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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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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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SANG SANG HOLDING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周生生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6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 

 

周生生集團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 
 

 

財務摘要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營業額     

珠寶零售 17,130,414  14,516,326 +18% 

其他業務 1,675,928  2,117,055  -2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806,342  16,633,381 +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 1,012,257  876,418# +15% 

每股盈利     

–基本 149.4 仙  129.5 仙 +15% 

  –攤薄 149.4 仙  129.3 仙 +16% 

     

每股股息     

–中期 15.0 仙  9.0 仙  

–末期 44.0 仙  42.0 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年每股股息總額 59.0 仙  51.0 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派息比率 39%  3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0,418,937  10,125,075  +3% 

每股權益 15.4 元  15.0 元  +3% 

     
#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包括出售香港交易及結算所 

有限公司股份所得一億一仟四佰萬港元收益。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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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珠寶零售  17,130,414  14,516,326 

其他業務  1,675,928  2,117,05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806,342  16,633,381 

     

銷售成本  (14,175,208)  (12,642,50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毛利  4,631,134  3,990,875 

其他收入，淨值  110,459  174,038 

銷售及分銷費用  ( ,2,775,215)  (, 2,569,970) 

行政費用  (  ,613,503)  (  ,544,357) 

其他虧損，淨值  (   ,20,092)  (      541) 

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26,614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113,948 

財務費用  (   ,36,991)  (   ,31,044) 

應佔聯營公司溢利  245  4,55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5 1,322,651  1,137,499 
     

所得稅 6 (  ,310,394)  (  ,261,08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1,012,257  876,4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8    

基本  149.4 仙  129.5 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攤薄  149.4 仙  129.3 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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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利  1,012,257  876,4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日後可能重新分類至損益賬之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價值變動  -  224,830 

 重新分類調整至綜合損益賬之出售收益  -  (  113,94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10,88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匯兌差額：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  314,059)  385,0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賬之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淨額  (  314,059)  495,90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後不會重新分類至損益賬之項目：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財務資產     

之公平價值變動  (   48,263)  - 

租賃土地及樓宇轉撥往投資物業時重估  845  3,65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其後期間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賬之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淨額  (   47,418)  3,65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  361,477)  499,55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650,780  1,375,97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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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53,823  762,321 

投資物業  331,317  322,01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1,040  11,932 

無形資產  271  271 

其他資產  207,821  210,435 

於聯營公司之投資  -  32,453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財務資產  844,391  - 

可供出售投資  -  874,000 

遞延稅項資產  27,064  22,2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非流動資產  2,275,727  2,235,63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流動資產     

存貨  7,451,326  7,489,574 

應收賬款 9 1,001,041  920,088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 10 1,018,341  984,906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賬款及其他資產  327,377  307,221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  13,595  17,073 

衍生金融工具  5,555  - 

可收回稅項  28  41 

代客戶持有現金  442,519  515,659 

現金及等同現金  1,302,527  1,199,9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流動資產  11,562,309  11,434,47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146,017  122,071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付賬款 11 457,010  574,048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項目  491,875  464,034 

衍生金融工具  12,405  4,394 

計息銀行貸款  507,988  488,547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計息銀行貸款  200,000  60,000 

貴金屬借貸  970,140  1,069,873 

應付稅項  125,812  93,90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流動負債  2,911,247  2,876,87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流動資產淨值  8,651,062  8,557,60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0,926,789  10,793,24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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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負債     

計息銀行貸款  257,734  453,656 

遞延稅項負債  250,118  214,5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非流動負債  507,852  668,16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產淨值  10,418,937  10,125,07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權益     

已發行股本  169,359  169,230 

儲備  10,249,578  9,955,84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權益  10,418,937  10,125,07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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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例之披露規定而編製。除以公平價值計量

之投資物業、分類為物業、機器及設備之若干樓宇、客戶存金、貴金屬借貸、衍生金融工具及若干

股份投資外，本財務報告乃按歷史成本慣例編製。本財務報告以港元呈報，除另有指明者外，所有

價值均調整至最接近千元。 

 

2. 會計政策及披露之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年度之綜合財務報告首次採納下列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本 股份支付的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修訂本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4 號保險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修訂本 澄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號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22 號 

