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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寶光實業（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3 2,705,610 2,370,169
銷售成本 6 (1,046,791) (947,447)
   

毛利  1,658,819 1,422,722
其他收益， 淨額 4 28,871 16,041
其他收入 5 18,190 18,821
銷售支出 6 (1,178,500) (1,089,377)
一般及行政支出 6 (274,269) (234,303)
其他營運支出 6 (60,956) (58,789)
   

營業溢利  192,155 75,115
財務成本  (9,305) (11,749)
   

除稅前溢利  182,850 63,366
所得稅支出 7 (51,389) (38,189)
   

年度溢利  131,461 25,177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0,831 24,630
 非控股權益  630 547
   

  131,461 25,177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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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續）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息 8 34,248 19,026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9
 –基本及攤薄  13.75 2.59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溢利 131,461 25,177
其他全面收益
 滙兌差額 19,729 58,810
 重估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 3,335 (5,536)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減值記入收益表 1,120 –
   

年內扣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24,184 53,274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55,645 78,451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54,707 77,412
 非控股權益 938 1,039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55,645 7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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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21,114 310,464 335,894

 投資物業  52,000 41,200 35,000

 預付租賃地價  73,549 54,215 55,599

 無形資產  26,387 24,178 23,451

 遞延稅項資產  55,794 46,244 45,548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  14,639 12,587 18,123
    

  543,483 488,888 513,615
    

流動資產
 存貨  777,411 728,385 790,719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10  337,044 323,542 335,8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226,080 213,184 117,386
    

  1,340,535 1,265,111 1,243,905
    

資產總額  1,884,018 1,753,999 1,757,520
    

股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95,134 95,134 95,134

 儲備  886,403 752,625 694,239
    

 股東資金  981,537 847,759 789,373

 非控股權益  8,650 4,968 4,253
    

股權總額  990,187 852,727 793,626
    



4

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198 2,483 1,312

 貸款  67,742 82,206 87,768
    

  69,940 84,689 89,08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1  425,613 354,714 422,078

 應付所得稅  28,482 11,741 16,704

 貸款  369,796 450,128 436,032
    

  823,891 816,583 874,814
    

負債總額  893,831 901,272 963,894
    

股權及負債總額  1,884,018 1,753,999 1,757,520
    

流動資產淨值  516,644 448,528 369,0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60,127 937,416 88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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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並就重估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及投資物業作出修訂。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編製財務報表需進行若干重大會計估計，而規定管理層在採用本公司會計政策時作出判
斷。

採納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採納下文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準則修訂及詮釋，自二零一零年四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及與其業務有關：

–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租賃」刪去了有關土地租賃分類之具體指引，從而消除了與租賃分類一般指引之
不一致性。因此，土地租賃必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一般原則（即租賃安排是否將資產所有權之大部份
風險及報酬轉移至承租人），分類為融資或經營租賃。在此修訂前，土地權益（其所有權預期不會於租賃期完結
時轉移至本集團）分類為「預付租賃地價」項下經營租賃，並按租賃期攤銷。

根據此修訂之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條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
追溯應用。本集團已根據租賃開始時已存在之資料，重新評估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未屆滿租賃土地及土地使
用權之分類，並將位於香港之租賃土地追溯確認為融資租賃。重新評估後，本集團已將若干租賃土地自經營租
賃重新分類為融資租賃。

本集團之土地權益乃持作自用，該土地權益入賬為物業、機器及設備，並自土地權益可供作擬定用途時在資產
可使用年期及租賃期兩者較短期間內折舊。

採納此修訂之影響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預付租賃地價減少 (121,277) (125,988) (130,699)

物業、機器及設備增加 121,277 125,988 13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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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續）

– 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之列報－借款人對有償還要求條款之有期貸款之歸類」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
之年度期間追溯應用。根據香港詮釋第 5號，有期貸款協議如包含凌駕一切之應要求還款條款（「催繳權」），給
予貸款人清晰明確之無條件權利可隨時全權酌情要求還款，則借款人應於資產負債表內將有期貸款分類為流動
負債，原因為借款人並無無條件權利可將償還負債之期限遞延至報告日期後最少十二個月。

採納此修訂之影響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借貸減少 (52,069) (45,203) (28,544)

