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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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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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engdeli	Holdings	Limited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二零一二年中期業績

財務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業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同比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

銷售額 5,749,733		 �,�0�,���		 +�.�

毛利率 26.7%		 ��.�%		 +�00bps

期間溢利 613,621		 �00,���		 +��.�

股東應佔溢利 562,656		 ���,���		 +��.�

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幣0.128元	 人民幣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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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及附
註摘要，此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而成，並已由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額 � 5,749,733		 �,�0�,���
銷售成本  (4,214,096	)	 (�,0��,��� )    

毛利 � 1,535,637		 �,���,���

其他收益 � 86,838		 ��,���
其他淨收入 � 132,451		 �,��0
分銷成本  (710,177	)	 (���,0�� )
行政費用  (147,930	)	 (��0,��� )    

經營溢利  896,819		 ���,���

財務成本 �(a) (135,759	)	 (��,��� )
應佔聯營公司收益  13,697  –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3,615	)	 (�,��� )    

除稅前溢利 � 771,142		 ���,���

所得稅 � (157,521	)	 (���,��� )    

期內溢利  613,621		 �00,���    

應佔：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562,656		 ���,���
 非控股權益  50,965		 ��,���    

期內溢利  613,621		 �00,���    

每股盈利 �

基本  人民幣0.128元		 人民幣0.�0�元    

攤薄  人民幣0.124元		 人民幣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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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613,621  �0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4,198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627,819  ���,���    

應佔：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576,854  �0�,�0�
 非控股權益 50,965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627,8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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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
 －投資物業  253,519  ���,�0�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781,013  ���,���    

  1,034,532  ���,���

無形資產  31,107  ��,���
商譽  402,707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563,006  ��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58,434  ��,���
其他投資 � 797  ��,���
遞延稅項資產  70,907  ��,0��
其他財務資產 �0 312,940  ���,000    

  2,474,430  �,���,�0�

流動資產
存貨 �� 5,497,182  �,���,���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1,096,359  �,���,�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79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3,430,143  �,���,���    

  10,024,963  �,�0�,���

分類為持作銷售之資產  –  ���,���    

  10,024,96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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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 1,271,952  �,���,���
銀行貸款 �� 2,492,223  �,0��,���
本期應繳稅項  126,570  ���,�0�
可換股債券 �� 48,481  ��,�0�
嵌入式金融衍生工具 �� –  �,���    

  3,939,226  �,���,���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直接相關的負債  –  ��,���    

  3,939,226  �,0��,���        

流動資產淨值  6,085,737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560,167  �,���,���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745,088  ��0,��0
可換股債券 �� 2,013,097  �,���,���
遞延稅項負債  41,512  ��,���
撥備 �� 146,736  –    

  2,946,433  �,���,0�0        

資產淨值  5,613,734  �,��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1,290  ��,�0�
儲備  5,157,149  �,���,���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5,178,439  �,��0,���

非控股權益  435,295  ���,���    

權益總額  5,613,734  �,��0,���    



- � -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運（所耗）╱所得現金  (605,461	) ���,�0�
已付所得稅  (161,171	) (���,��� )    

經營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766,632	) ���,0��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266,213	) (��0,��� )

融資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503,839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529,006 ) (���,��� )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3,941,828  �,�0�,�0�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  17,321  (��,��� )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3,430,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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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另有指明外，數額以人民幣呈列）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獲准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於二零
一二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該等會計政策之變動詳情載於附註�。

管理層需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中期財務報告時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
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及以年初至今為基準計算之資產與負債及收入與支
出之呈列金額。因此，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所出入。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主要說明性附註。附註包括對瞭解本集團自刊發
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之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易之
詮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全部資料。

載於中期財務報告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有關之財務資料，作為過
往已呈報之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之一部份，惟乃摘錄自二零一
一年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查閱。核數師已在
其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日刊發之報告對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之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當前會計期間起首次生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之修訂。該等修訂對本中期財務報告之內容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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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透過生產線（產品及服務）及按地區（主要位於中國內地）成立之分部管理業務。按與
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內部報告資料一致之方式，本集團
已呈報下列四個呈報分部。本集團並無合併營運分部，以組成以下之呈報分部。

• 零售分部（分別包括中國內地、台灣及香港之三個呈報分部）：鑑於本集團零售分部之
重要性，本集團之零售業務進一步按地區分為三個呈報分部，原因為該等地區之各分
區經理均直接向高層行政團隊匯報。所有分部均主要透過其本身之零售網絡出售手錶
而產生收益。