外幣交易及墊付代價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 

之年度修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修訂本 

 

除下文進一步闡釋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之影響外，採納上述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財務報告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以取代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其整合金融工具會計處理之全部三個範疇：分

類及計量、減值，以及對沖會計處理。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就適用之權益期初結餘確認過渡性調整。因此，比較資料不予

重列，並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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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及披露之變動（續） 

 

(a)  分類及計量 

以下資料載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對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影響，包括以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 9 號的預期信貸虧損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已產生信貸虧損計算之影響。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計算之賬面值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呈報的結餘之調節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39號       第 9 號 

 

 

  計量     計量 

  類別 金額 重新分類 重新計量 金額 類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資產        

包含在其他資產內之財務資產  L&R1 204,419 - - 204,419 AC2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       FVOCI3 

收益的財務資產  不適用 - 874,000 18,654 892,654 (權益) 

由: 可供出售投資 附註   874,000 - -  

        

可供出售投資  AFS4 874,000 (874,000) - - 不適用 

至：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的財務資產 附註   (874,000) - -  

        

應收賬款  L&R 920,088 - - 920,088 AC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  L&R 984,906 - - 984,906 AC 

包含在預付款項、其他應收賬款

及 

       

及其他資產之財務資產  L&R 68,427 - - 68,427 AC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  FVPL5 17,073 - - 17,073 FVPL 

代客戶持有現金  L&R 515,659 - - 515,659 AC 

現金及等同現金  L&R 1,199,915 - - 1,199,915 A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財務資產   4,784,487 - 18,654 4,803,14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              

         
財務負債        

應付賬款  AC 122,071 - - 122,071 AC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付賬款  AC 574,048 - - 574,048 AC 

包含在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項目        

之財務負債  AC 264,895 - - 264,895 AC 

衍生金融工具  FVPL 4,394 - - 4,394 FVPL 

計息銀行貸款  AC 1,002,203 - - 1,002,203 AC 

貴金屬借貸  FVPL 1,069,873 - - 1,069,873 FVP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財務負債   3,037,484 

- 

- - 3,037,48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              

         
1  L&R：貸款及應收賬款 
2  AC：按攤銷成本入賬之財務資產或財務負債  
3 FVOCI：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財務資產 
4 AFS：可供出售投資 
5  FVPL：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或財務負債 

 
附註：  

本集團已選擇不可撤銷地訂定其過往之可供出售股份投資為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財務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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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及披露之變動（續） 

 

(a) 減值 

本集團認為由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期初減值撥備至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預期

信貸虧損撥備沒有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對沖會計處理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對沖會計處理規定對本集團之財務報告並無影響。   

 

  對儲備之影響 

  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儲備之影響如下： 

 

 儲備 

 千港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公平價值儲備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投資重估儲備）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結餘 872,035 

重新計量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按成本入賬之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財務資產 18,654 
 

_  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結餘 890,689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1 號建築合約、香港會計準則第 18 號收入及

相關詮釋，除少數例外情況外，其適用於所有來自客戶合約產生之收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訂立五個步驟的列賬模式，以確認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收入確認之金額能反映實體預期向客戶轉讓貨品或服務而有權換取之代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 號之原則提供更具結構性的計量及確認收入的方法。該準則亦引入大量定性及定量披露

要求，包括劃分收入總額、有關履約責任之資料、合約資產及負債賬目結餘於各期間之變動，

以及重大判斷和估計。由於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本集團已更改關於收入確認之會

計政策。 

 

  本集團以修訂式追溯應用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按此方法，該準則既可應用於首

次應用日期之所有合約，也可應用於在此日期尚未完成之合約。本集團已選擇將該準則應用於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所有尚未完成之合約。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之累計影響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確認為對保留溢利期初

結餘的調整。因此，比較資料不予重列並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1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8

號及相關詮釋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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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及披露之變動（續） 

 

(b)  下文載列為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對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各財務報告項目影響的 

金額：  

 

  附註 增加／（減少） 

  千港元 

資產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賬款及其他資產 (i) 32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項目 (i) 50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權益 

 

  

