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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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4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之
營業額由去年同期（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之637,125,000港元減少
至349,681,000港元。

• 毛利率由30.9%增加至38.4%。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
利由197,159,000港元減少至134,143,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稅後溢利由60,934,000港元減
少25.3%至45,525,000港元。

• 每股盈利由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之14.9港仙減少至二零一三年
財政年度上半年之11.2港仙。

• 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每股106.92港仙增加至二零一二
年九月三十日每股118.1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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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Sincere Watch (Hong Kong)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之未
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同期之未經審核
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349,681 637,125
銷售成本 (215,538) (439,966)

  

毛利 134,143 197,159

其他收入 538 17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 (19,330) (28,088)
一般及行政開支 13 (63,787) (63,233)

  

除稅、匯兌（虧損）收益及衍生財務工具
 之公平值變動虧損前溢利 51,564 105,855

已變現匯兌虧損 (4,213) (21,429)
未變現匯兌收益 6,621 6,012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虧損 (1,312) (16,591)

  

除稅前溢利 52,660 73,847
所得稅開支 4 (7,135) (12,91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5 45,525 60,934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27 (1,5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5,752 59,419
  

每股盈利 — 基本 7 11.2港仙 14.9港仙
  



– 3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24,897 20,600
 無形資產 8,092 8,092
 遞延稅項資產 13,851 12,180

  

46,840 40,872
  

流動資產
 存貨 371,838 386,245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9 104,154 105,283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9,310 –
 銀行存款及現金 305,113 414,279

  

790,415 905,80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10 335,686 491,509
 應付直屬控股公司款項 265 28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71 27
 衍生財務工具 1,312 4,859
 應繳稅項 17,925 14,012

  

355,259 510,435
  

流動資產淨值 435,156 395,37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81,996 436,244
  

資產淨值 481,996 436,24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800 40,800
 儲備 441,196 395,44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81,996 43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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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部分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40,800 59,546 801 3,348 331,749 436,244
直接在權益確認因換算
 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所產生匯兌差額 – – – 227 – 227
期內溢利 – – – – 45,525 45,525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0,800 59,546 801 3,575 377,274 481,996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40,800 59,546 801 3,593 217,062 321,802
派付二零一一年股息 – – – – (24,480) (24,480)
直接在權益確認因換算
 海外業務財務報表所
 產生匯兌差額 – – – (1,515) – (1,515)
期內溢利 – – – – 60,934 60,934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0,800 59,546 801 2,078 253,516 356,741      

附註：  本集團之特別儲備為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重組時所收購附屬
公司股份面值與本公司就收購所發行股份面值之差額。



– 5 –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99,051) 135,97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0,115) (8,333)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 (24,48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09,166) 103,16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14,279 293,414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5,113 39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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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財務報表呈列基準

期內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其中包括遵守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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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披露規定。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此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Be Bright Limited。本公司之直
屬控股公司為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之Sincere Watch Limited（「先施錶行」）。

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編製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主要會
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修訂及詮釋（統稱「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
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本公司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之內部報告確
定其經營分部，按銷售所在地區位置加以分析。本集團僅有分銷華貴品牌手錶、時計及
配飾一個業務分部。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賺取之除稅前溢利，不包括如中央行政成本、銷售及分銷成本、匯兌
收益或虧損及董事薪酬等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未分配公司開支。此乃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
部表現向執行董事匯報之計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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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中國內地
及澳門

其他亞洲
地區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212,270 108,761 28,650 349,681

    

業績
分部業績 75,505 50,286 8,352 134,143

   

未分配開支 (82,021)

未分配收入 538
 

除稅前溢利 52,660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中國內地
及澳門

其他亞洲
地區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457,000 150,888 29,237 637,125

    

業績
分部業績 141,153 44,263 11,743 197,159

   

未分配開支 (123,329)

未分配收入 17
 

除稅前溢利 7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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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 (5,250) (6,234)

 其他司法管轄區 (3,548) (3,503)
  

(8,798) (9,737)

遞延稅項 1,663 (3,176)
  

(7,135) (12,913)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16.5%）計算。
其他司法管轄區之稅項則依照有關司法管轄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5. 期內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董事酬金 12,403 14,359

其他員工成本 15,027 12,373

其他員工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84 222
  

員工成本總額 27,714 26,95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370 3,469

租賃物業之最低租約付款 22,368 24,044

6.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九
月三十日：無）。

期內並無宣派及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一年：截
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派付24,48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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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45,52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60,934,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數目408,000,000 股（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408,000,000 股）
計算。

8.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期內，本公司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支出約10,65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9,101,000
港元）。

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66,294 68,358
應收其他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37,860 36,925  

104,154 105,283  

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30天內 39,444 34,950
31天至90 天 26,850 33,056
91天至120 天 – 352
超過120天 – 484  

66,294 68,842
呆賬撥備 – (484)  

66,294 68,358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介乎30天至90天之信貸期。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271,194 394,504
應付其他款項及應計費用 64,492 97,005

  

335,686 491,509
  

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90天內 79,523 155,847
91天至365 天 191,541 237,770
超過365天 130 887

  

271,194 39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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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應付貿易賬款包括為數270,00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94,378,000港元）、
597,000港 元（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171,000港 元）及412,000港 元（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無）分別以瑞士法郎、歐元及新加坡元計值之款項。

上述應付其他款項及應計費用包括應付一家關連公司為數15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之行政服務費。

11. 關連人士交易

(a) 交易

期內，本集團曾向一家同系附屬公司作出1,23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2,904,000

港元）之採購及向一家同系附屬公司作出6,93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無）
之 銷售。此外，本集團於期內向一家關連公司支付15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無）之行政服務費。