• 批發分部：本分部於中國內地及香港分銷多款世界級名錶。

(a)	 分部業績及資產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按下列基準監察各
個呈報分部之業績及資產：

分部資產僅指存貨。

收益及開支乃參考有關分部之銷售及該等分部之開支分配至呈報分部。然而，除呈報
分部間銷售外，某一分部向另一分部提供之協助（包括共用資產）並不計算在內。

用於呈報分部溢利之表示方式為「毛利」。

期內，有關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提供之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之本集團呈
報分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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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	
	 中國內地	 香港	 台灣	 批發	 所有其他#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2,824,790  �,���,�00  1,414,761  �,���,���  99,589  �0�,���  1,283,898  �,���,���  126,695  �0�,���  5,749,733  �,�0�,���
分部間收益 –  –  –  –  –  –  1,741,606  �,���,���  1,320  �,���  1,742,926  �,���,���                       

呈報分部收益	 2,824,790  �,���,�00  1,414,761  �,���,���  99,589  �0�,���  3,025,504  �,���,�0�  128,015  �0�,���  7,492,659  �,���,0�0
                       

呈報分部溢利 936,533  ���,���  362,632  ���,���  32,050  �0,�0�  155,957  ���,���  48,465  �0,0��  1,535,637  �,���,���
                       

	 零售	
	 中國內地	 香港	 台灣	 批發	 所有其他#	 總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呈報分部資產 2,885,839  �,���,���  1,238,548  �,0��,���  263,958  ���,���  1,248,392  ���,���  46,634  ��,���  5,683,371  �,���,0��
                       

# 低於數量化最低要求之分部收益主要來自本公司之手錶維修業務、包裝及裝飾
業務、酒店及物業管理業務。該等分部並未符合釐定呈報分部之數量化最低要
求。

(b)	 呈報分部收益、溢利及資產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呈報分部總收益 7,364,644  �,0��,���
其他收益 128,015  �0�,���
抵銷分部間收益 (1,742,926	) (�,���,��� )   

綜合營業額 5,749,7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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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溢利
呈報分部總溢利 1,487,172  �,���,���
其他溢利 48,465  �0,0��   

 1,535,637  �,���,���

其他收益 86,838  ��,���
其他淨收入 132,451  �,��0
分銷成本 (710,177	) (���,0�� )
行政費用 (147,930	) (��0,��� )
財務成本 (135,759	) (��,��� )
應佔聯營公司收益 13,697  –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3,615	) (�,��� )   

綜合除稅前溢利 771,142  ���,���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呈報分部總資產 5,636,737  �,���,�00
其他資產 46,634  ��,���
抵銷分部間採購 (186,189	) (�0�,��� )   

 5,497,182  �,���,���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96,359  �,���,�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79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430,143  �,���,���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  ���,���
非流動資產 2,474,430  �,���,�0�   

綜合總資產 12,499,393  ��,���,���
   

4	 其他收益及收入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益
利息收入  30,766  ��,���
政府補貼  12,900  �,���
非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37,542  ��,���
租金收入  3,733  �,��0
其他  1,897  �,���   

  86,8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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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淨額

嵌入式金融衍生工具公允值變動（附註��） 1,222  �,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附註�0） 122,247  –
視作出售其他投資之收益淨額（附註�） 17,11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2,208	) –
外匯兌換（虧損）╱收益淨額 (6,444	) �,���
其他 515  –   

 132,451  �,��0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以下項目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開支 86,726  ��,���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附註��） 46,499  ��,���
銀行費用 2,534  �,���   

 135,759  ��,���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b)	 其他項目

攤銷 989  �,���
   

折舊 49,090  ��,���
   

物業經營租賃費用
 －最低租賃款項 108,278  ��,���
 －或然租金 237,141  ���,���   

 345,4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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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43,587  ��,���
中國內地所得稅 99,357  �0�,���
台灣及澳門所得稅 590  �,���   

小計 143,534  ���,�0�

遞延稅項 13,987  (�,��� )   

 157,521  ���,���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採用估計年度實際稅率��.�%（二
零一一年：��.�%）計算。