保留溢利 (i) (17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文載列為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對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各財務報告項目影響的金額。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對其他全

面收益及本集團之經營、投資及融資現金流量並無影響。第一欄所示為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 號編製之金額，而第二欄所示為在未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時之應有金額：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賬： 

  根據以下準則編製的金額  

  香港財務報告 

 

過往香港財務 增加／ 

 附註 準則第 15 號 報告準則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i) 18,806,342 18,806,770 (428) 

銷售成本 (i) (14,175,208) (14,175,503) (29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毛利  4,631,134 4,631,267 (1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1,322,651 1,322,784 (133) 

所得稅 (iii) (  ,310,394) (  ,310,427) (1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1,012,257 1,012,357 (1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149.4 仙 149.4 仙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攤薄  149.4 仙 149.4 仙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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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及披露之變動（續） 

 
(b)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調整性質，並且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賬出現變動之原因如下： 
 
(i) 珠寶銷售之可變代價 

若干透過電子商店銷售珠寶之合約給予客戶退貨權。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前，

本集團按已收或應收代價之公平價值計量減去退回及交易折扣確認銷售貨品之收入。倘收

入不能可靠地計量，本集團將遞延確認收入，直至消除有關不確定因素為止。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退貨權引致產生可變代價，其可採用預期價值法或最有可能之金額

法計量。 
 

退貨權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後，本集團將有退貨權之資產於預付款項、其他應收賬款

及其他資產內確認，並以貨品之原賬面值減去任何修復貨品之預期成本（包括任何退回貨

品之潛在減值）計算。另外，退款負債乃根據本集團預期向客戶退還之金額確認，金額採

用預期價值法計量。因此，重新計量退款負債引致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產生額外退款負

債 501,000 港元及有退貨權之資產 326,000 港元，令保留溢利減少 175,000 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令預付款項、其他應收賬

款及其他資產增加 363,000 港元。另外，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項目增加 496,000 港元，保

留溢利則減少 100,000 港元。截止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營業額及銷售成本

分別減少 428,000 港元及 295,000 港元。  

 

 

 

  根據以下準則編製的金額  

  香港財務報告 過往香港財務 增加／ 

 附註 準則第 15 號 報告準則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賬款及其他資產 (i) 327,377 327,014 363 

     
總資產  13,838,036 13,837,673 36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項目 (i),(ii) 491,875 491,379 496 

     
應付稅項 (iii) 125,812 125,845 (133) 

     
總負債  3,419,099 3,418,636 463 

     
資產淨值  10,418,937 10,419,037 (100) 

     
保留溢利 (i) 7,785,812 7,785,912 (100) 

     
總權益  10,418,937 10,419,03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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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及披露之變動（續） 

 

(b)  (i) 珠寶銷售之可變代價（續） 

 

客戶忠誠度計劃 

本集團的珠寶零售分部設有客戶忠誠度計劃，讓客戶於本集團零售店購買產品時累積獎

勵積分。獎勵積分可於有限時間內兌換為產品折扣。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前，本集團提供之客戶忠誠度計劃導致部分交易價格分配至客戶忠誠度計劃，分配至計

劃之代價以授出之可兌換奬勵積分之公平價值計量，並將有關已授出但尚未兌換或未過

期之奬勵積分確認為遞延收入。本集團確認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客戶忠誠度

計劃產生獨立履約責任，因其為客戶提供實質權利及將部分交易價格分配至根據相關獨

立售價給予客戶之忠誠度積分。本集團認為考慮到相關獨立售價後，分配至忠誠度計劃

之金額與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前之金額相差並不重大。因此，概無對於二零一

八年一月一日之保留溢利之期初結餘作出調整。 

 

(ii) 預收客戶代價 

 

於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前，本集團確認預收客戶代價為其他應付賬款。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該金額分類為合約負債，並計入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項目。 

 

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後，於二零一八年一

月一日預收客戶代價 48,633,000 港元由包含於其他應付賬款內重新分類為合約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第 15 號，就銷售珠寶的預收客戶代價

38,175,000 港元由包含於其他應付賬款內重新分類為合約負債。 

 

(iii) 其他調整 

 

