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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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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stelux.com

股份編號：84

業績公佈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

寶光實業（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本集團」）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及財務資料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9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4,5 1,786,204 2,000,349
銷售成本  (718,190) (768,750)
   

毛利  1,068,014 1,231,599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6 (8,240) 2,300
其他收入 7 15,816 14,473
銷售支出  (825,997) (865,430)
一般及行政支出  (218,806) (212,283)
其他營運支出  (11,208) (14,541)
   

營業溢利  19,579 156,118
財務成本  (43,173) (16,63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913)
   

除稅前（虧損）╱溢利 8 (23,594) 138,575
所得稅支出 9 (9,440) (33,157)
   

期內（虧損）╱溢利  (33,034) 105,418
   

http://www.stelu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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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續）

 未經審核
 截至 9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3,079) 105,196

 非控股權益  45 222
   

期內（虧損）╱溢利  (33,034) 105,418
   

股息 10 – 20,929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的
 每股（虧損）╱盈利 11

 －基本  (3.16) 10.05

 －攤薄  (3.16)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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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9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虧損）╱溢利 (33,034) 105,418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滙兌差額 (57,398) 19,182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重估 (63) –
  

期內扣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57,461) 19,182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90,495) 124,600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9,602) 124,454

 非控股權益 (893) 146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90,495) 12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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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 2015年 9月 30日

  未經審核
  2015年 2015年
  9月 30日 3月 31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51,488 460,463
 預付租賃地價  31,637 40,242
 於聯營公司投資  – 61,329
 無形資產  130,527 60,664
 遞延稅項資產  66,804 70,692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  12,589 12,652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2 176,613 166,752
   

  869,658 872,794
   

流動資產
 存貨  1,217,936 1,327,732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2 419,118 430,743
 銀行結餘及現金  457,114 460,143
   

  2,094,168 2,218,618
   

資產總額  2,963,826 3,091,412
   

股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4,647 104,647
 儲備  1,241,766 1,341,833
   

 股東資金  1,346,413 1,446,480
 非控股權益  6,457 7,350
   

股權總額  1,352,870 1,453,83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938 2,299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3  11,083 –
 貸款  41,933 52,068
 可換股債券  412,020 380,753
   

  476,974 435,12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3 655,919 601,488
 應付所得稅  20,304 21,249
 貸款  457,759 579,725
   

  1,133,982 1,202,462
   

負債總額  1,610,956 1,637,582
   

股權及負債總額  2,963,826 3,09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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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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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適用之規定而
編製。

此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須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 2015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下文所述外，編製此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
報表所用相同。

以下準則修訂及詮釋於 2015年 4月 1日開始或其後之會計期間生效。採納此等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的業績及
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於 2011年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年度改進項目 2010至 2012年週年之年度改進
年度改進項目 2011至 2013年週年之年度改進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未於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準則、準則的修
訂及詮釋。

中期所得稅乃採用將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累計。

2.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作出影響會計政策的採用及所報資產及負債以及收支數額的判斷、估計及假設。
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在編製此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採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不確定性的關鍵來
源，與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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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風險管理

3.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經營活動面對各種財務風險：外匯風險、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並無載列年度財務報表內規定的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披露事項，應與本集團於 2015

年 3月 31日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本集團之風險管理政策自年末起並無變動。

3.2 公平值評估

本集團按公平值計量財務工具，其規定以下列公平值計量架構披露公平值計量層次：

– 同類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上的報價（未經調整）（第一級）。

– 除第一級所包括的報價外，資產或負債的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從價格得出）觀察所得輸入值（第二
級）。

– 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釐定的資產或負債輸入值（即不可觀察輸入值）（第三級）。

本集團的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及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乃按公平值計量並按第三級分類。

期內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並無變動。

期內並無轉入或轉出第三級分類之財務工具。

本集團的第三級工具乃採用包括折現現金流量分析的估值技術，並經參考有關特定財務工具的輸入值（如股
息流、折現率及其他特定輸入值）釐定。

期內估值技術並無改變。

3.3 本集團的估值程序

本集團的財務部門審閱本集團對以公平值列示作財務報告用途的財務工具的估值，包括第三級公平值。此
等估值其後匯報至財務總監及集團高級管理層以就估值過程及估值結果的合理性作出討論。