流動借貸增加 52,069 45,203 28,544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因而對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香港會計
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企業之權益」之修訂，預期對收購日期為於二
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年度報告期間開始時或之後之業務合併生效。

經修訂準則繼續對業務合併應用收購法，但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有若干重大更改。例如，收購業務之所
有付款乃按收購日期之公平值記錄，而或然付款分類為債務其後在全面收入表重新計量。於被收購方之非控股
權益可選擇根據個別收購按公平值或非控股權益應佔被收購方淨資產之比例計量。所有收購相關成本必須支
銷。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規定，倘控制權並無變動，與非控股權益進行所有交易之影響將於權益中記錄，
而該等交易將不再產生商譽或盈虧。該準則亦訂明失去控制權時之會計處理方法。於實體之任何餘下權益將重
新計量至公平值，而盈虧則於損益中確認。由於非控股權益並無錄得虧絀結餘，故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
訂）對本年度並無構成影響；概無於失去實體之控制權後仍保留該實體權益之交易，亦概無與非控股權益進行
任何交易。



7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首席經營決策者為執行董事。執行董事主要從產品及地區角度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管理層從地區角度
評核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和亞洲其餘地區之鐘錶及眼鏡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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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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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收入及集團淨開支。

集團淨開支主要為員工成本及高級管理層花紅撥備。未分配資產為集團層面的設備及應收賬款、可供出售財務資
產、遞延稅項資產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未分配負債為集團層面的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借貸、遞延稅項負債及應
付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手錶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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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收入
 分部總額 931,620 484,549 655,298 276,010 632,981 14,135 2,994,593

 分部間 – – – – (276,405) (12,578) (288,983)
       

 931,620 484,549 655,298 276,010 356,576 1,557 2,705,610
       

分部業績 69,800 29,925 31,768 23,515 75,898 9,268 240,174
      

未分配收入       4,308

集團行政淨支出       (52,327)
       

營業溢利       192,155

財務成本       (9,305)
       

除稅前溢利       182,850

所得稅支出       (51,389)
       

年度溢利       13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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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手錶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物業 集團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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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性開支 (23,942) (27,613) (19,930) (41,913) (556) (603) (1,843) (116,400)

折舊 (23,269) (18,716) (18,078) (13,580) (1,430) (4,823) (930) (80,826)

攤銷預付租賃地價 – (4,148) – (3,371) – – – (7,519)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 – – – – 13,400 – 13,400

存貨（撥備）╱撥回 (29,842) (6,678) (4,400) (3,251) 1,406 – – (42,765)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 (1,379) (3,332) (878) (530) – – – (6,119)

撥回有法律
 義務合約的撥備 – – 96 – – – – 96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手錶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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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479,392 291,145 226,726 176,932 224,241 176,819 1,575,255

未分配資產       308,763
       

總資產       1,884,018
       

分部負債 169,227 40,794 116,023 33,372 46,127 1,003 406,546

未分配負債       487,285
       

總負債       89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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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手錶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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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收入
 分部總額 794,268 466,819 574,836 247,150 489,835 13,929 2,586,837

 分部間 – – – – (204,179) (12,489) (216,668)
       

 794,268 466,819 574,836 247,150 285,656 1,440 2,370,169
       

分部業績 22,147 47,733 9,334 16,797 7,365 1,617 104,993
      

未分配收入       2,575

集團行政淨支出       (32,453)
       

營業溢利       75,115

財務成本       (11,749)
       

除稅前溢利       63,366

所得稅支出       (38,189)
       

年度溢利       2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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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手錶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物業 集團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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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性開支 (25,306) (10,730) (19,756) (6,335) (989) – (1,184) (64,300)

折舊 (26,628) (18,613) (19,186) (14,285) (6,252) (4,803) (946) (90,713)

攤銷預付租賃地價 – (3,573) – (3,097) – – – (6,670)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 – – – –  6,200  – 6,200 

存貨撥備 (2,258) (4,382)  (2,106)  (2,274)  (32,828) – – (43,848)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 (2,591) – (1,034)  (1,266) – – – (4,891)

撥回有法律
 義務合約的撥備 23  – 613  – – – – 636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手錶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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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485,024  277,950  195,267  137,260   204,086   170,311   1,469,898

