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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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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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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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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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4)  6,186,864  5,767,808 銷售成本   (3,550,883)  (3,257,172)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2,635,981  2,510,636 
      其他收入及收益   156,295  144,993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淨收益   137,734  - 銷售及分銷成本   (1,715,201)  (1,564,964) 行政費用   (761,175)  (706,115) 其他費用   (53,213)  (56,272) 融資成本   (12,411)       (9,723)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388,010  318,555 應佔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418)  (756) 聯營公司   41,058  25,572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5)  428,650  343,371 所得稅費用 (6)  (71,354)  (67,444) 
      本年溢利本年溢利本年溢利本年溢利   357,296  275,927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63,475  259,538 非控股權益   (6,179)  16,389 
    

357,296 
  

275,92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7)  218,240  18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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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本   34.31  24.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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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溢利  357,296  275,927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價值變動  406,184         105,398 出售時於損益表內確認之重新分類調整 (5) (139,570)  - 

   

266,614 

  

       105,398 

     出售共同控制公司之其他全面收入變現  (2,069)              -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60,484  44,860 

     本年其他全面收入，稅後淨額  325,029        150,258 

     本年全面收入總額  682,325  426,185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82,201  409,462 

  非控股權益  124  16,723 

     

  682,325  42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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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合併財合併財合併財務狀況表務狀況表務狀況表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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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923  974,903 投資物業   -  52,667 土地租賃預付款   18,392  18,460 商譽   39,048  36,119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權益   -  7,911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115,017  146,807 可供出售投資   405,394  155,269 遞延稅項資產   35,717  17,583 

      非流動資產總值   1,615,491  1,409,719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918,329  749,840 應收賬款及票據 (9)  442,119  487,532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442,900  332,389 衍生財務工具   -  157 關連公司欠款   2,308  4,088 聯營公司欠款   1,285  1,266 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   12,018  - 已抵押存款   28,799  24,508 現金及現金等額   1,712,043  1,291,638 

      流動資產總值   3,559,801  2,891,418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0)  838,661  645,76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933,203  828,125 欠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  9,921 欠聯營公司款項   10,624  7,013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225,318  188,691 應付稅款   420,439  370,103 

      流動負債總值   2,428,245  2,049,617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131,556  84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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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7,047  2,25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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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  471 非控股股東長期貸款   9,400  9,400 遞延稅項負債   19,774  19,827 

      非流動負債總值   29,742  29,698 

      資產淨值   2,717,305  2,2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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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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續續續)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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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0,482  1,826,249 

  擬派股息 (7)  175,863  138,889 

      

   2,572,286  2,071,079 

      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   145,019  150,743 

      權益總值   2,717,305  2,2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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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制基準編制基準編制基準編制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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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除
投資物業、部份物業及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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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編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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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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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以股份付款 － 集團以現金 

    結算之股份付款交易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 (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 27 (經修訂)  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 39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 39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 － 合 

  資格對沖項目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分配非現金資產予擁有人 － 註釋 17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5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5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和終止 包含於二零零八年十月發佈的 經營 － 出售附屬公司控股權益之計劃的修訂 改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的若干香港務報告準則 

  的修訂 香港註釋 4修訂本   香港註釋 4租賃 － 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租賃年期 

  的修訂 香港註釋 5   財務報表的呈列 － 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 

  修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除如下文所進一步闡釋香港會計準則 27（經修訂）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並無對該等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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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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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香港會計準則 27（經修訂）要求將一間附屬公司所有權權益的變動（並未失去控制權）作為
一項股權交易入賬。因此，該變動對商譽並無影響，亦不會產生收益或虧損。此外，經修訂
準則改變了附屬公司所產生虧損以及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的會計處理。後續修訂涉及的準則
包括但不限於香港會計準則 7 現金流量表、香港會計準則 12 所得稅、香港會計準則 21 匯率
變動的影響，香港會計準則 28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及香港會計準則 31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作出。 
 

該等經修訂準則引入的變動採用未來適用法，影響日後收購、喪失控制權及二零一零年一月
一日後與非控股權益的交易的會計處理。 

 
(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未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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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採納者無需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7  