同樣地，其他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乃按適用於其所在的相關國家或司法權區之估計年度實
際稅率計算。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溢
利人民幣���,���,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00元）
及中期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股普通股（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溢
利人民幣�0�,���,000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股普通股計算，並就以美
元（「美元」）結算於二零一二年到期之優先無抵押零息可換股債券（「二零一二年可換股
債券」）之兌換影響及以港元（「港元」）結算於二零一五年到期之�.�厘可換股債券（「二
零一五年可換股債券」）之兌換影響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之計量並無包括於本公司購
股權計劃下以零代價視作發行股份之潛在影響，此乃由於其對中期期間每股基本盈利
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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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溢
利人民幣���,���,000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0��,���股普通股計算，並就以二
零一二年可換股債券之兌換影響及於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下以零代價視作發行股份之影
響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之計量並無包括視作兌換上
述二零一五年可換股債券為普通股之潛在影響，此乃由於其對中期期間每股基本盈利
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

(i)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溢利（攤薄）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股份持有人應佔溢利（基本） 562,656	 ���,���
可換股債券負債組成部份之實際利率之影響 46,499	 �,�0�
可換股債券衍生工具組成部份之已確認收益之影響 (1,222	) (�,0�� )
可換股債券負債組成部份之已確認匯兌虧損之影響 –	 �,�0�   

股份持有人應佔溢利（攤薄） 607,933  ���,���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4,397,644,932	 �,���,��0,0��
兌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 517,012,511	 ��,�0�,��0
於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下以零代價
 視作發行股份之影響 –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4,914,657,4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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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固定資產

(a)	 添置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已支付人民幣��,��0,000元收購
上海一項物業，以作行政用途，並進行若干裝潢及建築項目，總成本約為人民幣
��,��0,000元。

(b)	 估值

投資物業乃位於中國內地之深圳、武漢及烏魯木齊以及台灣之台北，並根據經營租
賃條款出租。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經參考可比較物業最近之市場交易所釐
定之投資物業公允值為人民幣���,���,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0,000,000元）。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租賃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為
人民幣�,���,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000元）。

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集團
	 	 	 持有之
	 業務架構	 	 所有權	 已發行╱
聯營公司名稱	 形式	 成立地點	 權益比例	 註冊股本	 主要業務

明豐珠寶集團 註冊成立 開曼群島 ��.��% ��,��0,��� 銷售及分銷珠寶
 有限公司*    港元  及手錶

豐溢控股有限公司** 註冊成立 英屬處女群島 �0% ��0,000 銷售及分銷珠寶
    港元  及手錶

*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本集團已完成與聯交所上市的公司明豐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明豐」）之股權轉換交易，據此，本集團已出售其於OMAS International S.A.及其附
屬公司（「OMAS」）之股權予明豐以換取���,���,���股明豐新發行股（「代價股份」），佔
明豐經發行代價股份而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約��.��%。本交易完成後，本集團成為明豐
當時最大的股東。

**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持有豐溢控股有限公司（「豐溢」）�0%之股權。二零一二年四月
三日，本集團完成有關豐溢之額外�0%股權的全部收購。完成此次交易後，本集團持
有豐溢�0%之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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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財務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關收購附屬公司之預付款項  312,940  ���,000   

 312,940  ���,000
   

11	 存貨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存貨包括：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22,078  ��,��0
在製品 21,972  ��,���
製成品 5,453,132  �,���,��0   

 5,497,182  �,���,���
   

1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逾期 619,324  ���,��0
逾期少於一個月 54,695  ��,���
逾期一至三個月 6,908  ��,���
逾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3,372  ��,���
逾期超過十二個月 1,645  �,���   

應收貿易債項，扣除呆壞賬撥備 685,944  ���,���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10,415  ���,���   

 1,096,359  �,���,�0�
   

所有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均預期於一年內收回。

一般授予客戶之信貸期不超過�0日，視乎個別客戶之信譽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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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簡明綜合現
金流量表呈列之所有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存於銀行之現金及手頭現金。

14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821,173  �,���,���
超過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 243,432  ���,���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24,316  ��,0��
超過一年 8,979  ��,���   

債權總額及應付票據總額 1,097,900  �,���,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0,039  ���,���
預收客戶款項 34,013  ��,���   

 1,271,952  �,���,���
   

15	 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已抵押銀行貸款 14,325  ��,000
 －無抵押銀行貸款 2,477,898  �,0��,���   

 2,492,223  �,0��,���
   

非即期
 －已抵押銀行貸款 153,623  ���,���
 －無抵押銀行貸款 591,465  ��,0��   

 745,088  ��0,��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若干附屬公司之銀行信貸由彼等賬面值合共人民幣���,��0,000
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元）之土地及樓宇按揭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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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可換股債券

