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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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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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OUS SUN ENTERPRISES LIMITED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旭日企業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3)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佈業績公佈業績公佈業績公佈 

全年業績全年業績全年業績全年業績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合併損益表合併損益表合併損益表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源自持續經營業務源自持續經營業務源自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3)  6,754,220  6,801,829 銷售成本   (3,952,717)  (3,802,384) 
      毛利   2,801,503  2,999,4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238,305  171,703 銷售及分銷支出   (2,053,989)  (2,139,530) 行政費用   (774,749)  (752,662) 其他費用   (124,646)  (67,801) 融資成本 (4)  (6,884)       (8,893)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經營溢利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經營溢利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經營溢利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經營溢利   79,540  202,26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15,804  9,278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 (5)  95,344  211,540 所得稅費用 (6)  (47,626)  (22,395)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年溢利   47,718  189,145 
      源自已終止業務源自已終止業務源自已終止業務源自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之本年溢利／（虧損） (7)  69,212  (56,511) 
      本年溢利   116,930  132,634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38,455  160,876 非控股權益   (21,525)  (28,242) 
    

116,930 

  
13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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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損益表合併損益表合併損益表合併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及攤薄基本及攤薄基本及攤薄基本及攤薄     

- 本年溢利  13.07  15.19 
     

-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3.99  17.10 

  

 

   股息詳情披露於此業績公佈的附註 8。     
     
     
合併全面收入表合併全面收入表合併全面收入表合併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溢利本年溢利本年溢利本年溢利  116,930  132,634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可供出售投資可供出售投資可供出售投資：：：：     價值變動，稅後淨額  (81,468)  (72,269) 重新分類調整已計入合併全面收入表之出售收益  (32,838)  - 

     
  (114,306)  (72,269) 匯兌差額匯兌差額匯兌差額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  (9,705)  43,807 出售附屬公司回撥  (58,367)  - 
     
  (68,072)  43,807 
     本年其他全面收入本年其他全面收入本年其他全面收入本年其他全面收入，，，，稅後淨額稅後淨額稅後淨額稅後淨額  (182,378)  (28,462) 
     本年全面收入總額本年全面收入總額本年全面收入總額本年全面收入總額  (65,448)  104,172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9,476)  124,973 非控股權益  (15,972)  (20,801) 
     
  (65,448)  10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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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25,106  916,116 土地租賃預付款   5,860  18,467 商譽   41,000  41,000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78,655  130,971 持有至到期投資   232,332  224,551 可供出售投資   101,015  222,313 預付款及按金   27,045  102,692 遞延稅項資產   26,824  32,242 

      非流動資產總值   1,337,837  1,688,352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900,901  1,095,163 應收賬款及票據 (10)  358,387  527,47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72,845  533,966 聯營公司欠款   5,325  3,674 其他關連公司欠款   3,090  1,864 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   12,637  - 已抵押存款   -  23,403 現金及現金等額   1,293,597  1,370,036 

      流動資產總值   2,946,782  3,555,582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1)  746,475  1,037,08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841,262  933,253 欠聯營公司款項   228  2,134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171,490  338,250 應付稅款   268,662  398,103 

      流動負債總值   2,028,117  2,708,820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918,665  846,76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56,502  2,535,114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23  155 撥備   12,106  - 遞延稅項負債   165  835 

      非流動負債總值   12,294  990 

      資產淨值   2,244,208  2,53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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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105,941  105,941 儲備   2,126,519  2,313,804 

      

   2,232,460  2,419,745 

      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   11,748  114,379 

      權益總值   2,244,208  2,53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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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包括全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註釋)，在香港被公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要求而編製。除
部份股本投資及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按公平價值評估外，本財務報表的其他項目
均按歷史成本法編製。除特別註明外，本財務報表一般均按港元千位列示。 

 

本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更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更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更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更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下列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政府貸款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7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7財務工具： 披露 －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0  合併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1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2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0、11、12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0、11、12 － 過渡指引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3  公平價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 1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 1 財務報表呈列 －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呈列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 19(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 27(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 28(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 36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 36資產減值 －非財務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的修訂(提早採用) 香港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 註釋 20  露天礦場之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周期之年度改進 