  披露比較信息的有限豁免的修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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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的固定日期的修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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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讓財務 

  資產的修訂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9  財務工具 6 香港會計準則 12(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 12所得稅 － 遞延稅項：收 

  回相關資產的修訂 5
  香港會計準則 24(經修訂)  關聯人仕披露 3 香港會計準則 32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 32財務工具：呈列 － 股權發行 

  之分類的修訂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 註釋 14最低 － 註釋 14修訂本  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的修訂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界定財務負債與權益工具 2
 － 註釋 19   

 

除上述外，香港會計師公會亦頒佈對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列出若干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以消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中的不一致並澄清其措辭。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
香港會計準則 27的修訂自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1、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7、香港會計準則 1、香港會計準則 34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
員會) － 註釋 13 的修訂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儘管各項準則
或註釋都有單獨的過渡性條文。 
 
1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2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3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4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5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6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本集團正評估於首次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構成之影響，惟現時仍未能
列出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對於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是否有重大影響。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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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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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合併合併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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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9,953  807,936  158,975  6,186,864 其他收入及收益 31,338  53,318  25,919  110,575 總計 5,251,291  861,254  184,894  6,297,439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327,543  1,056  (259)  328,340 

        利息收入       8,581 未分配收入       174,873 未分配費用       (111,373) 融資成本       (12,411) 應佔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  (418)  -  (418) 聯營公司 -  41,058  -  41,058 

        除稅前溢利       428,650 所得稅費用       (71,354) 本年溢利       357,296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零售業務  出口業務  其他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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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2,495  855,904  179,409  5,767,808 其他收入及收益 22,399  47,510  27,228  97,137 總計 4,754,894  903,414  206,637  5,864,945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319,674  39,158  756  359,588 

        利息收入                      7,460 未分配收入       40,396 未分配費用       (79,166) 融資成本       (9,723) 應佔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  (756)           -  (756) 聯營公司 -  25,572  -  25,572 

        除稅前溢利       343,371 所得稅費用       (67,444) 本年溢利       27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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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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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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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合併合併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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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121,226  7,792  57,615  186,633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7,851  111  7,399  15,361 其他非現金支出/(收入) 64,656  1,558  (2,056)  64,158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1,454  113,563  -  115,017 資本開支* 114,305  22,747  40,999  178,051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零售業務  出口業務  其他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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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96  8,360  57,267  184,923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回撥 (1,601)  -  -  (1,601)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 -  (1,000)  (556)  (1,556) 其他非現金支出 23,365  14,089  984  38,438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1,454  145,353  -  146,807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權益 -  7,911  -  7,911 資本開支* 128,785  953  103,302  233,040 

 

* 資本支出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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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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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地區按地區按地區按地區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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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澳洲及澳洲及澳洲及澳洲及 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合併合併合併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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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間客戶之收入 4,183,431  116,073  612,741  1,061,494  61,960  151,165  6,186,864 

              非流動資產 802,182  103,203  52,920  162,762  -  53,313  1,174,380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內地 

 香港 

 美國 

 澳洲及 紐西蘭 

 加拿大 

  其他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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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間客戶之收入 3,808,162  110,252  638,764  985,176  64,169  161,285  5,767,808 

              非流動資產 859,198  109,865  54,160  167,661  -  45,983  1,236,867 

 

(5)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186,146  184,436 
攤銷土地租賃預付款 487  487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準備/(回撥) 15,361      (1,601)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2,325  15,711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555)           - 
    
公平價值(收益)/虧損，淨額：    
投資物業 -       (1,556) 
衍生財務工具－不列作風險對沖的交易 -        1,137 
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 (1,084)  - 

 (1,084)  (419)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淨收益： 
由股東權益轉入之公平價值收益 
減：交易成本 

 

(139,570) 

1,836 

  
- 
- 

 (137,734)  - 
    
出售共同控制公司虧損 5,548  - 
滯銷存貨撥備 52,645  4,826 
商譽減值 -  1,330 
應收賬款減值 2,971  943 
    
銀行利息收入 (8,581)  (7,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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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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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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本集團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香港    
年內支出 5,898  4,836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557  (323) 
本年─其他地區    
年內支出 82,548  61,616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3,649)  100 
遞延 (14,000)  1,215 
 
