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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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HAIDIAN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6)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業績及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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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5 575,911 362,216
銷售成本 (242,991) (138,692)

    

毛利 332,920 223,524
其他收入 8,038 1,465
銷售及分銷費用 (136,657) (94,539)
行政費用 (86,388) (66,740)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淨額 66,716 –
按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之
收益╱（虧損）淨額 5,820 (1,746)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9 – 177,71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股息
收入 6,551 5,172

財務費用 6 (1,747) (55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670 1,798

    

除所得稅前溢利 7 196,923 246,088
所得稅開支 8 (30,998) (49,511)

    

持續經營業務除所得稅後
溢利 165,925 196,577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溢利 10.2 (1,460) 4,245

    

本期間溢利 164,465 200,822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

兌收益 24,490 4,85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105,429 (458,20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129,919 (453,349)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294,384 (25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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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55,246 196,501
非控股權益 9,219 4,321

    

164,465 200,822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84,119 (257,027)
非控股權益 10,265 4,500

   

294,384 (252,5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每股盈利╱
（虧損）

12

由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3.76港仙 5.46港仙

  

－攤薄 3.68港仙 5.35港仙
  

由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3.80港仙 5.34港仙

  

－攤薄 3.71港仙 5.24港仙
  

由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0.04)港仙 0.12港仙

  

－攤薄 不適用 0.1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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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9,296 87,777
投資物業 157,471 87,71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8,298 27,980
商譽 629,805 621,382
所佔聯營公司權益 162 15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218,524 1,113,095
無形資產 11,020 10,397
預付款項及訂金 28,491 2,397
遞延稅項資產 1,280 1,250

    

2,284,347 1,952,148
    

流動資產
存貨 746,945 428,831
應收賬款及票據 13 174,858 113,76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78 66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79,929 160,969
按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 99,976 91,764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861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22,647 837,872

    

1,625,894 1,633,865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45,399 43,729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10.1 – 257,344

    

1,671,293 1,93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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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4 191,418 123,696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85,838 135,846
應付股息 559 644
應付稅項 28,826 86,726
借貸 51,554 35,353
應付有關連公司欠款 155 26,230

    

458,350 408,495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負債 10.1 – 164,704

    

458,350 573,199
    

流動資產淨值 1,212,943 1,361,739
    

資產淨值 3,497,290 3,313,88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414,598 409,007
擬派股息 41,460 143,153
儲備 2,987,458 2,732,622

    

3,443,516 3,284,782
非控股權益 53,774 29,105

    

權益總額 3,497,290 3,313,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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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誠如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
表」）附註1及12所披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本集團管理層落實出售其於一間共同控制
實體福州大通機電有限公司（「福州大通」）之49%股權及其於一間聯營公司江蘇大通機電
有限公司（「江蘇大通」）之25.58%股權。福州大通及江蘇大通主要從事漆包銅線製造及分
銷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完成出售福州大通之 49%股權，代價為 93,342,000港
元，出售江蘇大通25.58%股權則仍在進行。

由於福州大通進行之漆包銅線業務（「已終止漆包銅線業務」）曾為本集團業務一部分，其
營運及現金流可與本集團餘下業務清晰區分並為一條獨立業務主線，本集團根據香港
財務申報準則（「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5號─已終止經營業務，於其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呈列漆包
銅線業務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江蘇大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權益繼續按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5號於本集團簡明
綜合財務狀況表呈列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本公司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列，除另有註明外，所有價
值均調整至最接近千位（「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獲董事會於二零一一
年八月二十三日批准刊發。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除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包括個別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
詮釋（「詮釋」））外，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所用之
會計政策及比較方法編製。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報
表構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申報準
則。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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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已認定為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已將本集團產品及服務劃分為以下經營分
類：

(a) 鐘錶及時計產品製造及分銷；

(b) 物業投資；及

(c) 遊艇分銷。

此等經營分類按經調整分類經營業績監控及作出策略決定。

分類間銷售按現行市場價格收費。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鐘錶及

時計產品 物業投資 遊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及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566,874 4,890 4,147 575,911
其他收入 1,669 4,677 – 6,346