未分配資產        284,101
       

總資產        1,753,999 
       

分部負債 118,526  39,399  110,086  23,563  53,543   722   345,839

未分配負債        555,433 
       

總負債       90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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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按地區分析集團收入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443,601 1,229,410

中國大陸 215,885 176,266

亞洲其餘地區 1,045,158 959,927

歐洲 642 3,983

其他 324 583
  

 2,705,610 2,370,169
  

按地區分析集團非流動資產（財務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70,901 178,052

中國大陸 15,505 14,311

亞洲其餘地區 285,120 236,378

其他 1,524 1,316
  

 473,050 430,057
  

3. 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貨品銷售 2,704,053 2,368,729

 租金總收入 1,557 1,440
  

 2,705,610 2,37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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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淨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收益╱（虧損），淨額 419 (821)

出售投資物業的收益 1,296 –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13,400 6,200

滙兌收益，淨額 13,756 10,662
  

 28,871 16,041
  

5.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樓宇管理費收入 3,747 3,980

投資利息收入 4,482 2,526

利息收入 200 139

雜項 9,761 12,176
  

 18,190 18,821
  

6. 按性質列示的費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出售存貨成本及原材料消耗 1,046,791 947,447

攤銷預付租賃地價 7,519 6,670

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
 －自置 80,358 89,996

 －租賃 468 717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 6,119 4,891

撥回有法律義務合約的撥備 (96) (636)

核數師酬金 6,334 6,030

營業租賃
 －樓宇 452,358 424,052

 －設備 5 36

存貨準備 42,765 43,848

應收款項減值 197 782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減值 2,403 –

撥回壞賬準備 (83) (1,548)

捐款 1,117 689

僱員福利支出 464,895 419,820

其他 449,366 387,122
  

銷售成本、銷售支出、一般及行政支出
 及其他營運支出總額 2,560,516 2,32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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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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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16.5%）計算。海外利得稅乃
根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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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26,292 9,402

 海外利得稅 30,773 27,234

 過往年度撥備過少╱（過多） 2,259 (850)
  

 59,324 35,786

遞延所得稅 (7,935) 2,403
  

所得稅支出 51,389 38,189
  

8.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派發每股普通股港幣1.2仙（二零一零年：港幣1仙）的中期股息 11,416 9,513

建議派發每股普通股港幣2.4仙（二零一零年：港幣1仙）的末期股息 22,832 9,513
  

 34,248 19,026
  

9. 每股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以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而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股計） 951,340 951,34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千元） 130,831 24,63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3.75 2.59
  

攤薄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攤薄成份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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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 153,094 146,195

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撥備 (24,943) (24,823)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128,151 121,37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08,893 202,170
  

 337,044 323,542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附註）
60日以下 54,098 55,950

60日以上 98,996 90,245
  

 153,094 14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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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60日以下 193,095 131,932

60日以上 65,270 69,770
  

 258,365 201,70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67,248 153,012
  

 425,613 35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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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擔

(a) 本集團就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資本承擔：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簽約但未作出撥備 7,780 8,030

已授權但未簽約 – –
  

 7,780 8,030
  

(b) 營業租賃下的繼承擔（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在不可撤銷營業租賃下的未來最低租金付款總額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樓宇
1年內 445,236 399,428

1年後但5年內 422,587 357,274

5年以上 18,689 17,450
  

 886,512 774,152
  

(c) 營業租賃安排（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在不可撤銷營業租賃下的未來最低應收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投資物業
1年內 2,343 2,586

1年後但5年內 1,132 3,426
  

 3,475 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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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重拾強勁表現，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錄得股東應佔溢利港幣1億3仟1佰萬元，較
去年同期溢利港幣2仟5佰萬元，大幅上升430%。集團的營業額上升 14%，錄得港幣 27億元。

董事會欣然建議派發末期股息予集團股東，每股港幣 2.4仙〔二零零九 /二零一零年：港幣 1仙〕。

手錶零售業務

集團的手錶零售業務為「時間廊」、「MOMENTS」、「CITHARA」、「C2」及「精工錶專門店」，本年度
錄得顯著進步。EBIT約港幣1億元，增長41%。同時整體營業額上升 12%至港幣 14億元。