本年度稅項支出 

 

71,354 

  
67,444 

    
 
(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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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4.00港仙) 
 

42,377 

  
42,377 

擬派發末期─每股普通股 16.60港仙 
(二零零九年﹕13.11港仙) 

 

175,863 

  
138,889 

  

218,240 

  
181,266 

 
本年度擬派末期股息須經本公司股東在即將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批准，方才作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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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475,000 港元 (二零零九年：
259,538,000 港元)及於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059,414,000 股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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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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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之基本每股盈利沒有被攤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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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應收賬款及應收賬款及應收賬款及票據票據票據票據 

 

應收賬款及票據包括應收貿易賬款共 390,124,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351,516,000港元)及應
收票據 51,995,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136,016,000港元)。應收票據於兩個期末報告日的賬齡
少於四個月。下列為按付款期日分類並已扣減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即期 
少於四個月 
四至六個月 
超過六個月 

263,484 

117,362 

3,576 

5,702 

 277,964 
67,104 

4,258 
2,190 

 390,124  351,516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賒賬期平均為 45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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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為應付賬款及票據根據付款到期日，於期末報告日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少於四個月 
四至六個月 
超過六個月 

827,252 

7,185 

4,224 

 637,441 
4,167 
4,156 

 838,661  645,764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通常於 90天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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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局已議決向股東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16.60港仙（二

零零九年：13.11港仙）。末期股息總額為 175,863,000港元；需經由股東在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星期一）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倘獲股東通過，末期股息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星

期四）派發予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一）登記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集團業績集團業績集團業績集團業績 

 

在回顧的一年，金融海嘯後的世界經濟發展極為複雜；美國經濟復甦力度到年中時已日見疲弱，失

業率仍高企於 9%以上，故要推出第二輪量化寬鬆措施；歐羅區則受歐豬五國信貸危機的陰霾所籠

罩。幸中國及香港經濟增長良好，零售市道暢旺，令本集團的業務受惠。然而年前的極度寬鬆信貸

政策及刺激經濟發展措施，導致游資泛濫，部份行業過熱，澳洲及紐西蘭政府擔心通脹重燃，實施

連串加息而令當地的消費顯得呆滯。出口市道亦因美國消費需求疲軟而淡靜。故集團的業績是由中

國零售業務增長所帶動；澳、紐業務一方面受到當地零售市況不振的影響，上半年更因 Jeanswest

設計意念過於趨時而影響了業績表現，下半年情況雖已改善，但仍未能追回全年的預算。全年綜合

營業總額增長 7.27%，股東應佔純利則大升 40.05%。主要原因是出售了部份 I.T Limited股份及其

他非經常性項目而產生了一次性的淨收益。若撇除了此等非經常性項目，股東應佔純利與去年相若。 

 

以下為本集團在回顧年度內的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化 

（單位：港幣千元）    

綜合營業總額 6,186,864 5,767,808 ↑7.27% 

其中:    

A. 中國零售總額 4,158,324 3,750,275 ↑10.88% 

B. 澳、紐零售總額 1,061,629 982,220 ↑8.08%* 

小計 5,219,953 4,732,495 ↑10.30% 

C. 出口銷售總額 807,936 855,904 ↓5.60% 

    

本公司股東應佔純利 363,475 259,538 ↑40.05% 

    

（單位：港仙）    

每股盈利（基本） 

每股股息 

－末期 

－全年 

34.31 

 

16.60 

20.60 

24.50 

 

13.11 

17.11 

不適用 

 

↑26.62% 

↑20.40% 

    

（單位：港幣千元）    

淨現金 1,514,955 1,126,984 ↑34.43% 

 

*回顧年度內，澳幣匯率變化較大。若以澳元比較，應是倒退了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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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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顧的年度內，零售營商環境好壞參半。中國內地零售市道暢旺，但經營成本飊升，市場競爭熾

