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零一二年度中期業績

第1頁，共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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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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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SANG SANG HOLDING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周生生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6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周生生集團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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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中期業績已由董事會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重列) 
   
營業額 

珠寶零售 7,274,523 5,749,014 +27% 
其他業務 1,821,298 2,531,224 -28%  _________ _________   

 9,095,821 8,280,238 +10%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 439,409 496,242 -11% 

每股基本盈利 64.9 仙 73.3 仙   -11% 

每股中期股息 10.0 仙 11.0 仙 -9% 

派息比率      15% 1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6,350,080 6,355,477^ - 

每股權益 9.4 元  9.4 元^ - 

 
^
於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數字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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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珠寶零售  7,274,523 5,749,014 
其他業務  1,821,298 2,531,224   _________ _________    

  9,095,821 8,280,238 
銷售成本  (7,498,398) (6,754,895)   _________ _________    
毛利  1,597,423 1,525,343 
其他收入  43,249 38,412 
銷售及分銷費用  (911,102) (734,769) 
行政費用  (168,341) (152,872) 
其他收益／（虧損），淨值  (1,543) 11,443 
財務費用  (22,959) (17,425) 
應佔聯營公司虧損，淨值  (35) (55)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5 536,692 670,077    
所得稅 6 (94,256) (162,831)   _________ _________    
期內溢利  442,436 507,246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應佔溢利：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39,409 496,242 
 非控股股東權益  3,027      11,004   _________ _________    
      442,436 507,246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8  
 基本   64.9 仙  73.3 仙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攤薄   64.9 仙  73.3 仙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應付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股息之詳情載於附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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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利  442,436 507,246   _________ _________       
其他全面虧損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  (73,807) (65,386) 
 
匯兌差額  (40,778) 61,172   _________ _________    
扣除稅項後的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114,585) (4,214)   _________ _________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27,851 503,032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25,669 490,633 
 非控股股東權益  2,182     12,399   _________ _________    
      327,851 503,032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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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重列) (重列) 
非流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72,146 538,645 442,719 
投資物業  170,717 179,261 175,45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3,716 14,019 13,506 
無形資產  271 271 271 
其他資產  144,816 137,613 95,302 
於聯營公司之投資  17,541 17,814 16,041 
可供出售投資  560,033 634,843 889,206 
遞延稅項資產  7,689 16,110 14,153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總非流動資產  1,486,929 1,538,576 1,646,656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流動資產 
存貨  6,265,801 6,213,968 4,897,755 
應收賬款 9 563,941 598,827 403,438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 9 167,614 139,680 256,434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賬款  188,177 234,785 221,052 
按公平價值訂定盈虧之投資  9,975 9,773 12,015 
衍生金融工具  1,651 10,596 - 
可收回稅項  2,465 1,578 763 
代客戶持有現金  294,754 300,356 306,863 
現金及等同現金  594,504 630,968 272,919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總流動資產  8,088,882 8,140,531 6,371,239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127,439 72,039 176,781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付賬款 10 313,072 296,499 370,719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項目  385,124 492,860 382,337 
衍生金融工具  108 311 9,508 
計息銀行貸款  846,362 1,299,432 695,544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計息銀行貸款  30,000 30,000 30,000 
貴金屬借貸  479,602 385,367 396,267 
應付稅項  138,804 143,091 88,982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總流動負債  2,320,511 2,719,599 2,150,13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流動資產淨值  5,768,371 5,420,932 4,221,101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7,255,300 6,959,508 5,867,757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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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重列) (重列) 
 
非流動負債 
計息銀行貸款  688,592 393,225 - 
遞延稅項負債  133,387 129,747 115,559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總非流動負債  821,979 522,972 115,559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資產淨值  6,433,321 6,436,536 5,752,19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行股本 169,230 169,230 169,230 
儲備  6,180,850 6,186,247 5,523,393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6,350,080 6,355,477 5,692,623 
 
非控股股東權益  83,241 81,059 59,575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總權益  6,433,321 6,436,536 5,752,19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二零一二年度中期業績

第6頁，共18頁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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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六而編製。 
 