除上述調整外，主要財務報告中之其他項目（如稅項）亦已按需要調整。保留溢利亦有

相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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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包括以下業務之收益：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貨品銷售 18,760,039  16,587,627 

證券及期貨經紀佣金收入 34,513  34,353 

來自其他方面之收益    

總租金收入 11,790  11,401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18,806,342  16,633,38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經營分部資料 

 

就管理而言，本集團乃按其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管理以下四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a)  珠寶製造及零售分部為本集團之零售業務製造珠寶產品，並主要於香港、澳門、中國大陸及

臺灣經營零售店； 

 

(b)  貴金屬批發分部與批發客戶買賣貴金屬； 

 

(c)  證券及期貨經紀分部提供證券及期貨之經紀及買賣服務；及 

 

(d)  其他業務分部主要為投資物業以賺取租金收入及資本增值潛力，以及其他珠寶相關業務。 

 

管理層分別監控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業績，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策。分部表現乃按可呈

報分部溢利進行評估，即經調整除稅前溢利之計算。經調整除稅前溢利之計算方式與本集團除稅

前溢利計算方式貫徹一致，惟若干股息收入、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及

應佔聯營公司溢利不包括在其計算當中。  

 

內部銷售及轉讓乃根據銷售予第三者之售價作為通用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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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料（續） 

 

 珠寶製造 貴金屬 證券及   

 及零售 批發 期貨經紀 其他業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來客戶 17,130,414 1,602,531 34,513 38,884 18,806,342 

內部銷售 - 1,177,438 - 3,105 1,180,54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130,414 2,779,969 34,513 41,989 19,986,88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節：      

對銷內部銷售     (11,180,54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806,34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部業績 1,205,170 14,088 42,815 9,502 1,271,575 

調節：      

股息收入     24,217 

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26,614 

應佔聯營公司溢利     245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1,322,65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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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料（續） 

 

 珠寶製造 貴金屬 證券及   

 及零售 批發 期貨經紀 其他業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其他分部資料      

利息收入   (  26,525) (   12) (  68,119) (     ,6) (  94,662) 

股息收入 

 

 

- - (    ,481) - (    ,481)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淨收益 - - - (110,647) (  10,647)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訂定盈虧之      

貴金屬借貸的公平價值淨虧損 29,353 - - - 29,353 

衍生金融工具之公平價值淨虧損／      

（收益）– 不符合對沖定義之交易

易 

3,522 (  512) - - 3,010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之      

公平價值淨虧損 - - 3,478 - 3,478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訂定盈虧之      

貴金屬借貸淨收益 (  11,811) - - - (  11,811) 

出售衍生金融工具淨虧損 5,309 448 - - 5,757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淨虧損 2,302 - 88 - 2,390 

折舊 209,745 - 2,395 384 212,524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81 - - - 281 

應收賬款減值 8,459 - - - 8,459 

撇銷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706 - - - 706 

財務費用 31,201 - 5,790 - 36,991 

資本性開支 336,931 - 1,261 - 338,192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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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料（續） 

 

  

 珠寶製造 貴金屬 證券及   

 及零售 批發 期貨經紀 其他業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零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來客戶 14,516,326 2,032,818 34,353 49,884 16,633,381 

內部銷售 - 705,541 - 3,084 708,6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516,326 2,738,359 34,353 52,968 17,342,00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節：      

對銷內部銷售     (   708,6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633,38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部業績 901,990 14,732 48,013 34,364 999,099 

調節：      

股息收入     19,902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113,948 

應佔聯營公司溢利     4,55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1,137,49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全年業績 

第 16 頁，共 28 頁 

 

4. 經營分部資料（續） 

 

 珠寶製造 貴金屬 證券及   

 及零售 批發 期貨經紀 其他業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零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其他分部資料      

利息收入  (  15,782) (    1) (, 59,552) (      6) ( ,,75,341) 

股息收入 

 

 

- - ( ,,  921) - (    921)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淨收益 - - - ( ,,20,910) ( ,,20,910)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訂定盈虧之      

貴金屬借貸的公平價值淨虧損 30,412 - - - 30,412 

衍生金融工具之公平價值淨虧損      

 –不符合對沖定義之交易 3,181 542 - - 3,723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之      