熱，故約制了提價能力。幸管理層策略得宜，在如此嚴峻的環境下，真維斯的毛利率仍有所提升，

銷售總額亦能保持雙位數的升幅。澳、紐零售市道因當地政府收緊銀根及連續四次加息而轉為淡

靜；加以 Jeanswest因設計取向失誤而影響了上半年的業績，業務雖在下半年已有明顯的改善，仍

不免導致毛利金額較去年下滑。 

 

集團零售網絡業已覆蓋中國內地、香港、澳門、澳洲、紐西蘭、委內瑞拉、中東、蒙古及越南。年

底時網絡合共有零售店舖 3,009間（二零零九年：2,634間），其中包括特許經營店 1,623間（二零

零九年：1,348間）。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集團零售總額為 5,219,953,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4,732,495,000港元），同比去年上升了 10.30%；零售佔集團綜合銷售總額從去

年的 82.05%進一步提升至 84.37%。存貨可供銷售日從去年的 47日增至 54日，主要原因是今年農

曆新年較去年早來臨，故年底前已要多備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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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顧的年度內，零售市況暢旺，但營

運成本急劇上升，租金、工資及由棉花帶動的成衣出廠價，均有雙位數的升幅；由於市場競

爭激烈，上升的成本未能全數轉嫁予消費者，故對經營者構成壓力。幸管理層策略得宜，藉

著深化店鋪及貨品分類管理，加強了各自店舖按其顧客群的特性而進貨，因而提高了分月份

貨品的針對性及準確性，使加權銷售毛利率，在成本上升的情況下仍能保持，而銷售總額對

比去年有 10.88%的升幅。存貨亦處於健康水平。期內管理層對真維斯品牌的投資力度又有

所加強，消費者可以每日透過電視頻道，從「真維斯娛樂現場」瞭解到真維斯產品及活動的

最新訊息。「真維斯貴賓會」的會員人數現已超逾二百萬，反映銷售貨品質量及品牌的認受

性正不斷提高。期內，真維斯牛仔褲榮獲《2010 年褲子產品質量檢測優等》稱號；此外，

真維斯亦已在網上開設網店，銷售反應令人鼓舞。 

 

在回顧年度，中國零售的銷售額升至 4,158,32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750,275,000港元），

與去年比較有 10.88%的升幅，並佔集團綜合營業總額 67.21%。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真維斯在中國內地有店舖 2,671 間（二零零九年：2,309 間），其中含特許經營店 1,549

間（二零零九年：1,282間），網絡覆蓋超過 250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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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旭日極速 (Quiksilver Glorious Sun) 

 

在回顧期內，透過不斷深化 Quiksilver及 Roxy品牌於大中華區的認受性、嚴格的成本控制

與有效的定價策略，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所取得的業績如銷售升幅及溢利率

等均較預期為佳。店舖數目從去年 56間增至年底時 60間，其中包括第四季度在銅鑼灣廣場

開設現時 Quiksilver在香港面積最大的旗艦店及年底前於旺角行人專用區開設的新店。為迎

接網絡營銷的時代，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亦開始在網上設店，銷售反應令人

鼓舞。 

 

2. 在澳洲及紐西蘭 

 

澳洲政府在二零零九年的刺激經濟措施雖能成功避免了經濟衰退，但銀根過度寬鬆的後遺症在

二零一零年開始浮現。故在回顧年度，澳洲政府四次加息以收緊銀根。澳洲經濟在發達國家中

雖算增長優異，但卻較集中於地產及與資源開採有關的行業。一般消費者仍然處於減債過程中，

使零售市場明顯萎縮，當地綜合時裝品種指數在年內，每月的銷售額均比去年同期出現單位數

的倒退。 

 

從去年開始調整的設計取向已證實為過於進取，使 Jeanswest在這嚴峻的市況下，承受了額外的

沖擊，影響了銷售及溢利表現。當地管理層雖然迅速糾正產品及運作方面存在的問題，並竭力

減省各方面的成本，使下半年之業務改善過來，存貨亦回復至健康水平，但先前的銷售及溢利

差距卻未能全部追回，故全年毛利金額遜於去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澳、紐銷售總額為 1,061,629,000港元（二零零

九年：982,220,000港元），同比上升了 8.08%，至二零一零年年底 Jeanswest在澳、紐零售網絡

有店舖 236間（二零零九年：232間），其中包括 6間特許經營店（二零零九年：6間）。 

 