本中期財務報告應與 2011 年報一併閱讀。 
 
除下文附註2所披露，採納於二零一二年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年度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時

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財務報告所

採用者一致。 

 
 

2. 會計政策及披露之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期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首次採納下列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之修訂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嚴重高通脹以及取消首次採納者的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金融工具：披露－財務

資產轉讓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所得稅－遞延稅項：收回

相關資產 
  
除下文所詳述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之影響外，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狀況並無重大影響。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釐清以公平價值計量之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之釐定。該修訂引入可推

翻假定，即以公平價值計量之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應以其賬面值透過出售而可收回之基準而釐

定。此外，該修訂納入先前於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21號所得稅－收回重估非折舊資
產之規定，即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重估模式計量之非折舊資產之遞延稅項，應以出售基準

計量。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產生之會計政策變動，乃本集團現採用透過出售，而非採納修訂前透

過使用，予以收回資產適用之稅率計算有關本集團投資物業之任何遞延稅項負債。會計政策變動

已被追溯應用。於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及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遞延稅項負債分別減少

9,838,000港元及13,919,000港元，保留溢利分別增加11,796,000港元及16,270,000港元以及於聯營公

司之投資分別增加1,958,000港元及2,35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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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料 
 

本集團根據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管理以下四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a) 珠寶製造及零售分部為本集團之零售業務製造珠寶產品及主要於香港、澳門、中國內地及台

灣經營零售店； 
 

(b) 貴金屬批發分部與批發客戶買賣貴金屬； 
 
(c) 證券及期貨經紀分部提供證券及期貨之經紀及買賣服務；及 
 
(d) 其他業務分部主要為投資物業以賺取租金收入及資本增值潛力，以及其他珠寶相關業務。 

 
 管理層分別監控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業績，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策。分部表現乃按可呈

報分部溢利進行評估，即經調整除稅前溢利之計算。經調整除稅前溢利之計算方式與本集團除稅

前溢利計算方式貫徹一致，惟若干股息收入及應佔聯營公司虧損，淨值不包括在其計算當中。 
 
 內部銷售及轉讓乃根據銷售予第三者之售價作為通用市價。 
 

 
  珠寶製造 貴金屬  證券及    
   及零售 批發 期貨經紀 其他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來客戶  7,274,523 1,742,545 15,601 63,152 9,095,821 
內部銷售   - 112,342 - 1,524 113,866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7,274,523 1,854,887 15,601 64,676 9,209,687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調節： 
對銷內部銷售       (113,866) 

       _________       
        9,095,821        _________        _________ 
    
 
分部業績   504,634 18,094 1,709 1,937 526,374 
調節： 
股息收入       10,353 
應佔聯營公司虧損，淨值      (35)         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536,692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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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料（續） 
 
  珠寶製造 貴金屬  證券及    
   及零售 批發 期貨經紀 其他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來客戶  5,749,014 2,446,187 25,963 59,074 8,280,238 
內部銷售   290 204,278 - 1,533 206,101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5,749,304 2,650,465 25,963 60,607 8,486,339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調節： 
對銷內部銷售       (206,101) 

       _________       
        8,280,238        _________        _________ 
    
 
分部業績   625,889 15,258 11,751 3,822 656,720 
調節： 
股息收入       13,412 
應佔聯營公司虧損，淨值      (55)        _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670,077        _________         _________ 

  
  
4.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期內在撇除退回、交易折扣與增值稅後售出貨品之發票淨值；證券、期貨及商品經紀佣金

收入及總租金收入。 
 
營業額包括以下業務之收益：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銷售  9,075,494 8,250,464 
 證券、期貨及商品經紀佣金收入  15,601 25,867 
 總租金收入  4,726 3,907   _________ _________    
   9,095,821 8,280,23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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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利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利已扣除╱（計入）：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撇銷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109 1,644 
 折舊  66,956 51,042 
 有關租賃土地及樓宇之經營租約付款： 
  最低租賃付款  247,207 187,300 
  或然租金  15,812 13,625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訂定盈虧之貴金屬借貸的 
  公平價值淨收益  (3,757) - 
 衍生金融工具之公平價值淨虧損╱（收益） 
  – 不符合對沖定義之交易  8,717 (9,751) 
 按公平價值訂定盈虧之投資的公平價值淨收益  (203) (585)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訂定盈虧之貴金屬借貸 
  淨虧損╱（收益）∆  (326) 62,913 
 出售衍生金融工具淨虧損╱（收益）∆  (2,826) 9,853   
 利息收入  (7,781) (7,769) 
 股息收入  (10,582) (13,623) 
 匯兌差額，淨值  (7,789) (4,63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 此等結餘包含在綜合損益賬上「銷售成本」中。本集團訂立貴金屬借貸及貴金屬合約旨在管理本集團

