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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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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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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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4)  6,841,585  6,186,864 銷售成本   (4,009,253)  (3,550,883)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2,832,332  2,635,981 
      其他收入及收益   219,306  156,295 被徵收物業補償淨收入   125,286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淨收益   -  137,73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976,549)  (1,715,201) 行政費用   (757,458)  (775,840) 其他費用   (58,323)  (38,381) 融資成本 (5)  (7,630)       (12,411)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376,964  388,177 應佔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  (418) 聯營公司   4,455  41,058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6)  381,419  428,817 所得稅費用 (7)  (71,430)  (71,388) 
      本年溢利本年溢利本年溢利本年溢利   309,989  357,429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17,268  363,608 非控股權益   (7,279)  (6,179) 
    

309,989 

  
357,429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8)  218,240  218,240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股盈利股盈利股盈利 (9)     
      基本及攤薄   29.95  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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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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本年溢利  309,989  357,429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價值變動  (110,812)  406,184 出售時於損益表內確認之重新分類調整 (6) -  (139,570) 
   

(110,812) 

  
26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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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1  59,785 
     本年其他全面收入，稅後淨額  (77,601)         324,330 
     本年全面收入總額  232,388  681,759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26,816  681,693 非控股權益  5,572  66 
     
  232,388  68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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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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重新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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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049  903,645  877,158 投資物業   -  -  52,667 土地租賃預付款   18,537  18,392  18,460 商譽   39,048  39,048  36,119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權益   -  -  7,911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120,656  115,017  146,807 持有至到期投資   127,699  -  - 可供出售投資   294,582  405,394  155,269 預付款   116,641  -  - 遞延稅項資產   27,522  35,717  17,583 

        非流動資產總值   1,573,734  1,517,213  1,311,974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164,523  918,329  749,840 應收賬款及票據 (10)  401,576  442,119  487,532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495,239  442,900  332,389 衍生財務工具   -  -  157 關連公司欠款   1,760  2,308  4,088 聯營公司欠款   2,220  1,285  1,266 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   17,336  12,018  - 已抵押存款   1,505  28,799  24,508 現金及現金等額   1,477,380  1,712,043  1,291,638 

        流動資產總值   3,56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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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981,056  838,661  645,76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1,010,887  933,203  828,125 欠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  -  9,921 欠聯營公司款項   7,761  10,624  7,013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52,642  225,318  188,691 應付稅款   433,742  420,439  370,103 

        流動負債總值   2,48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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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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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9,185  2,648,769  2,15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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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568  471 非控股股東長期貸款   -  9,400  9,400 遞延稅項負債   928  1,947  1,967 

        非流動負債總值   1,207  11,915  11,838 

        資產淨值   2,647,978  2,636,854  2,14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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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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重新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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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41 儲備   2,406,857  2,398,067  1,897,368 

        

   2,512,798  2,504,008  2,003,309 

        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   135,180  132,846  138,628 

        權益總值   2,647,978  2,636,854  2,14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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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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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除
部份股本投資按公平價值評估外，本財務報表的其他項目均按歷史成本法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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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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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次採納者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7 之對比數字 

披露之有限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 24 (經修訂)  關聯人士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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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 註釋 14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 註釋 14 最低資金
要求之預付款項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 註釋 19 

 界定財務負債與權益工具 

2010 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改進 

 於 2010年 5月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除採納以下詳述的香港會計準則 24(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 1的修訂，會計準則 27的修
訂，以及包括 2010 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中，採納該等新的註釋和修訂對財務報表
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載列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 24(經修訂)：關聯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 24(經修訂)闡明及簡化了關聯人士的釋義。新的釋義更強調對稱地看待
關聯方關係，並闡明特定人士及關鍵管理人員影響關聯方關係的情況。同時，對於普
遍相關實體與政府及與受政府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實體的關聯交易，該修訂
對其披露提供了豁免。本集團已對關聯方的會計政策作出修訂以反映修訂的會計準則
下對於關聯方釋義的變化。採納該經修訂的香港會計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綜合
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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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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010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2010年 5月頒佈)載列了對一系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修訂。各項準則均各自設有過渡性條文。雖然採用部分修訂會引致會計政策變動，惟
該等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綜合業績產生重大財務影響。適用於本集團的關鍵修
正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 1 – 財務報表呈列：該修訂闡明有關其他全面收入各成分的分析可於
股東權益變動表中或財務報表附註呈列。本集團選擇於股東權益變動表呈列其他全
面收入各成分的分析。 