(i)	 二零一二年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本公司發行二零一二年可換股債券，本金總額為人民
幣�,��0,000,000元。每份本金額人民幣�,000,000元之可換股債券之應付認購款項約為
���,���美元。二零一二年可換股債券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二零一二年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份及嵌入式金
融衍生工具之變動情況載列如下：

	 		 嵌入式金融
	 負債部份		 衍生工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  �,���  ��,��0
期內計提利息（附註�(a)） �,���  –  �,���
期內公允值變動（附註�） –  (�,��� ) (�,���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  –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轉換、贖回或購買及註銷二零一二年可換
股債券。

(ii)	 二零一五年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發行二零一五年可換股債券，本金總額為
�,�00,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可換股債券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五年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份及權益部份
之變動情況載列如下：

	 負債部份		 權益部份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0,���  �,0��,���
期內計提利息（附註�(a)） ��,���  –  ��,���
期內已付利息 (��,��� ) –  (��,��� )
外匯兌換差額 ��,���  –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0��,0��  �0,���  �,0��,�0�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轉換、贖回或購買及註銷二零一五年可換
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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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撥備

有關於二零一二年收購的明豐股權（見附註�），本集團已承諾，倘若相關協議載列的OMAS
利潤目標並未達標，本集團將再支付款項予明豐。

此外，收購豐溢的�0%股權後（見附註�），本集團已承諾，倘若購股協議載列的豐溢利潤目
標淨額達標，本集團將額外支付款項予豐溢的股東。

上述兩份或然款項將於一年後到期，並按照管理層對該等利潤目標會否達標及各有關合約
協議款項的可能性之最佳估計記錄。

18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i) 中期期間後並無宣派中期股息。

(ii) 上個財政年度已批准並已於中期期間派付之應付本公司股份持有人股息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於隨後中期期間批准之上個財政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人民幣0.0��元） 281,487	 ���,���

   

(b)	 購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合共�,�00,000股股份於聯交所以�0,���,000港元
（相等於人民幣�,���,000元）之總價購回，該價格包括相關開支��,000港元（相等於人
民幣��,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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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沒有購股權獲行使（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00份購股權）。

20	 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及十月，本集團訂立兩項合約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出售其於OMAS
（見附註�）及另一家中國附屬公司之股權。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等交易已完成，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合共人民幣
���,���,000元已於本中期期間之損益中確認。

21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 189,972	 –   

 189,972	 –
   

22	 關連方交易

本集團與合營公司控制之公司及聯營公司控制的一家公司進行交易。本集團與以上關連方
於呈報期間進行之主要關連方交易概述如下。

經常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支付予下列人士之租賃費用：
合營公司 5,888  �,���

向下列人士銷售貨品之銷售額：
聯營公司之附屬公司 18,574  –

向下列人士採購貨品之採購額：
聯營公司之附屬公司 8,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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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國際經濟形勢複雜嚴峻，並顯著影響中國。中國經濟增速回落，但
尚為平穩。本集團積極把握市場脈搏，審慎進取發展業務，取得了經營業績的穩定增
長，有效保障了股東利益。

一、	 財務回顧

銷售額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銷售額錄得�,���,���,000元（人民幣，下
同），較去年同期增長�.�%；零售銷售額達�,���,��0,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整體零售額佔總銷售額比重達��.�%，符合集團的戰略發展方向。

中國內地二、三線城市中產階層的快速成長，帶來了中高端品牌的較好增長。與去
年同比，中檔錶銷售增長率達��%，其同店銷售增長率也普遍高於集團平均水平。
同時，本集團也不斷強化經營管理，著力提升零售毛利率，及根據市場實際情況及
時合理地調整經銷品牌組合，優化庫存結構，提升服務水平，保證了主營業務的平
穩增長。

整體來看，集團零售同比增長速度減緩，其主要原因在於：受國際經濟環境動蕩之
沖擊，中國經濟增長減速，以致集團的高端錶零售受到影響，拖累了集團整體銷售
的上升速度。

銷售額分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12	 �0��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零售業務
 中國內地 2,824,790		 49.1		 �,���,�00  ��.0 
 香港 1,414,761		 24.6		 �,���,���  ��.�
 台灣 99,589		 1.7		 �0�,���  �.�
批發業務 1,283,898		 22.3		 �,���,���  ��.�
客戶服務及其它 126,695		 2.3		 �0�,���  �.�       

總計 5,749,733		 10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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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之毛利約為人民幣�,���,���,000元，較去年
同期上升�0.�%；毛利率約��.�%，較去年同期上升�00bps。其主要原因在於：集團
繼續擴充毛利率較高的零售業務，降低批發業務中部分低利潤率品牌的銷售比例；
市場銷售規範的把握以及零售管理水平的不斷提升。

