日 477 2,442
61至90日 93 29
超過90日 150 207   

47,634 51,394   

本集團一般獲債權人授予之信貸期為30至60日。

10. 應收（付）關連公司款項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主要為預付經營開支。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主要為應付關連公司服務費。該等款項為無抵押、免

息及按要求償還。

關連公司指由本公司一名董事或私人信託（另一名董事為合資格受益人

之一）控制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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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銀行借貸

於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含有按要求償還條款但須於以下期

間償還之銀行貸款賬面值（列入流

動負債）：

一年內 18,041 18,041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18,391 18,041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 129,370   

36,432 165,452   

減：列入流動負債並須於一年內 
償還之金額 (36,432) (165,452)   

列入非流動負債之金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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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銀行借貸（續）

銀行借貸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0.50%至1.11%之浮動年利率計息（2021
年12月31日：0.50%至1.14%）。

本 集 團 已 質 押 一 項 賬 面 值 1,473,048,000港 元（2021年 12月 31日：
1,518,711,000港元）之物業，以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融資之抵押品。此
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亦就本集團獲授銀行融資而向銀行提供企業擔

保。

12. 資本承擔

於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就收購物業、

機器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撥備之 
資本開支 8,575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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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連方交易

於本期間內，除附註10所披露者外，本集團與關連方之交易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 銷售商品予董事、彼等之近親及
關連公司 2,318 3,216

(2) 已支付及應付予關連公司之電費
及空調費支出 129 113

(3) 已支付及應付予關連公司有關資
訊系統及行政工作之服務費 6,185 3,101

(4) 已支付及應付予關連公司之廣告
開支 281 47

(5) 已支付及應付予一間關連公司之
財務顧問費用 210 165

(6) 向關連公司作出之租賃負債利息
開支 1,464 906

(7) 向關聯公司作出的可變租賃款項 1,303 1,337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2022年中期報告31

13. 關連方交易（續）

本公司之主要管理人員為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於本期間內，支付予彼等

之薪酬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薪資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4,777 4,144
服務費 940 –
退休福利成本 152 114   

5,869 4,258   

附註：

(a) 關連公司由一名董事或私人信託（另一名董事為合資格受益人之一）控制。

(b) 除第(6)及(7)項之支出外，所有其他交易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3條獲豁免遵守公告、
匯報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的關連交易。

於2022年6月30日，已支付予關連公司之按金18,191,000港元（2021年12
月31日：18,223,000港元）已列入非流動資產之租賃按金。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已就與關連公司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約為
41,985,000港元（2021年12月31日：31,28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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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6月30日，以下董事及本公司之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下列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或被當作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本公司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英皇鐘錶珠寶證券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a) 於本公司之好倉權益

本公司之普通股（「股份」）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有權益之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有投票權股份%

楊諾思女士 私人酌情信託之 
合資格受益人

4,298,610,000 63.41%

附註：  該等股份乃由英皇鐘錶珠寶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英皇鐘錶珠寶控股」）持有，其為
楊受成鐘錶珠寶控股有限公司（「楊受成鐘錶珠寶控股」）之全資附屬公司。楊受成

鐘錶珠寶控股由楊受成博士設立的First Family Advisors Trust reg.（「First Family」）
以私人酌情信託形式持有，而楊諾思女士作為該信託合資格受益人之一被視為擁

有權益。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

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2022年中期報告33

(b)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之好倉權益

(i) 普通股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有權益之 

普通股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有投票權股份%

楊諾思女士 英皇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英皇國際」）

私人酌情信託之 
合資格受益人

2,747,610,489 
（附註）

74.71%

英皇娛樂酒店有限公司 
（「英皇娛樂酒店」）

– 同上 – 851,352,845 
（附註）

71.11%

英皇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英皇文化集團」）

– 同上 – 2,371,313,094 
（附註）

73.80%

歐化國際有限公司 
（「歐化」）

– 同上 – 600,000,000 
（附註）

75.00%

范敏嫦女士 英皇國際 實益擁有人 10,500,000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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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之好倉權益（續）

(ii) 債權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債權證金額

黃志輝先生 英皇國際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000,000港元

附註：  英皇國際、英皇娛樂酒店、英皇文化集團及歐化均為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
該等有關股份乃由有關私人酌情信託最終擁有。鑒於楊諾思女士為該等信託合資

格受益人之一，故彼被視為於上述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22年6月30日，概無董事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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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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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何董事或本公司之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2022年6月30日，以下人士或
法團（除董事或本公司之最高行政人員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

或被當作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權
益披露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

於股份之好倉

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有權益之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有投票權股份%

英皇鐘錶珠寶控股 實益擁有人 4,298,610,000 
（附註）

63.41%

楊受成鐘錶珠寶控股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4,298,610,000 
（附註）

63.41%

First Family 私人酌情信託之 
受託人

4,298,610,000 
（附註）

63.41%

楊受成博士 私人酌情信託之 
創立人

4,298,610,000 
（附註）

63.41%

陸小曼女士 配偶權益 4,298,610,000 
（附註）

63.41%

Brandes Investment 
Partners, L.P.

投資經理 339,017,288 5.00%

附註：  此等股份乃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中第(a)節所載之股份。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22年6月30日，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概不知悉
任何人士或法團（除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外）於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中

擁有或被視為或被當作擁有權益披露登記冊所記錄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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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本公司於2018年5月23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為合資格參與者（包括董事及本集團僱員）提供鼓勵或嘉獎。

自購股權計劃採納以後，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本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

文。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其自訂之英皇鐘錶珠寶證券守則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

則，其條款不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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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標準。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

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英皇鐘錶珠寶證券守則有關進行交易之買賣

準則。

可能擁有本集團未公佈的股價敏感資料之相關僱員亦須遵守與標準守則一致

之書面指引。於本期間內概無發現相關僱員有違反指引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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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之變動

自本公司2021年年報日期後，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須予披露之董事資
料變更載列如下：

執行董事楊諾思女士及吳冠強先生（「吳先生」）之薪酬分別自2022年4月1日及
2022年1月1日起作出調整。楊諾思女士及吳先生於本期間內之總酬金分別為
2,600,000港元及1,351,000港元。該等金額包括董事於本期間內就其服務應收
取之基本薪金、津貼、服務費、董事袍金及退休福利計劃之僱主供款。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不知悉自2021年年報日期起其他須根據上市規
則第13.51B(1)條須予披露之董事資料之變動。

審閱中期報告

載於本中期報告之本集團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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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審閱或審核，惟
本報告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該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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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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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主席

楊諾思

香港，2022年8月30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之成員為：

執行董事： 楊諾思女士

吳冠強先生

黃志輝先生

范敏嫦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嬋玲女士

廖慶雄先生

陳慧玲女士

本中期報告（中、英文版本）可供任何本公司股東以付印形式或於聯交所網站

(https://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https://www.EmperorWatchJewellery.com)
收取。為支持環保，本公司極力推薦各股東選擇收取本中期報告之電子版

本。股東可有權隨時以適時之書面通知，或透過郵寄（地址為香港夏愨道
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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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彼等選擇日後收取公司

通訊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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