� 香港會計準則27 – 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該修訂闡明源於香港會計準則27(於2008

年修訂)對香港會計準則 21、香港會計準則 28及香港會計準則 31所做出的後續修
訂預期於2009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或開始應用香港會計準則27時(兩
者中較早者)應用，如香港會計準則 27提早應用。 

 

(ii) 租賃土地及樓宇會計政策變更的影響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16 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及樓宇可以採用成本模式或重估模式
進行核算及本集團已於以前年度採用重估模式核算租賃土地及樓宇。 

 

事實上，大多數於香港上市之生產及零售公司擁有之租賃土地及樓宇，均採用成本模式核
算，本集團於本年度統一會計政策以符合行業標準及租賃土地及樓宇按成本減除累計折舊
及任何減值損失列賬。預計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不會在正常業務內出售，附屬於物業
內之未來經濟利益，主要透過集團內之營運恢復。董事認為上述會計政策改變，使本集團
在反映業績的財務報表提供更多的相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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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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租賃土地及樓宇會計政策變更的影響（續） 

 

此項會計政策改變的影響總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合併損益表    

增加其他收入及收益 (15,094)  - 

增加/(減少)行政費用 30  (29) 

減少其他費用 -  (138) 

增加所得稅費用 2,920  34 

    

 (12,144)  (133) 

屬於非控股權益 (16)  - 

    

 (12,160)  (133) 

    

增加基本應佔每股盈利(港仙) 1.15  0.01 

    

增加攤薄後應佔每股盈利(港仙) 1.15  0.01 

          
合併其他全面收入表          
減少其他全面收入 10,815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合併財務狀況表    

減少物業、廠房及設備 (83,382)  (98,278) 

減少遞延稅項負債 14,907  17,827 

減少資產重估儲備 57,405  68,220 

減少/(增加)外匯變動儲備 107  (61) 

減少/(增加)滾存溢利 (1,226)  119 

減少非控股權益 12,189  12,173 

    

 -  - 

    

   於一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合併財務狀況表    

減少物業、廠房及設備   (97,745) 

減少遞延稅項負債   17,860 

減少資產重估儲備   68,335 

增加外匯變動儲備   (702) 

減少滾存溢利   137 

減少非控股權益   12,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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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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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的固定日期的修
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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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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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抵銷財務 

資產及財務負債的修訂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9  財務工具 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0  合併財務報表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1  合營安排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2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3  公平價值計量 4 

香港會計準則 1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 1 香港財務報表呈列 － 其他全面收
入明細呈列的修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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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香港會計準則 19(2011)  僱員福利 4 

香港會計準則 27(2011)  獨立財務報表 4
 

香港會計準則 28(2011)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4 

香港會計準則 32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 32 財務工具：披露 － 抵銷財務 

資產及財務負債的修訂 5 

香港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之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4
 

－ 註釋 20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5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6 於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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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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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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業務按業務按業務按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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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8,477  768,628  114,480  6,841,585 其他收入及收益 38,102  75,937  29,333  143,372 總計 5,996,579  844,565  143,813  6,984,957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284,791  (9,230)  8,004  283,565 

        利息收入       24,111 未分配收入       177,109 未分配費用       (100,191) 融資成本       (7,630) 應佔溢利及虧損：        聯營公司 -  4,455  -  4,455 

        除稅前溢利       381,419 所得稅費用       (71,430) 本年溢利       309,989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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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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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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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8,581 未分配收入       17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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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817 所得稅費用       (71,388) 本年溢利       357,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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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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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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39  10,833  43,652  185,524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回撥 (3,805)  -  -  (3,805) 應收賬款的減值 -  777  -  777 其他非現金支出/(收入) 19,588  612  (5,580)  14,620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2,140  118,516  -  120,656 資本開支* 164,093  4,514  40,591  209,198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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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列示)  (重新列示)  (重新列示)  (重新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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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86  186,604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7,851  111  7,399  15,361 應收賬款的減值 -  2,971  -  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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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本支出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按地區按地區按地區按地區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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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8,906  101,844  573,030  1,229,725  67,610  140,470  6,841,585 