 頒佈於 2012年 6月之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然而，本集
團已採納披露的若干變更以符合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了提早採用香港會計準則 36 修訂本外，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沒有提前採納任何已頒佈但尚未
生效的準則、註譯及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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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分類資料營運分類資料營運分類資料營運分類資料 

 

按業務按業務按業務按業務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 

  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 業務合計業務合計業務合計業務合計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分類收入分類收入分類收入：：：：        向外間顧客銷貨 6,078,366  674,637  1,217  6,754,220 其他收入及收益 81,686  14,179  37,721  133,586 總計 6,160,052  688,816  38,938  6,887,806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76,919  

  

17,549  670  95,138 

         利息收入       36,715 未分配收入       68,00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費用       (113,433) 融資成本       (6,88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  15,804  -  15,804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       95,344 所得稅費用       (47,626)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年溢利       47,718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重新列示） 

  零售業務 

  出口業務 

  其他 

 持續經營 業務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分類收入分類收入分類收入：：：：        向外間顧客銷貨 6,335,733  464,791  1,305  6,801,829 其他收入及收益 50,419  8,658  42,649  101,726 總計 6,386,152  473,449  43,954  6,903,555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214,943  

 

12,206  18,032  245,181 

         利息收入       32,679 未分配收入       37,298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費用       (104,003) 融資成本       (8,89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  9,278  -  9,278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       211,540 所得稅費用       (22,395)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年溢利       18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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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分類資料營運分類資料營運分類資料營運分類資料（續） 

 

按業務按業務按業務按業務（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 

  

 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 業務合計業務合計業務合計業務合計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其他分類資其他分類資其他分類資其他分類資料料料料:        折舊及攤銷 157,151  1,129  15,993  174,273 在合併損益表體現的減值損失 22,142  -  6,868      29,010 在合併損益表回撥的減值損失 -  (530)  -  (530) 其他非現金收入 (5,414)  (2)    (401)  (5,817)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3,142)  81,797  -  78,655 資本開支* 151,595  607  5,634  157,836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重新列示） 

  零售業務 

  出口業務 

  其他 

 持續經營 業務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142,422  1,199  17,533  161,154 在合併損益表體現的減值損失 1,288  -  -      1,288 在合併損益表回撥的減值損失 (3,324)  -  -  (3,324) 其他非現金支出 92,000  -    282  92,282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2,993  127,978  -  130,971 資本開支* 273,696  652  17,268  291,616 

 

*資本支出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按地區按地區按地區按地區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中國內地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澳洲及澳洲及澳洲及澳洲及 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 外間客戶之收入 

 

4,631,681 

  

29,528 

  

1,402,155 

  

556,824 

  

44,014 

  

90,018 

  

6,754,220 

              非流動資產 686,691  76,065  172,512  15,353  -  -  950,621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重新列示） 

  中國內地 

  香港 

 澳洲及 紐西蘭 

  美國 

  加拿大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 外間客戶之收入 

 

4,919,097 

  

18,108 

  

1,379,810 

  

388,824 

  

24,724 

  

71,266 

  

6,801,829 

              非流動資產 896,641  101,974  153,019  54,126  -  3,486  1,20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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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以下為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融資成本之分析：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支出 6,870  8,871 
融資租賃利息支出 14  22 
  

6,884 

  
8,893 

 
(5)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銷售存貨成本 3,967,987  3,722,358 
折舊 174,096  160,983 
攤銷土地租賃預付款 177  171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2,284  14,209 
已上市之可供出售投資的股息 (2,065)  (8,879) 
利息收入 (36,715)  (32,677) 
出售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之收益 (250)  (1,864)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的收益 (32,7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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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一二年：16.5%）作出
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則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管轄區域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本集團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本年－香港    
年內支出 13,692  7,47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準備） (1,246)  833 

本年－其他地區    
年內支出 36,438  59,499 
過往年度超額準備 (2,552)  (41,466) 

遞延 1,294  (3,950) 
 
本年度稅項支出 

 

47,626 

  
22,395 

    
 
(7) 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Glorious Sun Enterprises (BVI) Limited （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
司）與楊釗博士和楊勳先生（兩位均為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股東）簽訂買賣協議，以出售於鎮
安工貿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鎮安集團」）之全數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 132,000,000
港元，是次交易已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完成。 

 
鎮安集團於期內/年內的業績如下：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至一月一日至一月一日至一月一日至 