公平價值淨收益 - - (  3,175) - (  ,3,175)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訂定盈虧之      

貴金屬借貸淨虧損 44,485 - - - 44,485 

出售衍生金融工具淨虧損／（收益） (   2,930) 647 - - (  ,2,283) 

出售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

之 

     

之淨收益 - - (  3,814) - (  ,3,814)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      

淨虧損／（收益） 2,746 - (    ,48) - 2,698 

折舊 189,781 - 1,849 379 192,009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73 - - - 273 

撇銷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3,653 - - - 3,653 

財務費用 24,837 - 6,207 - 31,044 

資本性開支 212,500 - 3,253 - 215,753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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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料（續） 

 

(a) 地區資料 

 

 銷售予外來客戶之收益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及澳門 9,363,640  8,508,410 

中國大陸 9,328,580  8,031,837 

臺灣   114,122  93,134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18,806,342  16,633,381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上述收益資料乃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 

 

 非流動資產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及澳門 692,549  727,071 

中國大陸 684,081  586,209 

臺灣   27,642  26,145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1,404,272  1,339,4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上述非流動資產資料乃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並不包括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財

務資產、可供出售投資及遞延稅項資產。 

 

(b)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料 

 

 於本年度及上年度來自本集團最大客戶之營業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均少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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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利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利已扣除／（計入）：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銷貨成本 14,180,556  12,596,651 

撇銷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706  3,653 

折舊 212,524  192,009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81  273 

    

有關租賃土地及樓宇之經營租約付款：    

最低租賃付款 768,105  814,844 

或然租金 18,697  15,911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86,802  830,755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收賬款減值# 8,459  -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淨收益# (   10,647)  (   20,910)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訂定盈虧之貴金屬借貸    

的公平價值淨虧損# 29,353  30,412 

衍生金融工具之公平價值淨虧損    

–不符合對沖定義之交易# 3,010  3,723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之公平價值淨虧損／（收益）# 3,478  (    3,175)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訂定盈虧之貴金屬借貸淨虧損／（收益）^ (   11,811)  44,485 

出售衍生金融工具淨虧損／（收益）^ 5,757  (    2,283) 

出售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之淨收益# -  (    3,814)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淨虧損 2,390  2,698 

利息收入 (   94,662)  (   75,341)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   23,597)  (   19,565) 

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    1,101)  (    1,258)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  此結餘包含在綜合損益賬上「銷售成本」中。   

 
 #  此等結餘包含在綜合損益賬上「其他虧損，淨值」中。   

 

 ^  此等結餘包含在綜合損益賬上「銷售成本」中。本集團訂立上述貴金屬交易旨在管理本集團之貴金屬價格 

風險。該等借貸及合約並不符合對沖會計處理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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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香港利得稅乃按年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利以稅率16.5%（二零一七年：16.5%）撥備。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中國大陸附屬公司之稅

率為25%（二零一七年：25%）。其他地區應課稅溢利之稅項乃按本集團於各營運司法管轄區之通用

稅率計算。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香港    

年內稅項 61,412  37,40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1)  (    699) 

本期–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    

年內稅項 218,864  215,84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20  (    340) 

遞延 29,909  8,872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內稅項總額 310,394  261,081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股息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內確認派發之股息︰    

二零一七年末期股息：每普通股 42.0 港仙    

（二零一六年：35.0 港仙） 284,522  236,922 

二零一八年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15.0 港仙    

（二零一七年：9.0 港仙） 101,615  60,923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86,137  297,845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報告期末後擬派發之股息：    

二零一八年末期股息：每普通股 44.0 港仙    

（二零一七年：42.0 港仙） 298,071  284,522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二零一八年擬派發之末期股息於報告期末後建議派發，並未於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及須待本公司

股東於應屆股東週年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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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每股基本盈利金額乃按年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年內已發行加權平均股份 677,402,822 股 

（二零一七年：676,920,000 股）普通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利金額乃按年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溢利計算。計算時採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份為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

所用者相同，另假設全部購股權被視為獲行使而無償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份。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計算：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用於計算每股基本 

 
   

及攤薄盈利 1,012,257  876,418 

 