              非流動資產 800,524  83,243  58,800  145,442  -  35,922  1,123,931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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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列示)            (重新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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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列示) 703,904  103,203  52,920  162,762  -  53,313  1,07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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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以下為融資成本之分析：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利息支出 7,599  12,352 
融資租賃利息支出 31  59 
  

7,630 

  
12,4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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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折舊 185,020  186,117 
攤銷土地租賃預付款 504  487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準備/(回撥) (3,805)       15,361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         (555) 
公平價值收益，淨額：    
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 (1,265)      (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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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賬款減值 777  2,971 
利息收入 (24,111)  (8,581) 
出售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之收益 (12,265)  -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溢利)/虧損： 

   

被徵收物業補償淨收益 (125,286)  - 
其他出售虧損 10,321  12,186 
  

(114,965) 

  
1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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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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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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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本集團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本年─香港    
年內支出 3,907  5,898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67)         557 
本年─其他地區    
年內支出 77,586  82,54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6,739)  (3,649) 

遞延 6,943  (13,966) 
 
本年度稅項支出 

 

71,430 

  
71,388 

    
 
(8)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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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4.00港仙) 
 

42,377 

  
42,377 

擬派發末期─每股普通股 16.60港仙 
(二零一零年﹕16.60港仙) 

 

175,863 

  
175,863 

  

218,240 

  
21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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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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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268,000 港元 (二零一零年(重新列
示)：363,608,000港元)及於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059,414,000股 (二零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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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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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之基本每股盈利沒有被攤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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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 

 

應收賬款及票據包括應收貿易賬款共 365,89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390,124,000港元)及應
收票據 35,686,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51,995,000港元)。應收票據於兩個期末報告日的賬齡
少於四個月。下列為按付款到期日分類並已扣減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賬齡分析：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即期 
少於四個月 
四至六個月 
超過六個月 

223,437 

164,044 

8,647 

5,448 

 263,484 
169,357 

3,576 
5,702 

 401,576  442,119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賒賬期平均為 45 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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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少於四個月 
四至六個月 
超過六個月 

742,549 

236,049 

2,458 

 827,252 
7,185 
4,224 

 981,056  838,661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通常於 90 天內償還。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局已議決向股東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16.60港仙（二

零一零年：16.60港仙）。末期股息總額為 175,863,000港元；需經由股東在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星

期五）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倘獲股東通過，末期股息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二）

派發予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一）登記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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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績集團業績集團業績集團業績 

 

在回顧的一年內，世界宏觀經濟走勢主要受到歐債危機瀕臨爆破及美國經濟復甦乏力所左右；新興

國家增長相比雖較佳，但彼等經濟不少是由出口所拖動，故難免受到波及。期內中國內地經濟雖保

有 9.2%的增長，但增幅已逐季放緩，金融海嘯後刺激經濟措施的後遺症亦開始湧現，地方政府債

務高達十萬七千億元人民幣，令人憂慮，部份行業過熱，房地產價格高企，物價特別是食品價格持

續飊升，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堅持緊縮政策，抽緊銀根，中國內地零售市道因之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響，尤以下半年最為明顯。故集團在中國內地零售業務的表現遜於去年；Jeanswest 在澳、紐雖亦

面對呆滯的零售市道，但表現卻較去年佳，主要因為管理層從二零一零年第三季起調整了產品設計

的趨時步伐，重獲舊顧客的支持，而比較的基數低亦是原因之一。 

 

全年綜合營業總額增長 10.58%，股東應佔純利則較去年低 12.74%。主要原因是核心業務的盈利下

降，是因中國內地零售業務的貢獻低於去年所致。 

 

以下為本集團在回顧年度內的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重新列示) 

變化  

（單位：港幣千元） 

綜合營業總額 

  

6,841,585 

 

6,186,864 

 

↑10.58% 

 

其中： 

A. 中國零售總額 

B. 澳、紐零售總額 

 

C. 出口銷售總額 

 

 

 

 

小計 

 

4,729,559 

1,228,918 

5,958,477 

768,628 

 

4,158,324 

1,061,629 

5,219,953 

807,936 

 

↑13.74% 

↑15.76% 

↑14.15% 

↓4.87% 

 

 

* 

本公司股東應佔純利  317,268 363,608 ↓12.74%  

      