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期間期間期間期間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93,724  384,852 
其他收入及收益 45,072  46,647 
費用及成本 (391,930)  (500,383) 
    
已終止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53,134)  (68,884) 
所得稅抵減 113  12,373 
    
期內／年內虧損 (53,021)  (56,511) 
    
出售已終止業務收益，稅後淨額* 122,233  - 
    
期內／年內源自已終止業務溢利／（虧損） 69,212  (56,511) 

    
溢利／（虧損）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6,220  (20,273) 
非控股權益 (27,008)  (36,238) 

    
 69,212  (5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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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續）））） 

 

*出售已終止業務收益的組成如下：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淨資產的收益 73,275  - 
實現外匯波動儲備 58,367  - 
減：直接成本及稅項 (9,409)  - 
   - 
出售已終止業務的收益 122,233  - 

    
    
    
鎮安集團產生的淨現金流如下: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至一月一日至一月一日至一月一日至  截至 
 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期間期間期間期間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 (37,411)  (40,940) 
投資業務 (34,490)  (22,467) 
融資業務 35,000  (1,893) 
 
淨現金流出 

 

(36,901) 

  
(65,300) 

 
 
 

   

 
 
源自已終止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9.08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二零一二年 
 

（1.91）港仙 

    
 
源自已終止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二零一二年：虧損）乃根據二零一三年年內已終止
業務的屬於公司股權持有人之年內溢利 96,22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虧損 20,273,000 港元）
及於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059,414,000 股（二零一二年：1,059,414,000 股）計算。 
 
由於認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每股的市場平均價，尚未對源自已終止業務的每股基本盈
利／（虧損）具攤薄或反攤薄效應，故沒有就截止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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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 4.00 港仙  

(二零一二年：4.00 港仙) 
 

42,377 

  
42,377 

擬派發末期－每股普通股 8.15 港仙 
(二零一二年：8.15 港仙) 

 

86,343 

  
86,343 

  

128,720 

  
128,720 

 
本公司擬派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的末期股息，須經本公司股東在即將舉行之股東
週年大會批准，方才作實。 
 

(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38,455,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
160,876,000 港元）及於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059,414,000 股（二零一二年：
1,059,414,000 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止年度內，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權的
認購價高於年內的平均市場價，故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之基本每股盈利沒有被攤薄。 
 

 

(10) 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 

 

應收賬款及票據包括應收貿易賬款共 350,894,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514,310,000 港元）及
應收票據 7,493,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13,166,000 港元）。應收票據於兩個期末報告日的賬
齡少於四個月。下列為按付款到期日分類並已扣減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賬齡分析：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即期 
少於四個月 
四至六個月 
超過六個月 

241,979 

72,754 

20,525 

23,129 

 286,496 
178,390 

55,137 
7,453 

 358,387  527,476 

 
給予貿易客戶之賒賬期一般為 4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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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期末報告日，根據付款到期日分析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帳齡，如下列示：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少於四個月 
四至六個月 
超過六個月 

744,772 

1,338 

365 

 1,028,927 
5,713 
2,440 

 746,475  1,037,080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通常於 90天內償還。 
 

(12) 比較數字比較數字比較數字比較數字 

 

合併損益表的比較數字已被重新呈列至猶如已終止業務發生於去年年初。另外，若干比較數
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之呈報格式。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局已議決向股東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8.15 港仙（二
零一二年：8.15 港仙）。末期股息總額為 86,343,000 港元；需經由本公司股東在二零一四年六月三
日（星期二）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倘獲股東通過，末期股息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星
期四）派發予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三）登記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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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績集團業績集團業績集團業績 

 

回顧過去的一年，環球經濟狀況相對平穩，美國復甦温和且持續，歐元區亦漸次從谷底爬出，日本

經濟在「安倍三箭」的提振下，亦略呈生氣；但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因資金外流至先進經濟體，