     

總計 568,543 9,567 4,147 582,257
     

分類業績 145,726 68,740 (1,752) 212,714
     

未分配公司收入及支出淨額 (14,226)
  

198,48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670
財務費用 (1,747)
以股本結算之股份補償 (1,488)

  

除所得稅前溢利 196,923
所得稅開支 (30,998)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165,925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附註10.2) (1,460)

  

本期間溢利 164,465
 



– 8 –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鐘錶及

時計產品 物業投資 遊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及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346,818 5,707 9,691 362,216

其他收入 381 961 112 1,454
         

總計 347,199 6,668 9,803 363,670
     

分類業績 94,611 584 (40) 95,155
      

未分配公司收入及
支出淨額 (24,204)

  

70,95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798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177,711

財務費用 (557)

以股本結算之
股份補償 (3,815)

  

除所得稅前溢利 246,088

所得稅開支 (49,511)
  

持續經營業務之
本期間溢利 196,577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本期間溢利
（附註10.2) 4,245

  

本期間溢利 200,822
  

管理層認為本集團之所在地為香港，即本集團之主要營業地點。本集團超過90%來自外
界客戶之收入及非流動資產（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屬於單一地區，即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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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

持續經營業務之收入亦即本集團營業額，乃指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之售出貨品發票淨值
以及已收及應收租金收入。年內確認之收入如下：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貨品銷售 571,021 356,509

租金收入總額 4,890 5,707
    

575,911 362,216
  

6. 財務費用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付之銀行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1,747 557

  

7. 除所得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折舊 8,555 7,68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356 119
     

8.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介乎13%至25%（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介乎20%

至25%）之稅率繳納所得稅。海外溢利之所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業
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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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出售其於聯營公司冠
洋房地產有限公司之30%股權，現金代價為人民幣186,000,000元（相當於211,353,000港元）。
出售收益177,711,000港元已相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損益確認。

10. 分類為持作待售之出售組別資產╱已終止經營業務

10.1 分類為持作待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誠如附註1所述，本集團管理層落實出售其於福州大通之49%股權。福州大通之資產
與負債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資產或負債項
下呈列。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福州大通出售已完成。已終止漆包銅線業務之未經審核
業績之詳情載於附註10.2。

10.2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已終止漆包銅線業務之未經審核業績分析如下：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05,043 349,845
銷售成本 (489,238) (335,883)

    

毛利 15,805 13,962
其他收入 568 78
銷售及分銷費用 (1,905) (2,085)
行政費用 (4,394) (3,690)
財務費用－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
銀行貸款利息 (5,439) (3,655)

    

除所得稅前溢利 4,635 4,610
出售褔州大通之虧損 (5,216) –
所得稅開支 (879) (365)

    

本期間（虧損）╱溢利 (1,460) 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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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11.1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應佔股息如下：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港仙） 41,460 55,430

  

 

於報告日後宣派之中期股息並無於報告日確認為負債，惟已反映為股份溢價之分
派。

11.2 期內批准過往財政年度應佔股息如下：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一財政年度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3.5港仙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4.1港仙） 145,044* 151,509

  

* 由於普通股增加，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實際末期股息為
145,04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二零一一年五月
二十三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前，54,055,000股普通股因行使優先認購股份
權而發行，該等普通股均有權收取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12.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依據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156,706 192,256

－已終止經營業務 (1,460) 4,245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
經營業務溢利總額 155,246 19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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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依據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126,852 3,597,494

潛在普通股之攤薄影響：
－本公司發行之優先認購股份權 95,878 73,757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依據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222,730 3,671,251
    

由於行使優先認購股份權具有反攤薄效果，因此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之已終止經營業務概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數額。

13. 應收賬款及票據

應收賬款及票據於報告日按照發票日期及扣減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個月 149,244 103,499