（單位：港仙） 

每股盈利（基本） 

每股股息 

－末期 

－全年 

  

29.95 

 

16.60 

20.60 

 

34.32 

 

16.60 

20.60 

 

↓12.73% 

 

- 

- 

 

      

（單位：港幣千元）      

淨現金  1,425,965 1,514,955 ↓5.87%  

 

* 於回顧年度內，澳幣匯率變化較大。若以澳元比較，應是增長 2.9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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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時市道相對暢旺，但產品及經營成本則持續飊升，逼使真維斯在第二季開始

要將中國內地零售價全面提升。中國內地消費物價亦節節上升，尤以食品價格最甚，使市民購買力

受到蠶食，真維斯提價遂遇到市場阻力。到第三季時，環球經濟發展因憂慮歐債危機擴散而放緩，

加上中國內地宏觀調控力度持續，零售市道遂轉趨淡靜。更因今年寒冬到十二月才來臨，影響了冬

季銷情，降價促銷在第四季已成市場上普遍的景象。管理層雖已馬上調整策略及推出應變措施，使

營業額保有雙位數的升幅，但經營溢利率卻遜於去年。澳、紐宏觀經濟發展亦受制於環球大勢，兼

當地有天災的影響，消費意欲遂轉趨淡薄。幸 Jeanswest 能保持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新策略所取得的

動力，使原店銷售保持合理增長，毛利率更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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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及越南等地。

年底時網絡合共有零售店舖 3,261間（二零一零年：3,009間），其中包括特許經營店 1,781間（二

零一零年：1,623間）。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集團零售總額為 5,958,477,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5,219,953,000港元），同比去年上升了 14.15%；零售佔集團綜合銷售總額從去

年的 84.37%進一步提升至 87.09%。存貨可供銷售日卻從去年的 54日增至 62日，主要因為寒冬晚

至十二月才降臨，加上中國內地零售市道較為呆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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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成本持續上漲，

以及過去數年毛利空間已持續縮小，故在第二季起全面調升零售價。在滯脹的大環境下，價

格的提升遇到市場的阻力；而偏重潮流款的策略，亦未取得管理層預期的效果。期內新開店

舖的表現亦未如理想。處於四、五線城鎮加盟商的銷售情況，在宏觀調控持續，市面銀根緊

絀，生活費用飊升，中、小企資金鏈瀕於斷裂的環境下，所受影響最為突出。更因今年到十

二月份寒冬才跚跚遲來，故冬季銷情暗淡，市上零售商均要以進取的折扣來促銷，真維斯也

不能例外。管理層雖已調整策略應變，但只能保得全年銷售額有雙位數的增長，但經營溢利

率卻低於去年。存貨也較去年為高。 

 

在回顧年度，中國零售的銷售額升至 4,729,55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158,324,000港元），

與去年比較有 13.74%的升幅，並佔集團綜合營業總額 69.13%。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真維斯在中國內地有店舖 2,927 間（二零一零年：2,671 間），其中含特許經營店 1,710

間（二零一零年：1,5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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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環境競爭激烈，旭日極速因能有效控制成本及定價策略適當，使全年總銷

售額比去年上升約 13%；而毛利率亦得以維持。期內除於已有店舖區域如尖沙咀、銅鑼灣

與沙田等更換較佳店舖位置外，亦於奧運站奧海城、九龍灣及樂富開設分店。中國內地零售

網亦擴展至上海八佰伴；福州、廈門、長沙及南寧等地。年內，旭日極速除與淘寶網合作外，

亦與多間不同的網絡商聯手進行網購活動，效果令人鼓舞。 

 

2. 在澳洲及紐西蘭 

 

在回顧的財政年度內，澳、紐經濟除與資源相關的行業仍在擴張外，其他主流產業均有所放緩。

美國經濟疲弱和歐洲金融危機加劇，加上昆士蘭省遭到水災的破壞、紐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地區

亦受到地震的創傷，使消費信心轉向謹慎，這轉變的幅度，可從儲蓄率上升至二十多年來的高

位而知。此外，澳元高企導致海外網購大幅增加，亦沖擊了實體店的銷售。幸而，二零一零年

第三季起加強對核心顧客的互動聯繫，令忠誠顧客人數突破一百二十五萬，並從中得到寶貴的

市場回饋，確保產品設計路線切合顧客所需，更透過對他們直接宣傳推廣，令 Jeanswest在充滿

挑戰性的經營環境下，取得優於競爭對手的表現。同店舖銷售增長達 6%，毛利率亦較去年高，

超額完成本年度的財務目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澳、紐銷售總額為 1,228,918,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1,061,629,000港元），同比上升了 15.76%，於二零一一年年底 Jeanswest在澳、紐零售網