期間溢利及溢利率

回顧期內，本集團淨利潤約為人民幣���,���,000元，較去年同比增長��.�%，其相
應銷售利潤率約為�0.�%。該增長主要是由於集團達成與明豐珠寶集團有限公司之
換股收購、銷售額的穩定提升、毛利率改善及成本有效控制所致。

財務狀況及淨負債權益率

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達�,���,���,000元（人民幣，下同），
流動資產淨值為�,0��,���,000元，其中銀行存款為�,��0,���,000元；而銀行貸款則
合共為�,���,���,000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發行以美元結算並於二零一
二年到期之零息的可轉換債券之剩餘債券淨額為人民幣��,000,000元。另有二零一
零年十月二十一日發行以港幣結算及於二零一五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
券」），本金總額為港幣��億元。此等可轉換債券淨額連同銀行貸款，本集團合共負
債為人民幣�,���,���,000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包括可轉債在內的
淨負債權益比率約為��.�%，本公司董事認為，此淨負債權益率屬合理經營範圍。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買賣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為單位。於回顧期內，該等貨幣之間的匯率變動
已作出妥善處理，故，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一直積極關注及監察匯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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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存款人民幣�,���,000元用於質押作為擔保
書之保證金；及有等值於人民幣���,��0,000元的土地和樓宇作為按揭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流動資產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0,0��,���,000元，其中包括存貨約為人
民幣�,���,���,000元、應收貿易賬款及其它應收賬款約人民幣�,0��,���,000元、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0,���,000元。

流動負債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約人民幣�,���,���,000元，其中包括銀行貸款約人
民幣�,���,���,000元、應付貿易賬款及其它應付賬款約人民幣�,���,���,000元、本
期應繳稅項約人民幣���,��0,000元。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除財務報表附註所披露之外，本公司於回顧期內概無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的重大收
購或出售，亦無持有重大投資。

資本結構

本公司的資本結構包括已發行股本、可轉換債券、儲備及累計溢利。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0��股；有於二零一二年到期之可轉換
債券本金值為人民幣��,000,000元；及有於二零一五年到期之可轉換債券本金值為
港幣��億元。

二、	 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業務仍主要專注於以中國內地為主的大中華區零售網絡建設，
並輔以全面的客戶服務、延伸產品製造、品牌分銷及珠寶業務的展開等。



- �� -

零售網絡

中高端國際名錶零售是本集團的核心業務。

本集團零售網絡遍及大中華地區，其零售店類型主要包括「三寶名錶」、「盛時錶
行」╱「亨得利」、「尚時錶行」以及單一品牌專賣店。「三寶名錶」主要銷售頂級國
際名錶，「盛時錶行」╱「亨得利」主要銷售中高端國際名錶，而「尚時錶行」則主要
銷售國際時尚名錶。於有效拓展及經調整整合，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本集團在中國內地、港澳地區及台灣地區合共經營���間零售門店，比去年年末
增加��間。其中，三寶名錶��間（香港�間、中國內地��間、台灣�間）；盛時錶行
和亨得利合共���間（其中���間位於中國內地，��間位於台灣）；尚時錶行��間（其
中中國內地��間，台灣�間），品牌專賣店��間（中國內地�0間、香港�間、澳門�
間、台灣��間）。

本集團與眾多國際著名手錶品牌供應商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其中包括斯沃琪
集團、路威酩軒集團、歷峰集團、勞力士集團等。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本集團共經銷含上述四大品牌商所屬及其他獨立製錶人所屬之超過�0個國際知名品
牌，包括：江詩丹頓、積家、豪雅、真力時、寶璣、卡地亞、萬國、勞力士、歐米
茄、梵克雅寶、Scatola del Tempo、Vincent Berard、浪琴、天梭、康斯登、美度等。
本集團不斷加強中高檔品牌的引進與調整，完善品牌銷售組合，以有利於業務的長
遠發展及整體業績的不斷提升。

回顧期內，借中國經濟結構調整良機，本集團在緊貼市場拓展零售網絡的同時，
重點加強現有零售門店的管理、提升零售網點質素、有效控制成本、調整品牌組
合、優化庫存結構，保障了業績的穩定增長。在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嚴峻，高端
名錶零售行業市場氣氛低迷的背景下，本集團在回顧期間仍實現零售額達人民幣
�,���,��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佔集團總銷售額的��.�%；實現零售毛利
為人民幣�,���,���,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而毛利率則增長了��0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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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本集團於中國內地零售門店佈局完整，在上海、北京、東北、浙江、江蘇、河南、
山西、湖北等重點區域達到了多點覆蓋，業已完成市場份額的集中控制；而在西
南、華中等地區，網點也已逐步鋪開，並不斷加強。