香港和澳門的手錶零售業務持續受惠於大量內地到訪旅客，集團亦持續提升營運效率。期內，集團
加強自家品牌的產品發展，使自家品牌的銷售額顯著上升。同時加入更多國際知名的代理品牌，
其中部份為「時間廊」獨家銷售，使我們產品銷售的組合更為多元化。以上因素再加上廣受歡迎的
“Solvil et Titus – Time is Love”市場推廣活動，促進了營業額增長及毛利上升。此外，集團為概念
店，即「MOMENTS」、「CITHARA」及「C2」的店鋪形象及定位作出調整及優化，成績令人滿意。而
租金及其他成本費用所佔營業額之比例較去年有所改善。因此，香港及澳門的出色表現使EBIT大幅
上升60％，至港幣1億1仟萬元，營業額較去年增長多達 19％。

中國大陸手錶零售業務，集團於戰略重地如廣州、上海及北京設立的子公司，其營業額上升10%，
令虧損收窄12%至港幣4仟萬元。

此業績改善是由於以下幾個因素：首先，國內業務受惠於中國政府刺激經濟增加內部消費的政策；
此外，「時間廊」品牌及店鋪產品被廣泛認受，營運效率的提升，店鋪網絡的重新配置以迎合國內迅
速變化及發展的購物模式，不同的措施令總體表現得以提升。年內，關閉業績不如理想的店鋪，亦
使餘下有表現店鋪的同店增長超過30%。此業務增長動力已持續至以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作為
財政年結的第一季度。因此，集團預期中國大陸業務於未來的一年會持續改善。

集團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國的東南亞手錶零售業務表現較為遜色，全年整體營業額輕微上升
4%，而EBIT則下跌37%至港幣3仟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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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問題繼續影響泰國業務的表現，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零售氣氛亦遜於香港。集團已採取相應
策略，預期這三個地區在明年有較佳的表現。

EBIT－由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一年（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營業額－由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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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零售業務

集團的眼鏡零售業務「眼鏡88」錄得強勁增長，EBIT由去年的港幣 2仟6佰萬元上升至本年度的港幣
5仟5佰萬元，營業額則上升13%至港幣9億 3仟1佰萬元。

香港和澳門的營業額錄得 13%增長，而EBIT則由去年的港幣1仟9佰萬元上升至本年度的港幣4仟3

佰萬元。

眼鏡零售業務繼續受惠於視香港為購物天堂的內地旅客。在香港，內地遊客的消費模式正在轉變，
這羣富裕的消費者從傳統的旅遊及主要商業地區位置，分散伸延至鐵路沿線及接近邊境地區的商場
消費。

其他因素亦促成了令人滿意的成績。於回顧年內，眼鏡零售業務續漸加強自家品牌的產品開發和質
量，優化了產品種類和產品組合，並開展強化店鋪營運的措施。此外，我們的「店中店」概念，於
「眼鏡88」店內為知名品牌設立獨立專櫃，此舉已證實非常受顧客歡迎。近期推出的概念店，包括
於遊客區專門出售太陽眼鏡的「SUNGLASS 88 L’ACCESSORI」及以銷售高級眼鏡品牌作為定位的
「OPTICAL 88 Premier」亦大獲好評。

為進一步擴大市場佔有率，我們計劃於下一個財政年度，於香港開設一間全新並針對年青人消費的
鏡片及鏡框專門店，亦預計此種經營模式將透過特許經營幫助加快此業務於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的擴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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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在國內的眼鏡業務，其店鋪網絡在廣東省錄得營業額增長近30％，虧損達港幣1仟1佰60萬元，
較去年港幣 1仟萬元稍高。虧損的增加主要是由於後勤辦公室開支增加以準備將業務擴展至廣東省以
外的國內城市，我們預計於下一個財政年度在上海開設第一間店舖。我們有信心在廣東省的業務會
繼續保持強勁的同店銷售增長，亦預料來年業務有更顯著的改善。

本集團的眼鏡零售業務在東南亞，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其營業額上升 12%及EBIT為港幣
2仟4佰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幅達40％。

（港幣百萬元）營業額－由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一年 EBIT－由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一年 （港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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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錶裝配及批發業務

集團的手錶裝配及批發業務錄得EBIT港幣7仟6佰萬元，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 24%。