4至6個月 15,250 6,595

超過6個月 10,364 3,668
  

174,858 113,762
  

14. 應付賬款及票據

應付賬款及票據於報告日按照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個月 149,277 121,557

4至6個月 31,441 1,314

超過6個月 10,700 825
  

191,418 12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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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
止經營業務之未經審核收入約1,080,95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712,06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68,893,000港元。期內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純利約為155,24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41,255,000港元。除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一間聯營公司177,711,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物業重估盈餘淨額 66,716,000港元之財務影響外，本
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後溢利較去年同期增加80,343,000港元。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表現卓越。收購Eterna AG Uhrenfabrik
（「綺年華」）乃一策略性行動，為本集團增添兩個國際名牌及製造機械機芯之技
術能力。遼寧恒嘉鐘錶有限公司（「恒嘉」）之成立非常重要，藉此，本集團可受
惠於中國內地東北部日益強大的消費力。此兩項舉措為本集團於中國內地及
海外之持續增長奠定穩固基礎。

目前，各附屬公司集中發展自有品牌及非自有品牌，成果令人鼓舞。幾乎所有
附屬公司之營業額及純利均明顯上揚，自然增長速度更超越行業平均數，本集
團因而繼續為中國內地鐘錶業市場翹楚之一。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完成出售福州大通機電有限公司（「福州大通」），
及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完成出售江蘇大通機電有限公司（「江蘇大通」）。

(1) 鐘錶及時計產品—自有品牌

收購綺年華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本集團一家全資附屬公司國際飛迅有限公
司以總代價213,920,000港元或法郎22,911,001元收購綺年華之股份及貸款。

綺年華於一八五六年在瑞士成立，其製造兩個品牌之時計產品，分別為自
有品牌綺年華及特許品牌Porsche Design。綺年華獲授權使用Porsche Design
商標以發展及生產特許手錶。綺年華亦獲授權於指定分銷商分銷Porsche 
Design特許手錶。綺年華手錶透過獨立銷售點及代理分銷，而Porsch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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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錶則於遍及全球銷售點及自有╱特許商店分銷。綺年華能製造其自家機
械機芯，包括手動、自動、附設或不附設日期以及記時器功能。

此項收購對本集團之持續發展在策略上起關鍵作用。綺年華為擁有悠久
歷史之國際品牌，其生產線甚為獨特。Porsche Design同為國際品牌，目標市
場迥然不同。收購綺年華將為本集團於中國覆蓋全面之分銷網絡增添額
外之瑞士鐘錶。預期加強品牌知名度、改善客戶服務以及於中國內地市場
開拓目標產品後，綺年華及Porsche Design手錶之銷售收入將會急速上升。
此外，製造自家機械機芯之能力令本集團得以日後確保瑞士產品牌機械
機芯之供應。預料綺年華能於不久將來完成開發其近期創造的機械機芯
模塊，機械機芯模塊能以比較簡單工序及具競爭力的價格增加包括日期、
陀飛輪及碼錶在內的各種附加功能。其後綺年華將能在一定時期內供應
全新開發之機械機芯，以供其於瑞士作自行生產。

綺年華的歷史及近期發展如下：

創始時間： 1856年

創始人： 約瑟夫吉拉德 (Josef Girard)和希爾德 (Urs Schild)

創始地： 瑞士

1876年： 創造第一隻腕錶，改寫懷錶的發展史。

1914年： 設計第一隻具有閙鈴裝置的閙鐘。

1930年： 推出最精巧的女用錶。

1958年： 推出第一隻全金機芯女用錶及第一隻防水可深達 200米
的防水錶。

1980年： 榮獲歐洲優質產品最高榮譽大獎。

綺年華不斷創新製錶工藝和技術，於一九四八年綺年華成功發展出將自
動轉盤鑲嵌在五個小圓球型軸承上的自動上發條手錶，徹底改寫傳統自
動上發條手錶的發展歷史。新軸承技術令人印像深刻，輕微的運動便可使
手錶中的擺陀開始旋轉，從而帶動由兩個被稱為夾緊輪所組成的全新系
統，不論擺陀向哪個方向旋轉，張力彈簧都能通過這個自動傳動裝置被拉
緊。直至今天，綺年華公司仍然沿用由五個點構成的品牌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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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零九年，綺年華公司推出了「Spherodrive」（斯菲若驅動）發條盒，一項
全新的關於發條盒和張力彈簧的拉緊和運行技術，發條盒使用微型滾珠
軸承作為條盒筒和心型軸之間的軸承。錶上顯示日期的拱型刻度盤通過
無摩擦的純球形軸承支持運行。