3.4 以攤銷成本計量的財務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

本集團的財務資產賬面值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存放於認可財務機構的存款及應收賬款，而財務負債賬
面值包括應付賬款及短期借款，因於短時間內到期而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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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首席經營決策者為行政董事。行政董事主要從產品及地區角度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行政董事從地
區角度評核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和亞洲其餘地區之本集團鐘錶及眼鏡業績。

營運分部間之銷售按相等於現行按公平原則進行的交易之條款進行。行政董事按除利息及稅項前經調整盈利
(EBIT)評核營運分部之業績，計算該盈利時不包括集團行政淨支出。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批發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集團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分部總額 759,817 198,103 544,678 114,927 328,810 1,946,335

　分部間 – – – – (160,131) (160,131)
      

 759,817 198,103 544,678 114,927 168,679 1,786,204
      

分部業績 39,308 (23,622) 26,120 (11,534) 36,662 66,934
     

集團行政淨支出      (47,355)
      

營業溢利      19,579

財務成本      (43,173)
      

除稅前虧損      (23,594)

所得稅支出      (9,440)
      

除稅後虧損      (33,034)
      



8

4. 分部資料（續）

 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批發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集團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分部總額 855,187 234,897 562,004 139,729 539,867 2,331,684

　分部間 – – – – (331,335) (331,335)
      

 855,187 234,897 562,004 139,729 208,532 2,000,349
      

分部業績 127,498 (12,467) 36,236 (4,034) 59,134 206,367
     

集團行政淨支出      (50,249)
      

營業溢利      156,118

財務成本      (16,63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913)
      

除稅前溢利      138,575

所得稅支出      (33,157)
      

除稅後溢利      105,418
      

總資產及總負債與上一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之金額並無重大變動。

5. 收入

 截至 9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貨品銷售 1,786,204 2,00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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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截至 9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收益╱（虧損），淨額 296 (540)

滙兌（虧損）╱收益，淨額 (22,621) 2,840

於收購現有聯營公司控制權之重新測量公平值的收益 4,222 –

議價購買收益 9,863 –
   

 (8,240) 2,300
  

7. 其他收入

 截至 9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樓宇管理費收入 1,170 1,170

利息收入 957 598

雜項 13,689 12,705
   

 15,816 14,473
  

8. 按性質列示的費用

計算在除稅前（虧損）╱溢利中的費用分析如下：

 截至 9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
 －自置 51,513 58,884

攤銷預付租賃地價 3,039 3,471

攤銷專業技術 1,203 –

營業租賃 358,141 362,515

存貨準備（撥回）╱撥備 (1,669) 1,664

捐款 154 2,610

僱員福利支出 362,360 36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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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支出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內，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已沖銷可動用稅項損失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

（2014：16.5%）計算。海外利得稅乃根據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地區的適
用稅率計算。

已計入綜合收益表的所得稅包括：

 截至 9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6,871 31,174

 海外利得稅 3,513 5,246

 過往年度撥備過少╱（多） 206 (54)
   

 10,590 36,366

遞延所得稅 (1,150) (3,209)
   

所得稅支出 9,440 33,157
  

10. 股息

 截至 9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2015年不派發中期股息（2014：每股普通股HK$0.02） – 20,929
  

於 2015年 11月 26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14：每股普
通股HK$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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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以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而計算。

 截至 9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股計） 1,046,474 1,046,47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港幣千元） (33,079) 105,196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港仙） (3.16) 10.05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在假設全部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均獲轉換的情況下，按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
權平均數計算。本集團現有之潛在攤薄普通股為可換股債券。假設可換股債券已轉換為普通股及已調整（虧
損）╱純利以抵銷有關可換股債券費用減稅務影響。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等於每股基本（虧損）╱盈利，因兌換可換股債券造成反
攤薄所致。

 截至 9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全年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千股計） 1,046,474 1,046,474

兌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以千股計） – 190,268
   

就攤薄影響而調整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股計） 1,046,474 1,236,74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港幣千元） (33,079) 105,196