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   __  _______ 

 

_____     _ 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 

 

 股份數目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股份 677,402,822  676,920,000 

潛在攤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份之購股權 5,563  1,019,857 
 

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   __  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   __  ______ 

 677,408,385  677,939,857 

 

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   __  ________ 

 

_____     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9. 應收賬款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易及信用卡賬款 1,009,157  920,088 

減值 (,   8,116)  - 
 

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   __  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   __  ______ 

應收賬款 1,001,041  920,088 

 

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   __  ________ 

 

_____     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   __  ________ 

 

_____     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本集團與其零售客戶訂立的交易條款主要以現金及信用卡結算，而與企業客戶及批發客戶訂立的交

易條款，賒賬期一般最多可達六十天。逾期結餘由高層管理人員定期審視。應收貿易賬款為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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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續）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款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1 個月內 798,652  776,534 

1 至 2 個月 73,704  113,824 

2 至 3 個月 70,764  18,680 

超過 3 個月 57,921  11,050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01,041  920,088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0.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在交易日期後兩天或按與結算所、經紀及交易商協定之特定條款進行結算。期貨交易一般以

現金結算。來自證券及期貨買賣業務的孖展及現金客戶的應收賬款於結算日期後按要求償還。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在日常業務中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 

 

   

現金客戶 41,665  76,890 

結算所、經紀及交易商 20,806  47,934 

認購首次公開招股客戶 -  10,221 

孖展客戶貸款 955,870  849,861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 1,018,341  984,906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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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續） 

 
於報告期末，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根據到期日及扣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 27,220 72,260 

逾期 1 個月內 23,767 42,787 

逾期 1 至 2 個月 457 1,710 

逾期 2 至 3 個月 2,079 1,625 

逾期超過 3 個月 8,948 6,442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2,471 124,824 

孖展客戶貸款# 

 

955,870 849,861 

認購首次公開招股客戶* - 10,221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18,341 984,906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 孖展客戶貸款以相關已抵押證券作抵押，須於要求時償還及按商業條款計息。董事認為鑑於證券孖展借貸

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並不相關，故無披露賬齡分析。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孖展客戶貸款以證

券抵押作抵押品之總市值為 1,359,514,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1,417,070,000 港元）。 

 
*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認購首次公開招股的應收客戶金額為 10,221,000 港元，乃於相關首次公

開招股之相應配發結果公布時到期，並按商業條款計息。 

 

 

11. 應付賬款╱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及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1 個月內 146,002  121,520 

1 至 2 個月 14  551 

超過 2 個月 1  -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付賬款 146,017  122,071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付賬款* 457,010  574,048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3,027  696,119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 董事認為鑑於此業務性質令賬齡分析意義不大，故無披露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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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綜觀 
 

對中美貿易戰的憂慮沖擊全球的商業氣氛以及降低消費意欲。隨著兩國對峙升溫，股市轉趨波動，

貨幣匯率亦然。當兩國在談判桌上漸行漸遠時，人民幣兌美元在二零一八年第二及第三季度大幅

下跌。 

 

金價在第三季度經歷了溫和的上升，但該季度的黃金飾品銷售錄得雙位數的同店銷售增長。然而，

勢頭迅即疲軟，消費者變得更加審慎，第四季度的同店銷售增長於佳節檔期出現低至負增長。 

 

二零一八年本集團營業額上升13%至一佰八十八億六佰萬港元。整體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

15%至十億一仟二佰萬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出售部分長期持有之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股

份帶來一億一仟四佰萬港元之非經常性收益。於二零一八年，出售一間持有投資之聯營公司帶來

二仟七佰萬港元之收益。同比撇除該項收益，二零一八年權益持有人應佔調整後的溢利為九億八

仟五佰萬港元，按年增加 29%。 

 

珠寶零售 
 

珠寶零售佔本集團營業額 91%。比對二零一七年，營業額上升 18%及經營溢利上升 34%至十二

億五佰萬港元。 

 

香港及澳門 

銷售錄得 20%增長。全年同店銷售增長為 18%，較上半年度低 4 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第四季

度表現疲軟。 

 

基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度基數較高，二零一八年下半年度鑲嵌珠寶同店銷售增長較上半年度為