綺年華這個品牌的知名度要大大歸功於滾珠軸承技術的發明。

珠海羅西尼錶業有限公司

珠海羅西尼錶業有限公司（「羅西尼」）為本集團擁有91%權益之附屬公司，於二
零一一年上半年亦達致滿意業績。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收入為253,113,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159,482,000港元增加93,631,000港元或59%。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除稅後純利為71,126,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則為41,823,000港元，
增幅達29,303,000港元或70%。

羅西尼透過百貨公司擴充分銷點，同時與地區銷售經理緊密合作，經過
不懈努力，得以整合其於中國內地一線城市之分銷點，更增加於二、三線
城市之分銷點數目，以致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分銷點數目整體增加124
個（其中78個透過百貨公司增設、46個透過特許經銷商增設）至合共1,236個
（844個於百貨公司設置、389個透過特許經銷商設置及3個屬專賣店）。

羅西尼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推出二十款新產品。在二零一一年下半年，羅
西尼推出另一運動手錶生產線。新產品推出合時，不單只有助進軍其他目
標市場，亦有助從目標市場獲取更可觀收入及溢利，繼而維持於中國內地
之領先地位。

羅西尼榮獲世界品牌實驗室評選為二零一一年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及中
國手錶製造商中唯一入選亞洲500最具價值品牌。品牌價值位居中國鐘錶
業首位。

此外，羅西尼已開發其眼鏡鏡架品牌，更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在其總部開
設首家聘有合資格駐場視光師之眼鏡店，並透過涵蓋逾150個銷售點之廣
泛網絡分銷眼鏡。

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

本集團旗下全資附屬公司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依波精品」）及其直接
擁有之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取得理想業績。於二零一一年上半
年之收入為189,06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163,884,000港元增加25,178,000港
元或15%。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除稅後純利為 30,994,000港元，較二零一零
年同期之28,538,000港元上升 2,456,000港元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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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躍升15%至189,062,000港元，而除稅後純利只增加9%至30,994,000港元，
乃由於就EBOHR Complication系列開發新產品以及就豪度拓展新市場產生額
外開支，加上依波精品於瑞士之全資附屬公司Swiss Chronometric SA（「Swiss 
Chronometric」）期內產生除稅後虧損淨額12,483,000港元。

期內增設99個分銷點，其中70個於百貨公司設置及29個透過特許經銷商增
設。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分銷點總數為 1,241個，當中 708個於百貨公司設
置、529個藉由特許經銷商設立及4個屬專賣店。

依波精品已完成設計EBOHR Complication系列，此產品線包括陀飛輪手錶及
精巧之機械機芯手錶。此等產品會透過位於瑞士盧塞恩之Swiss Chronometric
旗下銷售網點分銷。為提高品牌形象，依波精品付出莫大努力，務求改善
其於分銷點之廣告材料及配置。於銷售網點之發展及品牌建立方面付出
之努力，將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之收入中顯現。