可換股債券借貸費用（港幣千元） – 12,192

其稅項抵免（港幣千元） – (1,07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經調整（虧損）╱溢利（港幣千元） (33,079) 116,317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港仙） (3.16)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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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2015年 2015年
 9月 30日 3月 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 247,538 253,892

減：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撥備 (435) (472)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247,103 253,42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48,628 344,075
   

 597,731 597,495

減：非流動部份
 按金及預付款項 (176,613) (166,752)
   

流動部份 419,118 430,743
  

按發票日分析的應收貿易賬款（附註）：
 60日以下 68,106 82,561

 60日以上 179,432 171,331
   

 247,538 253,892
  

附註：

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的平均信貸期為發票日起之 60日。

13.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015年 2015年
 9月 30日 3月 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387,566 321,531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279,436 279,957
   

 667,002 601,488

減： 非流動部分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11,083) –
   

流動部分 655,919 601,488
  

按發票日分析的應付貿易賬款： 

 60日以下 363,964 298,550

 60日以上 23,602 22,981
   

 387,566 32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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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擔

 2015年 2015年
 9月 30日 3月 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就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資本承擔
 已簽約但未作出撥備 6,509 8,950
  

15. 企業合併

於 2015年 4月 16日，本集團收購了一間瑞士手錶機芯製造廠家CATENA SA額外 48%的權益，代價為現金
1,660,000歐元。在此同時與CATENA SA的 12%權益持有人達成股東協議，以購買 12％的股權認購期權。 此與
先前擁有的 40%權益和本集團的看漲期權之潛在權益一起，本集團被認為已控制CATENA SA的所有權益。

下表概述於收購日期就CATENA SA 所支付的代價、所收購資產的公平值及負債：

 港幣千元

代價：
於 2015年 4月 16日
 －現金 14,386
 

代價總額轉移 14,386

 －與CATENA SA業務合併前之權益公平值 68,527
 －遞延應付代價 11,083
 

代價總額 93,996
 

所收購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的確認金額
 物業、機器及設備 3,532
 無形資產 70,816
 存貨 25,849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2,20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2,257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957)
 遞延稅項負債 (9,844)
 

可識別淨資產總值 103,859
 

議價購買 (9,863)
 

 93,996
 

以現金支付的額外購買代價 (14,386)
所收購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2,257
 

收購時現金流入 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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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相關成本HK$770,000元已於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內之簡明綜合收益表之行政支出內扣除。

本集團認可一項HK$4,222,000元收入作為重新計量與CATENA SA業務合併前之 40%權益公平值的結果。此收
益已包含於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內之簡明綜合收益表之其他（虧損）╱收益，淨額內。

一項議價購買收益HK$9,863,000元已確認於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內之簡明綜合收益表之其他（虧
損）╱收益，淨額內。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CATENA SA為本集團帶來收入約HK$625,000元及虧損約HK$8,913,000元。

倘若CATENA SA自 2015年 4月 1日起綜合入賬，簡明綜合收益表顯示收入約HK$1,786,204,000元及虧損約
HK$33,034,000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 集團營業額減少 10.7%（撇除匯率因素：7.9%）
－ 集團毛利率下跌 1.8%至 59.8%

－ 集團虧損淨額為HK$33.1佰萬
－ 集團營運成本下跌 3.3%，包括租金減少 1.2%

－ 存貨較 2015年 3月減少HK$109.8佰萬 (8.3%)

－ 集團借貸比率由 38.2%改善至 33.8%

集團的業務主要包括鐘錶零售（「時間廊」）、眼鏡零售（「眼鏡 88」及「eGG Optical Boutique」），以
及鐘錶批發貿易（「精工」及「Suunto」）。集團經營 645間店舖，目標客群為亞洲區內的中等收入消
費者，為其提供價格合理的生活時尚產品和優質服務。

集團 2015年上半年面對重重挑戰，由於集團營運所在地區消費持續疲弱及港元兌亞洲各國貨幣升
值，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2015年上半年」），集團錄得營業額下降10.7%至HK$1,786.2