3. 海外加盟 

 

期內真維斯／Jeanswest在杜拜、阿曼、阿布達比、科威特、巴林、沙特阿拉伯、伊朗、新加坡、

越南、蒙古及委內瑞拉已有加盟店 42間（二零零九年：37間）。除中東的地緣政治因素令人關

注外，整體發展勢頭良好。 

 

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 

 

在回顧的年度內，生產方面要面對薪金及原料價格不斷上漲，尤以棉花為甚；而集團出口業務的主

要市場北美洲，仍未能從金融海嘯全面恢復，當地失業率高企在 9%以上，大部份消費者仍正努力

減債，故零售市道依然呆滯；然而，生產成本卻較大幅的上漲，人民幣兌美元又升值，出口單價的

上調卻遠落後於成本的上揚，使出口業務異常艱困。故集團出口業務的表現遜於去年，幸出口業務

只佔集團綜合營業總額 13.06%，故對整體業務的影響有限。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出口總值為 807,93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855,904,000

港元），比對去年下滑了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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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業務其他業務其他業務其他業務 

 

其他業務主要是集團轄下中國內地工廠為當地客户生產。在回顧期內，共錄得銷售額 158,975,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179,409,000港元），與去年比較減少了 11.39%。 

 

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十分穩固。正如前文所述，於回顧期內集團手持淨現金額及存貨均處於健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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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 26,000 人（二零零九年：28,000 人）。本集

團僱員之薪酬組合略優於市場平均水平。此外，本集團亦按業績及僱員表現給予花紅及購股權。 

 

期內集團惠州大進製衣廠職工張彩妹獲政府授予《全國紡織工業勞動模範》稱號。 

 

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 

 

本集團為股東創富的過程中，一直嚴格遵守環保法規外，同時亦盡力回饋社會。每年均捐資興建「希

望小學」，發出「真維斯大學生助學基金」及繼續執行「真維斯希望教師計劃」。在回顧年度內，真

維斯再次榮獲《中華慈善獎最具愛心外資企業》獎、《慈善榜十大慈善企業》獎盃及《2010年中國

社會責任優秀企業》稱號。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今年世界經濟有望繼續恢復增長，但不穩定因素仍然不少，如歐洲主權信貸問題等，一旦處理不當，

足以引發另一場金融危機。同時，近期中東和北非國家的動亂，刺激石油價格的上升，日本地震海

嘯慘劇的經濟損失及善後，亦將影響世界整體經濟。另外，美國的第二輪量化寬鬆措施，雖可加強

其經濟復甦力度，但已導致熱錢四處流竄，通脹大幅升溫。集團主要市場－中國及澳、紐經濟前景

相對較令人樂觀。故管理層的策略是「認真應付通脹」，集中力量發展已有的核心業務，提高營運

效益，特別是議價能力，爭取跑贏通脹；並將適度擴展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保持領先地位。真維

斯在內地市場將發展和加強縣級的銷售網絡和積極發展加盟業務。大力投資，加強品牌知名度和受

歡迎度，從而擴大市場份額。 

 

澳、紐 Jeanswest隨著產品設計路線的逐步改善，將悉力鞏固其市場佔有率，並通過新進的數碼化

促銷手法，提高與近百萬的忠誠顧客群的互動溝通，以確保產品設計路線廣為顧客所接受，從而爭

取較大的競爭能力，改善營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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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今年北美零售市況仍難望有重大的改善，而生產成本仍在上漲，再加以人民幣兌美元不斷升值，

估計本財政年度的出口業務將依然艱難。管理層仍將著力於成本的控制、效率的提升，從而提高競

爭力，以待市場恢復後，爭取較佳成績。 

 

如無難以預料的重大事故，管理層有信心二零一一年集團業務會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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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訂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一）舉行，詳情請參閱預期於二

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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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一）止（首尾兩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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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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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管治公司管治公司管治公司管治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列載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巿證券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巿證券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巿證券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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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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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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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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敏剛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劉漢銓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及鍾瑞明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非執行董事： 

林家禮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