為集團提供生產服務的手錶裝配子公司的EBIT錄得增長，主要是由於產量增加，以配合利好的零售
經營環境。

通城集團擁有「精工」品牌鐘錶於香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地區的獨家經銷權。在成功推出新產品及
新一輪市場推廣活動下，加上集團手錶零售業務的協同效應，使業績持續理想。

集團於年內在上海成立一個新的手錶批發子公司，專責於中國大陸分銷「CYMA」品牌手錶，致力拓
展品牌的經銷網絡，至今反應令人鼓舞。

集團最近聘任了中國著名演員「劉燁」作為「CYMA」手錶品牌的大中華和東南亞區域代言人。此舉不
僅加快了我們在國內的批發業務發展，亦有利於集團的手錶零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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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集團將繼續採取有效的策略，提升來年的表現，由於今年的業務動力持續，集團預期截至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財政年度會取得更進一步的成績。

財務

集團於結算日的借貸比率為22%（二零一零年：38%）。該項比率是根據集團的淨債務港幣
212,00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319,000,000元）及股東資金港幣 982,00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
幣848,000,000元）計算。集團的淨債務是根據集團的貸款港幣438,00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532,000,000元）減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港幣 226,00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213,000,000元）。集
團於結算日的貸款總額中，港幣370,00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450,000,000元）的貸款須於未來
十二個月內償還。

集團的貸款總額中約8%﹝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9%﹞以外幣結算。而集團的港幣貸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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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不參與純投機的衍生工具交易。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並沒有任何重大的或然負債。

集團資本結構

年內集團資本結構並無轉變。

集團架構變動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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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共有3,078位﹝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210位﹞僱員。集團就業績及個
別僱員表現提供酌情獎金予合資格的僱員。集團亦提供相關的培訓計劃改善僱員質素、能力及技能。

集團資產抵押詳情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部分永久業權土地及樓宇總值約港幣199,000,000元（二零一零
年：港幣184,000,000元），投資物業總值約港幣52,00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39,000,000元）及租
賃土地總值約港幣30,00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15,000,000元）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取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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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符合資格出席將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二）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本公司
將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第一次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

為符合資格獲派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八月
二十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第二次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

「第一次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第二次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的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分別須不
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星期三）及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遞交至本公
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號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室。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四）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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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以下偏差外，本公司均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守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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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每隔三年最少輪席告退一次。然而，
並非本公司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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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或行政總裁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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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條

守則規定載有有關薪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內容。本公司已採納守則規定第B.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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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的部份。由於行政董事較適合評估高級管理人員的
表現，本公司相信釐定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福利應由行政董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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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規定第E.1.2條

根據守則規定第E.1.2條首部份，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董事會主席於二零一零年九
月八日並非身在香港，故未能出席該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但審核委員會主席及薪酬委員
會主席皆有出席是次股東週年大會。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行政董事組成，分別為胡春生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胡志文教授及鄺
易行博士組成。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審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
員會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四日、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舉行會議，討論事項包括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其他財務報告事項、
確保本公司財務報表的完整性、準確性及公平性、檢討本集團整體內部監控制度的成效，包括在會
計及財務匯報職能方面是否擁有充足的資源、員工是否具備足夠的資歷及經驗，並已接受充足的培
訓，及是否有充足的預算，及檢討行政董事負責的一切重要商業事務，特別是關連交易，並於提呈
董事會批准前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胡志文教授（薪酬委員會主席）、胡春生先生、鄺易行博士（均為獨立非行政董事）及
黃創增先生（本公司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組成。薪酬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六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
十八日舉行兩次會議，以釐定年度花紅及對本集團行政董事之薪酬作出年度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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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財務資料及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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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上市公司訊息」一欄及
本公司網站 (www.irasia.com/listco/hk/stelux)「公告及通告」一欄。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年報將於適當時
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上載於上述網站。

代董事會
黃創增

副主席及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公司董事（截至本報告日期）：

行政董事：
黃創保（主席）、Chumphol Kanjanapas（又名黃創增）（副主席及行政總裁）、朱繼華及劉德杯

非行政董事：
黃創江、胡春生（獨立）、胡志文（獨立）及鄺易行（獨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