絡有店舖 229間（二零一零年：236間），其中包括 6間特許經營店（二零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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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間（二零一零年：42間）。 

 

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 

 

在回顧的年度內，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原材料炒賣之風熾熱，到下半年才稍為收斂，工資及其他營

運成本仍不斷上升，逼使產品成本節節上揚。但美洲的零售市道依然平淡，出口單價的提升遠追不

上營運成本的增加，經營環境十分嚴峻。集團生產及出口業務，首次出現輕微虧損。雖然涉及金額

不大，管理層亦不敢怠慢，斷然關閉缺乏競爭力的工廠。故對集團整體業績影響甚微。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出口總值為 768,62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807,936,000

港元），比對去年下滑了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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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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生產。在回顧期內，共錄得銷售額 114,48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158,975,000港元），與去年比較下跌了 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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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良好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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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 21,000 人（二零一零年：26,000 人）。本集

團亦有按業績及僱員表現給予花紅及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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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維斯亦曾參與捐資予清華大學及華南農業大學等重點大學的活動。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今年世界經濟發展前景偏淡，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即使能得到暫時紓緩，亦會因落實緊縮的財

政措施而使經濟陷入衰退；美國近期經濟數據頗佳，但復甦能否持續仍存疑問。新興國家可以看

好一點，但彼等經濟不少是以歐、美為主要出口市場，故恐怕難免受到一定的拖累。亞洲包括香

港經濟已響起了警號，很可能由於出口下滑擴大至內部消費及投資縮減。市場普遍認為中國調控

措施還會持續，但力度將或會放鬆，其經濟應不致於「硬著陸」；故於二零一二年仍可望有 7.5%

的增長。但歐羅解體的陰霾仍然揮之不去，加上今年是大選、換屆年；中、美、俄、法等政府將

出現更替，更增添宏觀經濟發展的變數。所以，本集團二零一二年的發展策略是「實事求是」，隨

市況的變化而調整策略，先做好基本功，站穩腳跟，減少犯錯，就是最好的進步方法之一。中國

真維斯將會加強力度提升在供應鏈上各環節的效率，以壓縮備貨時間，降低採購成本，確保能以

具競爭力的價格，為顧客提供款式優雅趨時，物料上乘的衣飾，從而落實貫徹「物超所值」的理

念。對店面管理及庫存控制方面亦會加大力度，爭取在本年度內，提升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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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紐 Jeanswest 能於去年淡靜的市道中有一定表現，反映與核心顧客保持互動溝通下，循序漸進

地提高產品的潮流元素，從而加強產品的吸引力及議價能力，是正確並應該繼續堅持的策略。此

外，管理層亦計劃在本年度將物流系統進一步自動化，以降低營運成本及提高補貨效率。 

 

在本年度內，旭日極速計劃在香港的主要旅客購物區加開店舖。在中國內地則將藉著與國際衝浪

協會和國際職業衝浪協會共同主辦，為期 9 天的「二零一二年 Quiksilver 海南萬寧日月灣國際衝

浪節」，加大品牌的投資與推廣，以進一步加強旭日極速名下品牌在中國內地的知名度。 

 

集團的生產及出口業務，在本財政年度將會有所改善。北美零售市況雖仍難寄厚望，但中國內地

生產成本漲幅似可受控；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亦有放緩跡象，均是利好因素。此外，管理層仍將致

力於成本的控制、效率的提升，從而提高競爭力，以待低潮過後，爭取較佳成績。對去年虧蝕的

工廠，管理層將會大力整頓，甚至關閉。 

 

如無難以預料的重大事故，管理層有信心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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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訂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星期五）舉行，詳情請參閱預期於二零

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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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星期五）止（首尾兩天包括

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釐定資格出席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

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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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亦將由二零一二年六月七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一）止（首尾兩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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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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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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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巿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巿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巿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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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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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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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紳士及鍾瑞明博士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非執行董事： 

林家禮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