依據中國內地消費水平的實際需求，及考慮與集團香港高端手錶業務策略的互補
定位，本集團在內地的零售門店主要集中於中高檔及中檔定位的盛時錶行及尚時
錶行。回顧期內，本集團以主要力量集中抓好該類錶行的佈局調整，以多種方式
在二、三、四線城市給予鞏固及擴充。新開設了盛時錶行和尚時錶行合共��間，
大多集中在西南、華中地區；同時，於華東、華北二、三線城市也有相應補充。
此等穩定及提升了集團在該等地區的市場份額。

本集團名下從事高端手錶銷售的「三寶名錶」在中國內地的覆蓋區域相對較少。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在中國內地共開設三寶名錶有��間，主要集中於發達的
一線城市，如：上海、北京、杭州、南京、沈陽等地。

回顧期內，集團在杭州再開設一間三寶店。該店位於杭州五星級酒店黃龍飯店內，
經營品牌主要有寶珀、萬國、寶格麗、格拉蘇蒂、雅克德羅、真力時等高端品牌，
每個品牌均為獨立專廳，環境優雅，彰顯獨特魅力。在營銷模式上，該店亦獨辟蹊
徑，以高品位的會所式向顧客提供尊貴級服務，從而為浙江暨杭州的高端客戶提供
更好的名錶消費場所。

北京翠微三寶店由盛時店升級而成，是集團與北京翠微集團合作的首家店中店。十
五年的持續經營，雲集了一群忠實的消費者，並營造出尊貴的服務氛圍。該店以獨
立專廳或綜合櫃形式主要經營積家、格拉蘇蒂、勞力士、蕭邦、寶格麗、真力時、
歐米茄等多個品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在中國內地共經營���間零售門店。受到中
國經濟增長趨勢放緩和本集團去年同期基數較大的影響，中國內地的零售額增長
相對趨緩。但集團在管理上努力進取，不斷提高開店及評估標準，適時調整品牌
組合、優化庫存結構及有效控制成本。因此，銷售額仍較去年同期提升了�.�%，
中檔品牌銷售增幅不俗，較去年同期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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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地區

受制於全球經濟低迷，上半年香港的零售業，特別是高端消費品市場增長相對緩
慢。但藉於集團在香港地區廣泛及深厚的忠實客戶基礎、中國內地與香港兩地零售
網點的互動、大中華區全方位的售後服務為內地遊客在香港地區購物提供放心的售
後保障等，回顧期內，集團香港三寶銷售額仍能維持平穩的態勢。由於大勢及於回
顧期內因租約到期關閉了三間專賣店及人民幣和港幣滙率變動等之故，截至二零一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香港地區銷售較去年同期略為下降了�.�%，但如排除匯率轉換
影響，實際上升�.0%。而毛利率則再有新的提升，較去年同期上升��0bps。

回顧期內，集團在香港未有開設新店，但有多間品牌專賣店正在籌備之中。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在香港合共經營��間零售門店（因租約到期，回顧期內
關閉了三間專賣店），其中�間為多品牌的三寶名錶店，其餘�間均為單品牌專賣店
或形象店。集團現時在香港的門店主要集中在尖沙咀、中環及銅鑼灣等一線商業地
段，始終保持著香港高端手錶零售的領先地位。

本集團在香港的零售定位主要在高端品牌，包括江詩丹頓、寶璣、卡地亞、積家、歐
米茄、蕭邦、沛納海、真力時、萬國、法蘭穆勒、伯爵、寶珀及Dewitt等，及獨立製
錶商之Scatola del Tempo、Vincent Berard、Christophe Claret、Heuge等。上半年，集團
新引進了U-Boat及Devon等品牌。這些高端品牌與集團中國內地及台灣地區的零售業務
具有充分的互補性，產生了巨大的協同效應。

位於澳門的歐米茄專賣店於回顧期內銷售仍然看好。隨著澳門經濟業態的不斷改變
以及經濟地位的提升，集團於香港和澳門的業務必將形成良好的互補，進一步鞏固
集團於港澳地區的領先地位。