佰萬（撇除匯率因素：7.9%），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HK$33.1佰萬（2014年上半年：純利
HK$105.2佰萬）。若撇除可換股債券借貸成本HK$34.1佰萬的非現金影響、收購子公司公平值收
益HK$14.1佰萬及匯兌虧損HK$22.6佰萬，集團的股東應佔溢利為HK$9.5佰萬（2014年上半年：
HK$110.7佰萬）。

雖然集團面對營運所在地區的通脹壓力，與 2014年上半年相比，店舖及辦公室成本下跌 3.3%，包
括租金開支減少 1.2%（2014年上半年：按年增加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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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執行保守財務管理，專注增加營運資金及流動性；以及嚴控採購及優化存貨管理。因此，集
團存貨減少至HK$1,217.9佰萬，分別較 2015年 3月及 2014年 9月底降低 8.3%（HK$109.8佰萬）
及 14.8%（HK$211.4佰萬）。由於優化庫存，集團毛利率下降至 59.8%（2014年：61.6%)；然而，
Optical 88及 eGG在市場競爭激烈及市況低迷情況下，毛利率仍達至輕微改善。

由於收緊庫存管理及減少採購，借貸淨額減少HK$97.8佰萬至HK$454.6佰萬 (2015年 3月：
HK$552.4佰萬），短期銀行借貸大幅減少HK$121.9佰萬。集團借貸比率於 2015年 9月 30日改善
至 33.8%，而 2015年 3月 31日則為 38.2%，集團營運現金流大幅增加至HK$187.0佰萬（2014年：
HK$79.2佰萬）。

中期股息

秉承謹慎的財務管理政策，董事會預期經營環境持續嚴峻，因此決定不建議派發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14年：每股普通股派HK$0.020)。當經營環境改善，董事會將考慮派
發股息。

「時間廊」

－ 「時間廊」集團營業額下降 12.1%

－ 「時間廊」集團EBIT下降 86.4%至HK$15.7佰萬

回顧期內，「時間廊」集團在香港、澳門、中國內地、新加坡、泰國及馬來西亞經營店舖，並於
http://citychain.tmall.com/ 及 http://titus.tmall.com/ 經營網上業務，營業額為HK$957.9佰萬（2014

年：HK$1,090.1佰萬），EBIT則減少約 86.4%至HK$15.7佰萬（2014年：HK$115.0佰萬），乃由
於香港╱澳門及東南亞的營業額表現呆滯及毛利率下滑；存貨水平則已較 2015年 3月 31日時減少
16.0%。

香港及澳門

於2015年上半年，香港及澳門錄得營業額減少14.2%至HK$646.6佰萬（2014年上半年：HK$753.4

佰萬），乃由於遊客消費減少、店舖整合及 2014年上半年的高比較基數（集團達致破紀錄單月銷
額）影響所致。EBIT為HK$67.9佰萬（2014年上半年：HK$156.3佰萬），下降約 56.5%；原因包
括：營業額減少、庫存優化導致毛利率下降以及營運成本（如店舖租金）下降的滯後效應。儘管面
對通脹壓力，營運成本（除店舖租金外）仍減少約 8%。集團將繼續控制營運開支以配合現有營業額
水平從而改善業務表現。

http://citychain.tmall.com/
http://titus.t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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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正優化店舖組合，於店舖續租或遷舖時考慮個別店舖盈利及租金承受能力，目標為減低租金
相對營業額的比率。店舖存貨水平及產品組合亦進行適當調整，以應對不斷轉變的市場氣氛及回
軟的購買力。

中國內地

中國內地是集團長期重點發展的市場。

於 2015年上半年，儘管經濟增長放緩，內地業務銷售仍溫和增長 11.2%至HK$113.2佰萬（2014

年上半年：HK$101.8佰萬），主要由於在華東及西南分別錄得同店銷售增長約 27%和約 40%。由
於競爭對手展開減價戰，加上集團調整策略集中存貨管理，引致毛利率受壓。上述集團庫存管理
措施已見有效清理存貨，並將庫存維持於更健康且更具競爭力的水平。虧損則維持於HK$28.6佰
萬，與去年水平相若（2014年上半年：HK$28.8佰萬），因為銷售增長收益被毛利率下跌所抵銷。
另外第二季度採取重組措施，華北地區現有業務虧損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57%。