低，故此全年鑲嵌珠寶同店銷售增長為 21%。 

 

年內有一家周生生店及五家手錶店中店結業。餘下的一家手錶店中店亦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停止運

作。縮減銷售點有利於加強十一家手錶專賣店的庫存及供應。另有一家周生生新店於元朗開業。 

 

一家新店於澳門凱旋門酒店開業。 

 

店舖總租金開支比去年減少八仟七佰萬港元。續租約之租金調整在+12%至-40%之間。 

 

資本性開支為五仟四佰萬港元，大部分用於新店及店舖重新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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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總營業額按年上升16%至九十三億二仟七佰萬港元。以人民幣計算，總營業額上升13%及同店銷

售增長為+3%。 

 

黃金銷售按年表現較為強勁，同店銷售增長為+8%。珠寶飾品之同店銷售額增長為-7%。在數量

方面，即銷售件數，同店銷售增長為+7%。 

 

網上銷售持續增長，佔內地銷售約 15%。銷售組合中以黃金產品為主。 

 

年底共有五百零六家分店，位於一百二十五個城市。新店共有一百零五家，另有二十一家分店結

業，新店中有五十五家設於商場內。按品牌劃分之分店數目如下： 

 

品牌            數目 

周生生          482 

MINTYGREEN  23 

EMPHASIS  1 

 

由於新店開業及六十七家分店重裝，以及在順德興建中的自動化倉庫，資本性開支達二億三仟二

佰萬元人民幣。 

 

臺灣 

零售市道依然疲弱。業績比對前一年並無重大改變。 

 

貴金屬批發 
 

營業額下跌 21%至十六億三佰萬港元。經營溢利下降 4%至一仟四佰萬港元。 

 

證券及期貨經紀 

 

乘著二零一七年下半年的勢頭，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市場氣氛強勁。然而，踏入下半年本地投資

者變得審慎。整體而言，本集團的成交額比對二零一七年下跌 3%，佣金收入表現持平。 

 

投資 
 

物業 

本集團持有之物業包括自用辦公室、商店及廠房。投資物業帶來之租金收入為一仟二佰萬港元，

佔本集團營業額少於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股份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持有三百五十六萬一千八百股港交所股份，該等股份乃二零零零

年交易所重組而獲分配。於回顧年度內持有之數量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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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財務狀況及流動資金 

本集團的珠寶零售業務提供集團充裕的現金。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手頭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為十三億三佰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億港元）。大部分現金為人民幣或港元以不

超過一年期存於具領導地位的銀行。 

 

本集團獲得超過六十億九仟萬港元的銀行融資支持，包括銀行貸款及貴金屬借貸，其中七億三仟

三佰萬港元為保證融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動用之銀行融資總額為四十億八仟萬

港元（二零一七年：四十一億二仟八佰萬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銀行貸款及貴金屬借貸分別為九億六仟六佰萬港元及九

億七仟萬港元，按本集團政策大部分以無抵押方式取得。所有借貸期限均不超於三年。按總銀行

貸款及貴金屬借貸為十九億三仟六佰萬港元，以權益總額一佰零四億一仟九佰萬港元為基準，資

本負債比率為 18.6%。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 4。 

 

本集團以多種方式管理信貸成本風險及可用額度：與多家提供融資的銀行維持良好伙伴關係、分

散向數家本地及海外銀行申請融資、將部分借貸轉為長期貸款及按情況固定利息支出。於二零一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中有 21% 為定息借貸，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 24%為低。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上未平倉之衍生工具主要為用作對沖貴金屬價格風險的貴金

屬合約。管理層密切監控對沖政策，現時本集團的對沖水平約為黃金總存貨的 40%。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大部分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此等風險較容易掌握及有限。

同時，本集團維持適當水平的外幣借款作自然對沖及交叉貨幣掉期對沖，以減低外匯風險。於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臺幣的貸款為一億二仟六佰萬新臺幣。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六億三仟四佰萬港元（二零一七年：七億一仟九佰萬港

元）的上市股份投資作為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取得銀行信貸之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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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本集團保持其行之已久按表現為基準的薪酬政策，並設置酌情的年終業績獎金。向新入職及現有