台灣地區

集團於台灣的零售仍處於佈局時期，銷售策略與中國內地相同，主要以銷售中高端
手錶為主。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在台灣總共經營�0間零售門店，主
要分佈於台北、台中、高雄、新竹及嘉義等主要地區。除一間三寶名錶銷售頂級手
錶及部分專賣店外，其他零售店均為銷售中高端手錶的「亨得利」店和尚時錶行，品
牌主要包括雷達、豪雅、浪琴、天梭、雪鐵納、漢米爾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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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台灣銷售平穩。就目前來看，台灣地區消費對象主要仍為當地客人。隨
著兩岸經貿合作框架協議(ECFA)的簽訂，兩岸經貿關係的強化，中國內地、台灣及
香港經濟的進一步融合，相信更多的中國內地遊客將會赴台旅遊，此將為台灣的零
售帶來新的契機。

客戶服務暨維修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客戶服務暨維修工作主要著重於與品牌供應商的深度合作和維
修技術人員的引進與培訓。除天梭、漢米爾頓外，回顧期內，客戶服務再開通了多
家品牌適時維修的快捷「綠色通道」，並經與品牌間的有效溝通，令通道運營更加暢
順。「空中交互」等方式的運用，大大簡化了維修流程，縮短了維修周期，為客戶提
供最方便快捷及全面的幫助，受到了客戶的一致好評。

高素質的維修技術人員是本集團客戶服務之根本。回顧期內，集團一方面積極選
派維修服務人員赴品牌接受培訓，另一方面，則促使維修服務人員更趨於國際
化。與瑞典、日本等國的鐘錶維修技術學校間的良好合作關係為集團持續輸送高
素質的維修技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此等確保了集團客戶服務的國際水準。越來
越多的品牌商青睞於本集團高水平的售前、售中及售後的保障，令集團與品牌的
合作在廣度與深度上均有所突破。

「技術先進、網絡聯保、管理高效、服務貼心」是本集團給予客戶及品牌供應商的
信心保證之一。本集團之「維修服務中心」、「維修服務站」及「維修服務點」三個層
面的交互式客戶服務網絡為客戶提供全方位服務；以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等大
中華區域聯保方式為客戶提供最便捷周到的服務；�00�服務熱線，作為集團服務
統一對外的窗口，給客戶提供及時快捷的諮詢以及最佳的信心保障。

配套延伸產品

在中國經濟增長趨緩的情況下，上半年集團的手錶配套生產業務仍得到了較好的發
展。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於，集團大力提倡開源節流，不斷加強內部管理，降低成
本，另一方面，則加大科技投入，不斷優化生產工藝，提升產品質量；加之良好的
服務。所有這一切，得到了客戶的廣泛認可，市場競爭力不斷增強，合作的品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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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的品種不斷增加。回顧期內，集團在此等方面的合作品牌有��個，而經營品種
達�0餘個。此外，集團除以常規包裝盒、陳列展示櫃為主打品種外，於陳列展覽產
品和品牌銷售配套用品等方面均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此等為集團零售等主導業
務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品牌分銷

本集團在遍佈中國的近百個城市中，擁有約�00家批發客戶，分銷及獨家分銷多個
國際知名品牌手錶，包括：豪雅、真力時、寶格麗、漢米爾頓、雪鐵納、寶曼、天
梭、美度、ck、艾美、康斯登等。

本集團始終保持著與品牌供應商以及眾多零售商之良好的合作關係，得到了其廣泛
及大力的支持，而得以取得和諧共贏。

珠寶業務

回顧期內，集團完成與明豐珠寶集團有限公司之換股收購，成為其主要股東。中國
內地富裕階層不斷湧現，而珠寶消費仍屬偏低。本集團相信珠寶業務的開展將會給
集團帶來新的利潤增長點，為股東帶來理想回報。

三、	人力資源暨培訓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合共聘用�,���名員工。

本集團一貫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及增值，採用規範化的招聘體系，並有計劃地投入
資源於管理人員、前線服務員及維修技術人員的各類培訓，涵蓋範疇包括管理的藝
術、銷售技巧、品牌知識及服務意識等，以提升其知識水平、營銷技能及服務能
力；並與品牌供應商合作，常規性地對前線服務員及維修技術人員進行品牌知識及
維修技術之培訓。

本集團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及各種激勵機制，並定期檢討有關機制架構，以更加
適應企業發展之需。本集團向公司一般管理層及有關人士發出認股權證，以表彰其
對集團所作的貢獻，並激勵其今後為之更加努力。同時，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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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褔利，包括退休金供款計劃、強積金、保險計劃、房屋及膳食等。有關薪酬等
的資料詳細列於財務報表。