依波精品榮獲世界品牌實驗室評選為二零一一年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

Swiss Chronometric

在瑞士具領導地位之瑞士手錶設計商及具領導地位之手錶原設備製造商
之支持下，Swiss Chronometric已開發高級機械手錶品牌豪度，並於瑞士設計
及生產手錶。自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起，Swiss Chronometric開始於瑞士盧塞
恩自有的豪度概念店銷售豪度男裝手錶。繼二零一一年三月在巴塞爾鐘
錶展推出豪度女裝手錶後，豪度女裝手錶亦於該概念店內銷售。除於上海
之豪度概念店外，豪度手錶亦由歐洲、美國及俄羅斯之分銷商出售。此國
際分銷網絡亦將銷售依波精品旗下帕瑪及卡納、EBOHR Complication以及依
波精品與羅西尼其他精選手錶系列。Swiss Chronometric於二零一一年上半
年分別貢獻收入及除稅後虧損淨額約1,805,000港元及12,483,000港元。

(2) 鐘錶及時計產品—非自有品牌

本集團擁有100%權益之附屬公司深圳市恒譽嘉時貿易有限公司（「恒譽」）
集中分銷西鐵城及卡西歐手錶，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貢獻收入及除稅後
純利分別約22,642,000港元及1,364,000港元。股權及管理層變動對其營運及
增長之影響輕微，而隨著恒譽之營運更具效益，毛利率及純利率均有所增
加。期內，西鐵城及卡西歐為恒譽收入之兩大動力。恒譽於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開始分銷瑞士依波路及梅花手錶，而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將分銷其
他著名品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共有 50個分銷點及 3家單一品
牌零售專賣店；恒譽亦為35名零售客戶供應產品。有關店舖發展之影響將
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之收入及溢利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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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成立瑞皇（重慶）鐘錶有限公司（「瑞皇」）。瑞皇為
本集團擁有51%權益之附屬公司，曾為浪琴及天梭等著名瑞士手錶品牌開
發旗艦專賣店；現時透過知名百貨公司分銷頂尖瑞士及日本手錶品牌，如
雷達、英格納、梅花及瑞士依波路；及於重慶為多款進口手錶設立維修中
心。瑞皇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帶來收入及除稅後純利分別約88,593,000港元
及3,185,000港元。公開活動將有助浪琴及天梭單一品牌專賣店建立知名度
並提高收益。此兩間專賣店為推動瑞皇期內收入增長之兩大動力。期內，
多家集中多個品牌之零售店全面革新。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瑞皇
設有30家多品牌零售店，並向 10名零售客戶供應商品。

廣東鉅信鐘錶有限公司（「鉅信」）於二零一一年一月成立。鉅信為本集團擁
有51%權益之附屬公司，於佛山、廣州、中山、韶關及清遠等廣東省多個城
市之主要百貨公司內，經銷瑞士及日本知名手錶品牌，如帝舵、天梭及卡
西歐。鉅信亦已就多款進口手錶設立維修中心。鉅信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
貢獻收入及除稅後純利分別約16,646,000港元及524,000港元。卡西歐為鉅信
於期內最大收入動力。鉅信於二零一一年四月獲卡西歐頒發「傑出分銷商」
殊榮。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共有 7家多品牌零售店、2家單品牌專賣
店及11個分銷點。

遼寧恒嘉鐘錶有限公司（「恒嘉」）於二零一一年五月成立。恒嘉為本集團擁
有51%權益之附屬公司，分銷著名瑞士及日本手錶品牌。恒嘉分別為雷達
及天梭經營兩家單一品牌專賣店，其中天梭專賣店更為中國內地銷量最
高天梭專賣店之一。恒嘉亦在遼寧的知名百貨公司經營三家多品牌零售
店。恒嘉現正在積極在遼寧發展單一品牌專賣店及多品牌零售店。恒嘉會
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營運。

恒譽、瑞皇、鉅信及恒嘉合共擁有超過150家品牌零售店及分銷點，在遍及
全國35個城市內分銷超過 25個本地及國際品牌。

此等分銷公司不僅為本集團手錶提供額外分銷網路，同時亦藉由分銷其
他知名本地及外國品牌賺取收入。憑藉與門市供應商及知名外國品牌之
良好關係，預期分銷點數目及向本集團帶來之貢獻將快速增長。