集團正採取若干措施刺激銷售增長，包括調整管理架構以充分發揮協同效應、將管理及營運標準
化以爭取較理想營運效益。同時於社交媒體投放廣告以提升集團自家品牌「TITUS」的認受性。此
外，集團正檢討店舖拓展及組合使店舖層面達至合理利潤水平。

集團預期加快拓展中國市場，特別是第二及第三線城市，提升集團現有巿場的覆蓋率，並於集團
尚未涉足的多個城市開設分店以爭取規模效應。

東南亞

於 2015年上半年，集團於東南亞的鐘錶零售業務受經濟疲弱、消費氣氛低迷及當地貨幣貶值的不
利影響，營業額下降 15.7%至HK$198.1佰萬（2014年上半年：HK$234.9佰萬）。按當地貨幣計
算 ,營業額只下降 4% ,而店舖經營月份數目則減少約 11.3%，此因泰國及新加坡進行店舖重整。
由於處理庫存及市場競爭，毛利率繼而下滑，集團因此錄得虧損HK$23.6佰萬（2014年上半年：
虧損HK$12.5佰萬），大部分虧損來自馬來西亞令吉大幅貶值。若撇除匯率因素，虧損將維持於
HK$13.2佰萬（2014年上半年：HK$12.5佰萬）。

馬來西亞零售業務受到於 2015年 4月引入的消費稅及馬來西亞令吉貶值的不利影響。儘管如此，
由於重組貨品策略，以當地貨幣計算，營業額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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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店舖重組及生產力提高措施已取得進展，店舖月均銷售大幅增加 22.5%，同時營運成本
則下降 19.6%，虧損因而減少 33.6%至HK$8.3佰萬（2014年上半年：虧損HK$12.5佰萬）。

自 2015年 1月起，泰國政局不穩及家庭負債比率高企導致消費者信心低迷及持續下滑。因此，集
團的泰國業務營業額減少 24.2%（撇除匯率因素：18.8%）。集團現正進行店舖網絡重組，關閉超過
10間表現欠佳的店舖，而有關店舖重整措施將於15/16財政年度下半年繼續進行。集團亦實行成本
控制措施，已將營運成本減低 22.0%。

「眼鏡 88」

－ 「眼鏡 88」集團的營業額下降 10.5%

－ 「眼鏡 88」集團的EBIT下降 53.2%至HK$18.0佰萬

儘管香港及澳門「眼鏡 88」業績錄得盈利，「眼鏡 88」集團整體表現受香港╱澳門及東南亞業務表
現疲弱，以及東南亞當地貨幣貶值所影響。

回顧期內，「眼鏡 88」集團的營業額為HK$579.1佰萬，減少 10.5%（2014年上半年：HK$646.8佰
萬），及EBIT為HK$18.0佰萬，減少 53.2%（2014年：HK$38.4佰萬）。

香港及澳門

回顧期內，營業額下降約 8.9%至HK$407.1佰萬（2014年上半年：HK$446.8佰萬）。儘管集團經
已削減營運成本（除店舖租金外）約 7.4%，EBIT仍減少約 32.6%至HK$36.9佰萬（2014年上半年：
HK$54.7佰萬）。營業額表現受到本地居民及遊客疲弱消費需求影響，但集團仍能維持毛利於穩定
及理想水平。

中國內地

眼鏡 88將以專業眼睛健康護理作為市場定位，並積極拓展中國店舖網絡。於 15/16財政年度下半
年，集團目標加快華南及西南地區的拓展，以進一步鞏固集團市場佔有率，作為未來進一步拓展
到中國其他城市的基礎。

中國內地的銷售錄得輕微下降5.3%至HK$57.0佰萬（2014年上半年：HK$60.3佰萬），即使競爭激
烈，集團於發展成熟的華南地區仍是其中一員具市場領導地位的零售商，錄得營業額RMB41.8佰
萬（相等於HK$51.9佰萬）（2014年上半年：RMB41.6佰萬，相等於HK$52.0佰萬），而西南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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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錄得顯著增長 22.3%。毛利率仍能提昇 2%。此外，關閉在華東虧損店舖及減少開支令營運成
本減少 11.9%。隨著毛利提高及整體營運成本減少，虧損大幅減少 39.3%至HK$7.4佰萬（2014年
上半年：HK$12.2佰萬）。集團在華南店舖層面已接近收支平衡。