再加上各自的問題，顯著地放緩。中國經濟在回顧的年度，增長只有 7.70%，銀根普遍趨緊，中、

小企營商環境最為艱困，零售市道因之而疲弱，比對二零一二年可算是無甚改善，但營運成本卻繼

續上升，尤以舖租及工資成本最為顯著。期內，真維斯悉力調整及鞏固業務，更因部份店舖租金上

升超逾銷售增長，遂關閉虧損金額較大的自營店舖。因此，銷售額對比去年有所下降，然而存貨金

額比對去年明顯地降低。由於關閉店舖以及清理積壓的存貨，遂使真維斯的業績出現倒退。Jeanswest 

在澳、紐表現雖然較競爭對手稍優，但受制於當地經濟放緩及澳元匯價大幅回落所影響，全年業績

稍遜於二零一二年。期內，出口業務對比去年有較好的表現，反映了從「代工生產」轉型至「設計、

生產及出口」的拓展上，已有成效；並在十一月處理了虧蝕的針織生產業務，全年的生產及出口業

務，有可觀的增長。 

 

全年綜合營業總額減少了 0.70%，股東應佔純利下滑了 13.94%。 

 

以下為本集團在回顧年度內的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重新列示） 

變化  

（單位：港幣千元） 

綜合營業總額 

  

6,754,220 

 

6,801,829 

 

↓0.70% 

 

其中： 

A. 中國零售總額 

B. 澳、紐零售總額 

 

C. 出口銷售總額 

 

 

 

 

小計 

 

4,682,007 

1,396,359 

6,078,366 

674,637 

 

4,959,305 

1,376,428 

6,335,733 

464,791 

 

↓5.59% 

↑1.45% 

↓4.06% 

↑45.1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  138,455 160,876 ↓13.94%  

      

（單位：港仙） 

每股盈利（基本） 

每股股息 

－末期 

－全年 

  

13.07 

 

8.15 

12.15 

 

15.19 

 

8.15 

12.15 

 

↓13.95% 

 

- 

- 

 

      

（單位：港幣千元）      

淨現金  1,122,084 1,055,034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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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 

 

二零一三年中國因積極推行「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不再單純追求數量上的高速增長，並開

始處理地方債務高企及地區融資平台的風險；更因地產等行業仍然過熱，使「寬財政」的力度受到

限制；中、小企融資需求，仍要面對重重困難；而人民幣匯率仍在升值中，加上生產成本高企不下，

出口和製造業表現自然難言理想。故二零一三年中國GDP增長只有 7.70%，即與二零一二年的 7.8%

大致持平。同時，中央嚴打官場及國企貪腐奢侈之風，使高端消費場所變得冷清，貴重的時節禮品

亦告滯銷，連帶整個零售市道亦受影響。期內，真維斯主要策略是調整過往用「開源」的方法，以

薄利多銷，來解決經營成本日益上升的問題，但是，「多銷而薄利」在市道呆滯的環境如二零一二

年，未能取得預期效益，但經營成本及庫存卻因擴張店舖而大升。為了使存貨能保持在健康水平，

不得不減價促銷，因此，令溢利率受損。故在回顧年度內，銷售目標訂得較前保守，不惜關閉效益

較差的銷售點，並致力鞏固與加盟商的關係，「創造雙贏，讓對方先贏」，同時提高商品開發力度及

嚴控產品價格及經營費用。在調整過程中，二零一三年中國真維斯溢利減少，是預期之事。但總的

來說，「改革和調整」已初見成效。澳洲則因世界經濟發展放緩，礦產出口景氣不再，經濟增長因

之而放慢，零售市道亦隨而顯得呆滯。澳洲央行要連續減息兩次合共 0.50%以刺激經濟；澳元兌美

元匯價從高位大幅下滑 14.27%，使零售商進口成本增加，經營環境變得嚴峻。Jeanswest 表現已優

於競爭對手，但對比二零一二年仍稍有不如。 

 

集團零售網絡業已覆蓋中國內地、澳洲、紐西蘭、香港、澳門、中東、越南、馬來西亞、印尼、蒙

古、尼泊爾、斐濟、俄國、伊朗及委內瑞拉等地。年底時網絡合共有零售店舖 2,890間（二零一二

年：3,140間），其中包括特許經營店 1,593間（二零一二年：1,658間）。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集團零售總額為 6,078,366,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6,335,733,000 港元），同

比去年降了 4.06%；零售佔集團綜合銷售總額約 89.99%。存貨可供銷售日從去年的 59 日減至 49

日。 

 

1. 在中國 

 

i. 真維斯 

 