之貴金屬價格風險。該等借貸及合約並不符合對沖會計處理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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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香港利得稅乃按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利以稅率16.5%（二零一一年：16.5%）撥備。其

他地區應課稅溢利之稅項乃按本集團於各營運司法權區之通用稅率計算。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香港 
  期內稅項  55,379 60,055 
  本期－其他地區    
  期內稅項  26,286 74,967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27) - 
  遞延  12,618 27,809   _________ _________    
  期內稅項總額  94,256 162,831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7. 股息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宣派及支付之股息： 
 二零一一年末期股息：每普通股 49.0 港仙 
  （二零一零年：35.0 港仙）  331,691 236,922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期後宣派之股息： 
 二零一二年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10.0 港仙 
  （二零一一年：11.0 港仙）  67,692 74,461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中期股息於中期報告日後宣派，並未於各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每股基本盈利金額乃按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439,409,000港元（二零一一年：496,242,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行加權平均股份676,920,000股（二零一一年：676,920,000股）普通股計算。 
 
本集團於本期間及去年同期間均無發行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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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 
 
珠寶零售 

本集團銷售一般以現金交易。就零售而來自財務機構之應收信用卡賬款之賬齡少於一個月。現有

批發客戶獲提供六十日內之賒賬期。 
 

鑽石批發 

本集團一般向貿易客戶提供之賒賬期最多為六十日。 
 

貴金屬批發 

本集團之貴金屬批發一般以現金交易。 
 

證券及商品經紀 

證券買賣於交易日後兩天結算，而商品買賣一般以現金結算。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563,941 598,827   _________ _________ 
 
在日常業務中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  

現金客戶 36,951 24,374 
結算所 10,150 6,381 

孖展客戶貸款 120,871 109,283   _________ _________    
 167,972 140,038 
減值 (358) (358)      _________ _________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 167,614 139,680    _________ _________    
應收賬款及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總額 731,555 738,507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除按商業條款計息之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結餘外，結餘均為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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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續） 
 
無須減值之應收賬款及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根據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  512,571 586,422 
逾期 30 日內  80,825 36,915 
逾期 31 至 60 日  10,424 1,543 
逾期 61 至 90 日  1,398 728 
逾期超過 90 日  5,466 3,616   _________ _________  

  610,684 629,224 
孖展客戶貸款*  120,871 109,283   _________ _________    

  731,555 738,507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 孖展客戶貸款以相關已抵押證券作抵押，須於要求時償還及按商業條款計息。鑑於證券孖展借貸業務性

質，董事認為賬齡分析作用不大，故無披露賬齡分析。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有關孖展客戶貸款以

證券抵押作抵押品之總市值為 282,449,000 港元（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271,834,000 港元）。 
 

 
10. 應付賬款╱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付賬款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127,439 72,039   _________ _________   
在日常業務中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付賬款：  

現金客戶 269,790 252,391 
孖展客戶 43,282 38,050 
結算所 - 6,058   _________ _________   

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付賬款 313,072 296,499    _________ _________   
應付賬款及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付賬款總額 440,511 368,53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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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付賬款（續） 
 

應付賬款及證券及期貨經紀產生之應付賬款根據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 日內（包括未到期金額）  126,737 77,344 
31 至 60 日  2 53 
超過 60 日  700 700   _________ _________  

  127,439 78,097 
應付現金客戶賬款 Δ  269,790 252,391 
應付孖展客戶賬款^  43,282 38,050   _________ _________    