東南亞

東南亞眼鏡零售業務，與集團手錶零售業務面對類同挑戰。營業額下降 17.8%（撇除匯率因素：
7.1%）至HK$114.9佰萬（2014年上半年：HK$139.7佰萬），並錄得虧損HK$11.5佰萬（2014年上
半年：虧損HK$4.0佰萬）。若撇除匯率因素，虧損則減少至HK$6.2佰萬。

馬來西亞於 2015年 4月引入消費稅影響第一季度銷售。然而，集團於第二季度已能減輕部分影
響，2015年上半年營業額以當地貨幣計算仍維持穩定。於餘下財政年度集團繼續面對挑戰，但仍
致力於提高毛利水平。集團毛利率於期內已較 2014年上半年上升 2.1%。

集團已於期內在新加坡實施重整店舖及提高生產力的措施，透過降低營運成本 15.4%，虧損因而
減少10.7%至HK$7.5佰萬（2014年上半年：HK$8.4佰萬）。於15/16財政年度下半年，集團將專注
於提昇營運效率以進一步減少虧損。

集團於泰國的業務仍然保持盈利，但營業額下跌 19.1%（撇除匯率因素：13.4%），此由於泰國消費
信心及購買力大幅下滑。透過市場促銷活動的競爭加劇，導致毛利率下降。集團預期困難的市場
展望仍然持續，集團將透過關閉表現欠佳的店舖及繼續實施成本控制措施（已於 2015年上半年將
營運成本降低 15.7%），以重整店舖營運水平。

eGG OPTICAL BOUTIQUE

－ 營業額增加 46.4%至HK$80.5佰萬
－ 香港業務收支平衡
－ 中國業務虧損減少至HK$3.3佰萬
－ 同店銷售繼續增長

現時，集團在香港擁有 21間店舖，另外 34間則設於中國內地及 3間新店舖於東南亞開設。於 2015

年上半年，集團的「eGG」業務表現符合預期，營業額在毛利提昇中上升至HK$80.5佰萬（2014年
上半年：HK$55.0佰萬）。

回顧期內，受惠於店舖擴張，盈利率持續改善，香港「eGG」營業額上升 45.0%至HK$49.5佰萬
（2014年上半年：HK$34.1佰萬），收支接近平衡（2014年上半年：虧損HK$0.5佰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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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eGG」營業額為HK$31.0佰萬（2014年上半年：HK$20.8佰萬），增長 48.8%。虧損減少至
HK$3.3佰萬（2014年上半年：HK$5.7佰萬），乃由於華北地區業務大幅改善及中國西南地區因營
業額增長達至收支接近平衡。憑藉「eGG」具吸引力而引人注視的店舖視覺營銷，加上能吸引崇尚
生活品味及時尚設計的消費人群，集團將把握當前疲弱的租務市場所呈現的商機，進一步拓展中
國大陸巿場。

供應鏈管理及批發貿易

此業務分部由集團供應鏈以及鐘錶及眼鏡批發業務組成。

於報告期間，營業額下跌19.1%至HK$168.7佰萬（2014年上半年：HK$208.5佰萬），而EBIT下降
37.9%至HK$36.7佰萬（2014年上半年：HK$59.1佰萬）。鐘錶批發業務的營運表現受到普遍零售
氣氛低迷、零售商訂單縮減以及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貨幣貶值的不利影響。

前景

由於集團並未預期市場氣氛於短期內出現改善，集團仍將執行上述已見成效的一系列變革及改善
措施。我們仍抱有信心，集團已準備迎接各種挑戰，並於15/16財政年度下半年繼續中國大陸的店
舖拓展計劃。長遠而言，集團將繼續堅持發展中國大陸市場並成為大中華主要的零售商。

財務

集團於結算日的借貸比率為34%（2015年3月31日：38%）。該項比率是根據集團的淨債務HK$455

佰萬（2015年 3月 31日：HK$553佰萬）及股東資金HK$1,346佰萬（2015年 3月 31日：HK$1,446佰
萬）計算。集團的淨債務是根據集團的貸款HK$500佰萬（2015年 3月 31日：HK$632佰萬）和可換
股債券HK$412佰萬（2015年3月31日：HK$381佰萬）減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HK$457佰萬（2015