在良好的人力資源保障體系中，本集團擁有多個高級銷售人員及高級維修技師，
並有多名員工獲得「首都勞動獎章」及「全國五一勞動獎章」之殊榮。

四、	未來發展

目前，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本集團相信，中國政府能夠通過經濟的結構性調整
實現其經濟的長期可持續性發展。因此，我們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前景充滿信
心。本集團仍將以中國內地為中心，立足大中華地區審慎進取發展業務。

根據市場需求，積極而穩妥地發展零售業務仍是集團的重要發展策略。下半年，本
集團將以加強現有門店管理為重，在此基礎上妥善安排新開門店及調整現有門店，
藉以不斷提升零售門店的質素。在中國內地和台灣，仍將以「盛時錶行」╱「亨得利」
和「尚時錶行」為主，在區域上，除進一步鞏固本集團在一線城市的領先地位外，將
以二、三線城市及部分四線城市的拓展為重點，使零售網絡配置更加完善及更能貼
合市場的需求。而同時，集團也將強化與品牌在客戶服務、配套生產、品牌分銷等
各方面密切的合作，形成更加緊密的互動、互補、共贏關係，以配合集團的業務增
長。在珠寶首飾方面，集團將緊貼市場，以穩妥而積極的原則投入資源。

本集團將會緊隨市場，充分把握商機，以務實健康為原則，竭誠實現穩步而持續性
的利潤增長，為股東、廣大的投資者、員工和社會帶來更加理想的回報。

股息分派

董事不建議派付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可向選定之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為本集團所作貢獻之
獎勵或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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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授出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i)	 於二零零七年授出之購股權

	 	 	 	 	 	 	 	 期內根據	 於
	 	 	 	 	 於	 	 	 購股權條款	 二零一二年	 購股權數目
	 	 	 	 緊接	 二零一二年	 	 	 或購股權	 六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授出日期前	 一月一日之	 期內行使	 期內註銷	 計劃失效	 尚未行使的	 總股本
持有人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股份收市價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的百分比
   （港幣） （港幣）

董事 — —  — — — — — — —

其他合資格 二零零七年 二零一零年 �.�� �.�� ��,�0�,000 0 0 0 ��,�0�,000 0.���%

 參與者  八月二十八日  八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七月三十一日          

合計     ��,�0�,000 0 0 0 ��,�0�,000 0.���%
          

(ii)	 於二零一一年授出之期權

	 	 	 	 	 	 	 	 期內根據	 於
	 	 	 	 	 於	 	 	 購股權條款	 二零一二年	 購股權數目
	 	 	 	 緊接	 二零一二年	 	 	 或購股權	 六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授出日期前	 一月一日之	 期內行使	 期內註銷	 計劃失效	 尚未行使的	 總股本
持有人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股份收市價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的百分比
   （港幣） （港幣）

董事 — —  — — — — — — —

其他合資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四年 �.�� �.�� �,��0,000 0 0 0 �,��0,000 0.0��%

 參與者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至
   二零一六年
   九月二十九日          

合計     �,��0,000 0 0 0 �,��0,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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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購回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以市場收購方式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已上市股份
�,�00,000股，合共支付金額總價為港幣�0,���,000元。在購回股份結算完成後，本公司已
將其中�,�0�,000股的購回股份註銷。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企業管治守則

長期以來，本公司致力保持高標準的公司管治機制，確保集團較高的透明度，以保障全
體股東之利益，並確保客戶、員工及集團的協調發展。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及企
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及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期間），惟偏離該等守則A�.�項條文。鑒於現有企業結構，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並
無分開，均由張瑜平先生擔任。儘管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責任乃歸屬一人，但所有重
要決策均經諮詢董事會及經（在適用情況下）董事會作出。董事會有三名極具獨立性之獨
立非執行董事，因此，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具備充分權力平衡及保障科學決策的作出。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循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公司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重大不尋常項目、並討論審核內
部監控以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的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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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內，本公司已就董事的證券交易，採納一套不低
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行為
守則。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並獲確認，董事已遵守上述標準守則所規定的
有關董事的證券交易標準。

在香港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一切資料之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
將會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且於適當時候刊載於香港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

鳴謝

董事藉此機會感謝全體股東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以及感謝本集團全體員工於報告期內
為本集團付出之努力和貢獻。

一般事項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為張瑜平先生、執行董事為宋建文先生及黃永華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聖先生、史仲陽先生及鄭豫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建民先生、
黃錦輝先生及劉學靈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瑜平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