集團在中國內地的零售業務仍以真維斯為核心品牌。在回顧的一年，零售營商環境艱難，營

運成本特別是舖租及工資持續上升，行內競爭日益熾熱，割價傾銷比比皆是。管理層全力以

赴落實集團定下「改革和調整」的策略，不再只追求銷售數量的增長而是要注意保持合理的

經營利潤；以「效益」為首要考慮，為此努力提高商品開發的力度，爭取進一步壓縮存貨，

從而加強對應市場變化的靈活性，並嚴控產品價格及營運費用的增加。因近年店舖租金增幅

大大超越同店舖銷售增長，故在二零一三年內，基本政策是不開新店，更關閉效益不佳的銷

售點。在鞏固與加盟商的伙伴關係上，管理層全力推行「創造雙贏，讓對方先贏」的策略，

已取得一定成效；核心加盟商所佔的總批發金額已有所提升。但因促銷使毛利率受壓，兼且

關閉店舖而引起的攤銷，致使全年業績較去年遜色。 

 

在回顧年度，中國零售的銷售額下降至4,682,00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959,305,000港元），

與去年比較有5.59%的跌幅，並佔集團綜合營業總額69.32%。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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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真維斯在中國有店舖2,551間（二零一二年：2,804間），其中含特許經營店1,522間（二

零一二年：1,581間），網絡覆蓋超過250個城市。 

 

ii. 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 

 

期內，旭日極速與多品牌運動連鎖店如Foot Mart、Shoe Bar及多間附設有泳池的五星級酒

店，銷售Quiksilver的泳裝和拖鞋。並與美國知名時裝品牌Diane Von Furstenberg (DVF) 合

作，推出新的泳裝系列；更邀得芬蘭知名設計師Daniel Palillo參與推出Daniel Palillo for 

Quiksilver秋裝系列，以進一步提高品牌在市場的認受性及知名度。期內，零售網的擴張已

暫告放緩，只在上海地標商場IFC設立了一間形象店。 

 

旭日極速現時經營規模尚小，銷售總額僅逾兩億港元。旭日極速是集團的聯營公司，故其銷

售額並不需併入集團的銷售總額內。 

 

2. 在澳洲及紐西蘭 

 

二零一三年澳洲經濟已不能再依靠礦產業的投資來拉動，央行要連續減息 2 次合共 0.50%，以

刺激經濟。環球經濟狀況不理想，加上國內眾多其他不明朗因素，促使家庭儲蓄率升至近年的

高水平。因服裝行業的市道萎縮，零售商只能以各種優惠推廣來促銷，再加上期內澳元兌美元

匯價大幅下滑了 14.20%，增加了商品的進口成本，生意更為難做。二零一三年 Jeanswest 的表

現仍領先競爭對手，同店銷售額有單位數的增長。期內新推出的童裝系列，其市場反應令人鼓

舞，此外，網購銷售亦增長逾倍。但因毛利受壓，故溢利未能超越二零一二年的紀錄。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澳、紐銷售總額為 1,396,359,000 港元（二零一

二年：1,376,428,000 港元），同比上升了 1.45%，於二零一三年年底，Jeanswest 在澳、紐零售

網絡有店舖 234間（二零一二年：234間），其中包括 6間特許經營店（二零一二年：6間）。 

 

3. 海外加盟 

 

期內集團海外加盟市場的經濟狀況較為偏淡，尤以委內瑞拉及伊朗為甚。在管理層的努力協助

下，加盟商已在印尼開設了 5間 Jeanswest店舖；菲律賓地區的加盟安排，亦已落實，並將於二

零一四年內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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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 

 

在回顧的年度內，美國零售市道無甚改善，生產成本繼續高企，與出口單價背向發展。故單純代客

加工生產，前景是不容樂觀的。故管理層努力開拓「設計、生產及出口」業務，期內，已開始為美

國 Costco旗下品牌 Kirkland Signature 及 Hathaway 設計及生產休閑服系列，銷售反應令人振奮。

生產方面，在第四季處理了缺乏競爭力的針織業務。集團全年出口總額有可觀的升幅。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出口總值為 674,637,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464,791,000

港元），比對去年上升了 45.15%。 

 

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一貫十分健康。於回顧期內集團手持淨現金額處於良好水平。年內本集團亦有訂