年 3月 31日：HK$460佰萬）計算。集團於結算日的貸款總額中，HK$458佰萬（2015年 3月 31日：
HK$580佰萬）的貸款須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

集團的貸款總額中約 3%（2015年 3月 31日：3%）以外幣結算。而集團的港幣銀行貸款，均依據銀
行最優惠利率或短期銀行同業拆息的浮動息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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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財務工具作對沖用途。

集團並無參與純投機的衍生工具交易。

於 2015年 9月 30日，集團並沒有任何重大的或然負債。

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轉變資本資產之計劃。

集團資本結構

期內集團資本結構並無轉變。

集團架構變動

期內集團架構並無轉變。

僱員數目、酬金、獎金及僱員培訓計劃

集團以其經營國家的人力資源市場為準則，釐定給予當地僱員的報酬，並定時進行檢討。本集團
於 2015年 9月 30日共有 3,864位（2014年 9月 30日：3,631位）僱員。

集團資產抵押詳情

於 2015年 9月 30日，本集團部分永久業權土地及樓宇總值約HK$284佰萬（2015年 3月 31日：
HK$294佰萬）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取銀行信貸。

上市證券的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
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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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除以下偏差外，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
規則附錄 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守則規定」）：

守則規定第A.2.1條

根據守則規定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角色須予以區分，並應由不同人士擔
任。根據集團目前的架構，黃創增先生身兼本集團的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黃創增先生
同時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有利於確保本集團內的領導貫徹一致，從而使本集團之策略計劃更有
效且更具效率。在此安排下，董事會亦相信，權力制衡並不會受到影響，而現時董事會由富經驗
且能幹的人士組成，當中有三分之一為獨立非行政董事，確保有足夠的權力制衡。

守則規定第A.4.2條

根據守則規定第A.4.2條，所有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最少每隔三年輪席告退一次。然
而，並非所有本公司董事均嚴格遵照守則規定第A.4.2條告退，而是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告退。
公司細則第 110(A)條規定除主席或行政總裁外，自上次獲選起計任期最長的本公司三分一董事須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

守則規定第B.1.2條

本守則規定載有有關薪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本公司已採納守則規定第B.1.2(c)(i)條所載的職權範
圍，惟不包括有關檢討及釐定高級管理人員薪酬待遇的部份。

本公司認為行政董事較適合評估高級管理人員的表現，因此，釐定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遇應由
行政董事負責。



22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分別於 2015年 6月 23日及 2015年 11月 23日舉行會議，討論事項包
括審閱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整體內部監控制度的成效，以及討論本集團核數事項
及財務申報程序，並於提呈董事會批准前，審閱本集團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止年度及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外部核數師連同審核委員會於 2015年 6月 23日舉行會議，並於該等會
上討論本集團的審計服務計劃及審閱本集團截至 14/15財政年度業績。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2015年8月21日舉行會議，檢討行政董事的薪酬及釐定其行政董事15/16財政年度的
花紅計劃。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本公司亦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以確定彼等是否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並無違規的
情況。

全體董事於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條文。



23

刊登財務資料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乃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www.hkex.com.hk)「最新上市公司公告」一
欄及本公司網站 (www.stelux.com)。本公司2015/2016年度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及上載於上述網站。

代董事會
黃創增

主席及行政總裁

你們收割莊稼的時候，不可把角落的穀物都割盡，也不可拾取收割時遺下的。
不可把你葡萄園的果子都摘盡，也不可拾取你葡萄園中掉下的；
要把它們留給窮人和寄居的外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未記 19:9-10

香港，2015年 11月 26日

公司董事（截至本報告日期）：

行政董事：
Chumphol Kanjanapas（又名黃創增）（主席及行政總裁）及關志堅（首席財務總裁）

非行政董事：
黃創江、馬雪征、黃宇錚、胡春生（獨立）、胡志文（獨立）及鄺易行（獨立）

www.stelux.com
www.hke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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