員工提供培訓，以配合集團各地分店網絡擴展的步伐。 

 

集團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就彼等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給予獎勵或獎賞，以及使

本集團能招募並挽留對本集團具有價值的僱員。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 9,605 位僱員，其中 1,442 名為香港員工及 7,912 名

為內地員工。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總員工費用(不包括董事薪酬)為十五億一

仟六佰萬港元。 

 

展望 
 

在香港及中國大陸，二零一八年底的假期氣氛還可，至農曆新年更趨向正面。受中美在貿易及其

他事務之爭持影響，此樂觀的情況能否延續至二零一九年底仍言之過早。 

 

在本港，訪港旅客數量穩步上升，對零售業有支持，惟消費傾向低單價產品。另一方面，人工成

本高企，以及租金開支已作下調，進一步改善業務表現，必需透過創意產品及提高分店的營運效

率達致。 

 

在中國大陸，維持國內消費增長是政府重要的策略。受去年基數較高及國內外挑戰的影響，增長

應持續但速度會放緩。隨著經濟繼續擴張，集團可透過產品、服務及品牌差異化帶來增長機會。

新店舖品牌「MINTYGREEN」會集中吸引新顧客及年輕客層。 

 

集團在中國大陸的分店網絡仍可透過提高部分城市的滲透率、開設更多位於商場的分店，以及增

設新品牌 MINTYGREEN 的分店而有所改善。年內計劃開設六十家新店。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末期股息每普通股44.0港仙（二零一七

年：42.0 港仙）。連同本公司已派發之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15.0 港仙（二零一七年：9.0 港仙），

全年每普通股合共派息59.0港仙（二零一七年：51.0 港仙）。倘於本公司即將舉行之股東週年大

會（「二零一九年股東週年大會」）上獲得批准後，本公司將於二零一九年六月十八日（星期二）

向於二零一九年六月十一日（星期二）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派發末期股息。 

 

  



  二零一八年全年業績 

第 27 頁，共 28 頁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下列時段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i) 由二零一九年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至二零一九年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五），首尾兩天

包括在內，以釐定有權出席二零一九年股東週年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身份。為確保合

資格出席二零一九年股東週年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股東須於二零一九年五月二十七日（星

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連同相關股票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

佳登捷時有限公司辦理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二十二樓；及 

 

(ii) 由二零一九年六月六日（星期四）至二零一九年六月十一日（星期二），首尾兩天包括在

內，以釐定有權享有擬派發末期股息之股東身份。為確保享有擬派發末期股息之權利，股

東須於二零一九年六月五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連同相關股票送

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辦理登記手續，其地址載於上述分段

(i)。 

 

於上述分段(i)及(ii)所述的期間內，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年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二零一八年年度一直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闡述偏離守則第 A.2.1 項守則

條文之情況除外。 

  

守則第A.2.1項守則條文訂明，主席與行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不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周永成先生同時擔任本公司主席兼集團總經理，董事會認為現行之董事會架構為本集團提供穩健

而一致之領導，能使本集團有效及高效率地制定規劃，以及執行業務決定及策略。 

 

核數師就全年業績初步公告之工作範圍 

 

經本集團核數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同意，本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賬、綜合全面收益表及有關附註之數字，與本集團

該年度綜合財務報告所載之金額一致。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屬於香港會計師公

會所頒布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項下之核證聘用，因此安永會

計師事務所並無就本初步公告作出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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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聯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閱本集團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綜合

財務報告。 

 

股東週年大會 

 

二零一九年股東週年大會謹定於二零一九年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十時三十分於香港九龍

彌敦道二二九號周生生大廈四樓舉行。二零一九年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將於稍後時間刊載及發出。 
 

全年業績及年報之刊載 

 

本業績公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chowsangsang.com 及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本公司

之 2018 年報將約於二零一九年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四）刊載於上述網站，並寄發予股東。 

 

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為周永成先生、周敬成醫生及周允成先生；非執行董事為 

丁良輝先生及鍾沛林先生；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為陳炳勳醫生、李家麟先生、盧景文博士及 

劉文龍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周永成 

 
香港，二零一九年三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