立外匯期貨合約，用以穩定澳、紐 Jeanswest 的購貨成本之匯兌風險。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 13,000人（二零一二年：19,000人）。本集團

亦有按業績及僱員表現給予花紅及購股權。 

 

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 

 

本集團認為除了要為股東帶來最大的投資回報外，亦要履行其社會責任。故在生產過程中一直嚴格

遵守環保法規外，同時亦量力而為回饋社會。每年除捐資興學 － 「希望小學」，資助「真維斯大

學生助學基金」及「真維斯希望教師計劃」外，亦發起職員定期捐血、到偏遠地區參與扶貧，救濟

孤寡、老弱的前線工作。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展望今年，主流意見認為環球經濟，將會持續有温和的增長，但基調仍然脆弱；先進經濟體可望有

較好表現，發展中地區或會稍遜一點，但整體還是擺脫不了近年以來的低增長「常態」。因美國經

濟復甦增強時，聯儲局「收水」力度亦將相應加大，受此制肘美國經濟在二零一四年內難望有驚喜。

期內，歐元區或可走出衰退，但其復甦力度仍將受制於其虛弱的金融體系；而日本將在今年四月把

銷售稅從 5%調高至 8%，安倍經濟的提振效應不免要大打折扣。在二零一四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基

調仍將延續「穩中求進」，保持與往年政策的連貫性，經濟增長目標定在 7.50%左右，並對糧食安

全，淘汰落後產能，防範地方債務風險等均予以高度關注，銀根將是偏緊，因此零售市道將依然艱

難。澳洲經濟有下行壓力，因礦產出口前景一般；澳元利率將會因之而下調，匯率隨之而會偏軟，

增添進口貨品的成本，勢將影響 Jeanswest 的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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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零售方面，真維斯將執行「調整和鞏固」的策略，並聚焦於經營效益的提升，銷售計劃寧可

保守一點，也要保證經營的利潤。加快處理效益較差的店舖；但在每省份將選擇一至兩個處於黃金

地段的地舖，引入一流的設計和裝修，成為真維斯形象店，以突顯品牌的新形象，務使顧客能有耳

目一新的購物體驗，從而落實為顧客提供「物超所值的產品和服務」。並將繼續鞏固與加盟商的伙

伴關係，繼續提供優惠政策，包括酌情提供開店裝修津貼等。澳洲近年消費模式已從購買商品轉至

旅遊、餐飲及電子通訊服務的消費，故在二零一四年 Jeanswest仍將著力於產品設計及品牌投資，

以進一步擴大市場佔有率，並加大在網店及電子技術上的投資，以提供比競爭對手更先進的顧客服

務。 

 

出口及生產方面，將繼續調整及加快開拓新產品如泳衣、內衣等，及轉型至「設計、生產及出口」

的經營模式。因生產業務整頓已告一段落，虧損的運作亦已處理了，故可望今年的業績較去年佳。 

 

如無難以預料的重大事故，管理層認為二零一四年集團業務會保持為股東帶來合理的回報。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二零一四年股東週年大會訂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星期二）舉行，詳情請參閱預期於二零

一四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三）或該日左右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glorisun.com）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四）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星期二）止（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釐定資格出席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

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香

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號舖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在香港之股

份過戶登記處）登記。 

 

本公司亦將由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三）止（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獲派發擬派之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

必須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 至 1716號舖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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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公司管治公司管治公司管治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附錄十四所列載的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及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條文 A.6.7 之偏離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A.6.7，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對股

東之意見有均衡的瞭解。由於林家禮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參與其他預先已安排之工作，故

未能出席本公司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此外，劉漢銓太平紳士及鍾瑞明太平紳士（均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也因必須參與其他預先已安排之工作，彼等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舉

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巿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巿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巿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巿證券 

 

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致謝致謝致謝致謝 

 

董事局藉此機會就股東之鼎力支持，管理層及全體員工之竭誠服務，向彼等致以深切謝意。 

 

 

 

承董事局命承董事局命承董事局命承董事局命 

楊楊楊楊    釗釗釗釗太平紳士太平紳士太平紳士太平紳士 

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楊釗博士 銀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楊勳先生、楊浩先生、鮑仕基先生、許宗盛 銅紫荊星章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張慧儀女士及陳永根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漢銓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鍾瑞明博士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王敏剛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及林家禮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