  440,511 368,53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Δ 包括在日常業務中進行證券買賣產生之應付現金客戶賬款內約 242,506,000 港元（二零一一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237,565,000 港元）為該等客戶存於本集團之未提取款項╱額外繳付按金。於二零一二年六月
三十日，應付現金客戶賬款包括為若干董事賬戶進行證券交易之款項 3,990,000 港元（二零一一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5,143,000 港元）。應付現金客戶賬款須於要求時償還及按商業條款計息。鑑於證券買賣業務
性質，董事認為賬齡分析意義不大，故無披露賬齡分析。 

  
^ 應付孖展客戶賬款須於要求時償還及按商業條款計息。鑑於證券孖展借貸業務性質，董事認為賬齡分析

作用不大，故無披露賬齡分析。 
 
 

11. 比較金額 
 
如附註2所進一步詳述，由於本期內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若干比較金額已重列以

符合本期之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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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本集團業績 
 
二零一一年的強勁增長不易重覆。根據政府統計，二零一二年首五個月的消費增長較前一年度

同期上升 13%，而上一年度同期的增長為 48.7%。 
 
歐元區國家經濟低迷的消息及內地經濟放緩帶來的沖擊，本地及外來消費者對珠寶鐘錶的消費

趨向審慎。 
 
金價走勢自二月底下調，直至五月中才停下。金價下滑刺激對黃金的需求，但同時亦削減了黃

金銷售的利潤。因價格走勢逆轉二零一二年上半年度之已變現淨虧損為二仟一佰萬港元，比對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為淨收益八仟萬港元。 
 
香港證券市場在全球金融低迷的氣氛籠罩下表現繼續疲弱。 
 
二零一二年上半年，本集團營業額達九十億九仟六佰萬港元，較上年度上升 10%。權益持有

人應佔溢利下降 11%至四億三仟九佰萬港元。 
 
珠寶零售 
 
集團總營業額中珠寶零售為七十二億七仟五佰萬港元或佔 80%。經營溢利下降 19%至五億 
五佰萬港元。 
 
香港及澳門 
香港及澳門佔珠寶零售總營業額 59%，此百分比中 52%來自內地旅客。同店營業額增長為 16%。 
 
對黃金飾品的需求有增長：與去年比較，營業額上升 33%，若以重量計上升 16%。 
 
資本性開支為二仟八佰萬港元。香港及澳門店舖租金開支上升 30%；除去新店之外，店舖租

金上升 16%。 
 
中國內地 
上半年內地分店營業額上升 32%，佔集團珠寶零售 40%。同店營業額增長為 8%。 
 
於二零一二年上半年度末，內地共有二佰四十九家分店，期內新增分店共二十一家。除北京、

天津、太原及重慶等城市增加新店外，並於江蘇溧陽、湖北十堰及福建晉江開設首家新店。 
 
資本性開支增至五仟八佰萬元人民幣，用於興建順德新廠房、新店裝修及十三家現有分店的重

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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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四月份政府大幅調高燃油價格，帶動其他物價跟隨，對零售業有重大影響。 
 
期內有兩家分店結業及一家新店開業，至六月底的分店數目為二十一家。 
 
貴金屬批發 
 
對黃金的不弱需求令批發業務的經營溢利錄得 19%增長。 
 
證券及期貨經紀 
 
證券市場平均每日成交額較去年下跌近四分之一。首次公開招股全面萎縮。在此情況下佣金收

入下跌 40%，經營溢利下跌 85%。 
 
投資 
 
物業 
本集團持有之物業包括自用辦公室、商店及廠房。投資物業帶來之租金收入約為五佰萬港元，

佔本集團總營業額少於 1%。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股份 
本集團並無計劃出售自二零零零年交易所重組而獲分配之港交所股份。本集團持有之四佰九十

五萬三仟五佰股港交所股份由本年初直至六月底之數量維持不變。未變現收益為五億四仟三佰

萬港元（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六億一仟七佰萬港元）。 
 
財務 
 
財務狀況及流動資金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手頭現金及等同現金為五億九仟五佰萬港元（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六億三仟一佰萬港元），未動用之銀行融資總額約為三十四億一仟萬港元 
（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六億六仟三佰萬港元）。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總銀行及貴金屬借貸為二十億四仟五佰萬港元，按本集團政策大部分