(3) 漆包銅線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擁有49%權益之共同控制實體福州大通分別
貢獻約505,043,000港元收入及3,756,000港元除稅後純利。由於出售福州大通
之所有先決條件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達成，交易因而視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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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擁有25.58%權益之聯營公司江蘇大通錄得貢
獻約1,670,000港元。由於尚有一項出售先決條件有待達成，本公司於江蘇大
通之投資仍保留在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若出售乃按出售代價40,768,000
港元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江蘇大通約 38,370,000港元之資產淨值
為基準，則出售收益應為 2,398,000港元。

(4) 於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冠城大通」）之投資

於回顧半年度內，本集團自冠城大通錄得現金股息6,551,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 108,743,161股股份，佔冠城大通
總股本14.78%。按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市價為基準，股份價值為
1,218,447,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二日禁售期屆滿後，本公司將考慮在一段時間內
逐步出售有關股份。

(5) 物業投資

本集團所擁有位於中國東莞市的工廠綜合大樓、深圳市羅湖區沿河南路
的物業、廣東省珠海市香華路三個舖位及香港一個住宅單位均已全部租
出，於回顧期內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租金回報。

(6) 遊艇代理

本 集 團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集 城 勝 利 有 限 公 司（「集 城」）成 為Princess Yachts 
International plc於香港之獨家經銷商。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售出一艘遊艇。經銷遊艇不單可提高本集團在貴價手錶分類之形象，亦
為本集團提供機遇，跟國際馳名之品牌合作，累積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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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1)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無抵押現金及銀行結存約422,647,000
港元。按照銀行貸款51,554,000港元及股東權益3,443,516,000港元計算，本集
團的資本負債率（即貸款除股東權益）為2%。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列值。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 51,554,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

(2)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銀行信貸以本集團在大坑賬面值約
18,800,000港元的投資物業作抵押。

(3)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

(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財務回顧

(1) 毛利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毛利為 348,72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
237,486,000港元上升47%。毛利率大致上維持不變。

(2) 銷售及分銷費用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銷售及分銷費用138,562,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上升43%。該增幅與收入增長貫徹一致。羅西尼產生 64,000,000港元銷
售及分銷費用，而依波精品產生56,000,000港元銷售及分銷費用。

(3) 行政費用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行政費用90,78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29%。該增幅低於收入增長。羅西尼及依波精品分別產生行政費用12,000,000
港元及14,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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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行新股及授出認購新股之優先認購股份權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本公司按每股發行價0.99港元發行10,000,000股股
份，並按每份優先認購股份權1.21港元之優先認購股份權價格授出可認購
最多210,000,000股股份之優先認購股份權。

前景

環球金融市場於短期內可能因憂慮美國增長前景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而繼續
波動。

在越來越多投資者關注中國內地硬著陸風險之際，近期公佈工業生產、固定資
產投資及零售銷售方面之數據甚為理想。儘管受到貨幣緊縮之影響，加上短暫
性受到電力不足問題之拖累，宏觀經濟數據反彈，顯示中國內地之經濟表現持
續強勁，且仍處於籌劃軟著陸之正常軌道。

政府的目標為將總零售銷量由二零一零年人民幣16萬億元增加至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30萬億元。由於本集團業務與零售消費掛鈎，故本集團無疑定將受惠於
相關政府政策。

政府致力提高初次收入分配結構內低收入群之分佈，加上農產品不斷上漲之
價格，均加快農村及低收入城市居民之收入增長。由於農村居民及低收入城市
居民具有更高邊際消費傾向，彼等之收入增長將會繼續為本集團普通價格手
錶之主要消費動力。城市化及消費力提升，將推動低╱中端奢侈品需求攀升。
隨著城市化比率由49.7%上升至55%，中國城市人口將於二零一五年超逾農村
人口。此情況將為消費及零售業之持續擴展及高價手錶之需求帶來發展空間，
高價手錶如綺年華、Porsche Design、帕瑪、卡納、EBOHR Complication以及依波精
品與羅西尼之其他高端產品系列。