以無抵押方式取得融資。按總銀行及貴金屬借貸為二十億四仟五佰萬港元，以權益持有人權益

總額六十三億五仟萬港元為基準，資本負債比率為 32%。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流動比

率為 3.5。 
 
大部分現金以港元或人民幣存於具領導地位的銀行。 
 
本集團以多種方式管理信貸成本風險及可用額度：與多家提供融資的銀行維持良好伙伴關係、

將部分借貸轉為長期貸款及按情況行使信貸利率掉期以固定利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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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管理 
本集團外匯風險，主要來自業務上使用的貨幣：人民幣、新台幣、美元、歐羅及日元，此等風

險較容易掌握及有限。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不計人民幣之外幣借款主要為美元約為六億

五仟五佰萬港元（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三仟八佰萬港元）。於六月底，用於中國內地

營運的人民幣借款為五仟萬元人民幣（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三億二仟一佰萬元人民

幣）。 
 
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大部分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結算。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以賬面淨值一億五仟五佰萬港元（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一億五仟七佰萬港元）的若干物業及二億四仟二佰萬港元（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億七仟四佰萬港元）的上市股份投資作為本公司若干附屬公司取得銀行信貸之抵押。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人力資源 
 
於二零一二年上半年底，本集團共有 6,677 位僱員，其中 72%為內地員工。 
 
本集團不時檢討已長久建立按表現為分發基準的薪酬制度、培訓配套及其他人力資源政策。 
 
直至目前為止，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未有授出購股權。 
 
認可、獎項及社區活動 
 
周生生及點睛品獲得多個獎項，詳情已記錄於本集團網站 www.chowsangsang.com/group/chi/index.htm。 
 
本集團給予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話劇團、香港管弦樂團、香港小交響樂團、順德倫教慈善會及

其他社區組織支持。 
 
 

www.chowsangsang.com/group/chi/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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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雖然北京中央政府已開始放寬信貸管制，其效應仍有待觀察。本集團持審慎樂觀的態度，並相

應調整了對存貨的監控及開店計劃。 
 
除二十家分店正候開業，本集團已停止二零一二年餘下日子的開店計劃。直至本年底，內地將

新增約四十七家分店。 
 
在本港，一家點睛品分店已於希慎廣場開業，另一分店稍後將於澳門金沙城中心開業。 
 
雖然近期中國經濟放緩，但仍有增長。本集團將繼續專注以自營模式擴展內地零售網絡，此舉

令本集團在品牌發展及提升服務質素方面獲得最大的效益。本集團致力為消費者提供獨特的店

舖環境及愉悅的購物體驗。 

 

股息 
 
董事會宣布派發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10.0 港仙 
（二零一一年：11.0 港仙）予於二零一二年九月十九日（星期三）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

東。股息將於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六日（星期三）派發。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零一二年九月十七日（星期一）至二零一二年九月十九日（星期三），首尾兩天

包括在內，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享有獲派發中期股息權利，股東須於 
二零一二年九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將過戶文件連同相關股票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

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辦理過戶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金鐘匯中心二十六

樓。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除下文披露外，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於二零一二年一月 
一日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期間）以及該附錄所載企業管治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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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部守則條文。就企業管治守則 
第 A.6.7 項守則條文而言，一名非執行董事因需處理其他事務未克出席於二零一二年五月 
二十九日舉行之本公司股東週年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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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之刊載 
 
本 業 績 公 告 刊 載 於 本 集 團 網 站 www.chowsangsang.com/group/chi/index.htm 及 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本公司2012中期報告將約於二零一二年九月十九日（星期三）寄發予股東，

並刊載於上述網站。 
 
董事會 
 
於本公告發表日，本公司執行董事為周君廉博士、周永成先生、周敬成醫生及周允成先生； 
非執行董事為周君令先生、丁良輝先生及鍾沛林先生；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為陳炳勳醫生、 
李家麟先生及盧景文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周君廉 
 
 
 
香港，二零一二年八月三十日 
 

www.chowsangsang.com/group/chi/index.htm
www.hkexnews.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