鑒於羅西尼、依波精品以及瑞士與日本品牌等強勢品牌在全中國內地知名度
甚高，且有關銷售點在二、三線甚至四線城市以估計每年15%至20%之增幅大
力擴張，故未來前景於短期內繼續理想。加上現時手錶人均消費量低、收入不
斷上升、城市化進程加快及消費力持續提高，令國內手錶市場前途明朗，而本
集團定將自不斷增長中獲益。

展望未來，本集團現時專注於自主品牌及非自主品牌之附屬公司將會通過產
品、分銷及市場推廣發展，繼續達致令人滿意之自然增長。除Rangei運動系列
及EBOHR Complication外，羅西尼及依波精品將會向額外的目標市場分部引入
更多新穎產品。該等公司將會繼續在二、三線甚至四線城市積極擴充分銷點網
絡。同時，分銷公司亦將大幅擴充其品牌概念零售店。彼等均會引進其他知名
品牌，以豐富品牌組合，及對準中國內地其他市場分部。鑒於目前的增長勢頭
及潛在收購事項，來自非自主品牌的收入比例將會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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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於綺年華投放重大資源，以確保綺年華及Porsche Design手錶以及最近
開發之機械機芯成功發展。現有綺年華及Porsche Design手錶將會通過目前於中
國內地超過150個品牌概念零售店分銷。同時，綺年華將會設計新款手錶，專門
吸引中國內地若干市場分部。計劃目的是於短期內展示手錶及機械機芯之新
產品線。

Swiss Chronometric將會繼續增強及擴展其於歐洲，美國及俄羅斯的銷售網路。

本集團將會致力識別及評估機會，並在中國內地與海外進行交易，以進一步鞏
固本集團在中國內地手錶行業的領導地位，同時不斷努力，實踐最終目標，建
立周全集團組合，雲集多家專門製造手錶與機械機芯以及分銷中國內地與海
外自主品牌及非自主品牌手錶之公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僱用約 2,500名全職員工。
僱員薪酬待遇乃按公平基準，參考市場情況及個別表現制定及檢討。本集團亦
為僱員提供其他福利，包括年終雙糧、醫療保險及退休福利，並視乎本集團經
營業績及僱員個人工作表現向彼等發放獎金花紅。本集團全體香港僱員均已
參加公積金計劃。

外匯風險

本集團買賣交易以人民幣列值。由於本集團之銀行借貸亦主要以人民幣列值，
本集團之保留盈餘資金亦為此等貨幣，故有關外匯風險實屬微不足道，並可有
效監控。

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港仙）。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三日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七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息，所有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
相關股票須最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之股份
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
中心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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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除下文詳盡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載列之《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所有守則條文：

守則第E.1.2條

守則第E.1.2條訂明董事會主席須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由於董事會主席離
港公幹，故無法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操守準則。按向本
公司董事作出之特定查詢，董事在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列規定準則。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按照上市規則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
員會」），經本公司董事會採納之職權範圍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一致。薪
酬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馮子華先生（委員會主席）、鄺俊偉博士及李
強先生以及董事會主席韓國龍先生及行政總裁商建光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現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
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亦已檢
討及評價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內部審核報告，以及資源充足度、從事會計及
財務申報職能之員工資歷、經驗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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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
回15,630,000股已發行普通股。所購回股份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一日註銷。

購買月份
所購回

股份數目 每股最高價 每股最低價
已付價格

總額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六月 15,630,000 1.05 0.99 15,925,320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回顧期間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於聯交所網站刊載中期業績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將 於 適 當 時 候 在 聯 交 所 網 站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irasia.com/listco/hk/chinahaidian及www.chinahaidian.com內刊登。

致意

本集團於過去期間成就及表現均優秀，全賴管理層和全體僱員竭誠工作。本人
謹藉此機會對本集團僱員、客戶、各往來銀行、專業顧問及股東之鼎力支持致
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韓國龍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韓國龍先生、商建光先生、石濤先生、
林代文先生及畢波先生；非執行董事薛黎曦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馮子華
先生、鄺俊偉博士及李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