(b)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期內，董事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薪酬 12,403 14,359
  

董事薪酬分別由薪酬委員會及管理層按其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12.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減少，主要由於期內佣金減少以及宣傳及市場推廣活動減少所致。

13.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主要包括租金、折舊及員工成本。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折舊及
員工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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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 集 團 於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銷 售 額 由 去 年 同 期
637,100,000港元下降45.1%至349,700,000港元，乃主要歸因於回顧期內精緻手錶
之華貴商品零售市場放緩。

毛利亦由去年同期197,200,000港元下降32.0%至134,100,000港元。毛利率由30.9%
改善至38.4%。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由去年同期73,800,000港元下降28.7%至52,700,000港元。本集
團錄得已變現匯兌虧損4,2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錄得虧損21,400,000港元。

於本期間，部分已變現匯兌虧損被未變現匯兌收益6,600,000港元所抵銷，而去
年同期則有未變現匯兌收益6,000,000港元。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虧損
為1,3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16,600,000港元。

本集團錄得中期純利由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60,900,000港元下降25.3%至本年
度之45,500,000港元。

未變現匯兌差額自以外幣計值之應付貿易賬款產生，其按結算日現行匯率換算，
而任何估值差額其後於收益表確認為未變現收益或虧損。

期內佣金以及宣傳及市場推廣活動減少，為導致銷售及分銷開支下降之主因。
一般及行政開支上升，主要歸因於折舊及員工成本增加所致。

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87.44港仙上升
約35.1%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118.14港仙。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每股資產淨值為106.92港仙。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本集團每股盈利（「每股盈利」）亦由
去年同期之14.9港仙下降24.8%至11.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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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市場表現

香港

香港繼續為本集團之主要市場，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收益之60.7%。該市場錄得之收益下降。銷售額自上一個期間之457,000,000港
元下降53.6%至212,300,000港元。

中國內地及澳門

中國內地及澳門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首六個月之收
益 約31.1%。該 地 區 錄 得 之 銷 售 額 下 降，由 去 年 同 期 之150,900,000港 元 下 降
27.9%至108,800,000港元。

其他亞洲地區

其他亞洲地區（即台灣及新加坡）之收益自上一個期間之29,200,000港元輕微下
降至28,700,000港元。

期間，該地區對本集團整體收益作出之貢獻由去年同期佔本集團收益總額4.6%
上升至約8.2%。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Franck Muller手錶及配飾之香港、澳門、台灣及中國獨家分銷商，亦
代理其他五個尊貴品牌 — de Grisogono、CVSTOS、Pierre Kunz、European Company 
Watch及Backes & Strauss。

本集團一直推動積極的市場推廣計劃，以為其全球知名手錶品牌建立良好形
象及提升吸引力，此計劃包括於多個主要市場舉辦別具一格之活動— 該等市
場繼續穩據全球華貴手錶增長最快市場之一。

分銷網絡及市場佔有率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內已將其龐大分銷網絡擴大至60個零售點及14家專賣店，
合共74個銷售地點，較二零一二年三月底之66個有所增加。本集團擴張其所
有市場的分銷網絡，包括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

區內的67家手錶分銷門市由北亞地區內30家獨立手錶經銷商經營。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積極於香港、澳門、台灣及中國開設新零售點，包括於瀋
陽之新零售熱點市府恒隆廣場開設Franck Muller專賣店；並於香港透過佳寶商
業亞洲有限公司、廸生鐘錶珠寶有限公司、DFS Hong Kong Limited；於澳門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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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於中國透過亨得利國際有限公司及百利建科技開
發（寧波）有限公司；及於台灣透過慎昌鐘錶股份有限公司增設新銷售點。

於中國，與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及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更緊密聯繫有助
打入中國內地之優越零售地區。

加強品牌知名度活動

本集團最重視為本集團品味非凡的客戶創造及維持品牌價值。因此，本集團
舉行多個別具一格之活動以鞏固品牌領導地位，並引入嶄新銷售點展覽模式，
以及於相關媒體推廣產品形象及重點產品。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本集團於永利澳門宴會廳舉辦Franck Muller永利澳門酒店
貴賓晚宴，邀得超過500位來自亞洲各地之貴賓出席，於晚宴上展示最新推出
及最華貴的系列。

2012摩納哥世界頂級鐘錶及珠寶新品發佈會 (WPHH Monaco 2012)是業內最享負
盛名之手錶展覽會之一，而Franck Muller之夥伴及媒體在會上取得空前成功。
除Franck Muller外，其他品牌如CVSTOS、Backes & Strauss及Pierre Kunz均同場展
出最新穎產品。本集團品牌之夥伴獲邀親身領略瑞士精湛的製錶工藝。

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推出Franck Muller品牌多個最創新及令人期待的
系列，包括

— The Phoenix Infinity系列；

— The Gold Croco系列；

— The Giga Tourbillon Round Skeleton。

前景

展望將來，隨著歐洲經濟狀況改善，全球市場預期將會保持穩定。在領導層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換班後，大中華地
區之華貴品零售前景將有望轉趨穩定，並由近期的放緩表現中復甦。

本集團透過與各市場之策略夥伴合作，繼續於區內進行積極市場推廣及零售
活動。本集團現正尋找方法透過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及亨得利國際有限
公司等夥伴之龐大網絡，開設多個銷售點，使本集團主要品牌享有優越位置、
更高曝光率及更強零售網絡。於澳門，本集團目前正於市內主要零售商及商
場開設新零售點，而本集團將於下個期間更專注發展澳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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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隨著香港及澳門市場復甦，以及於中國設立更多新銷售點，本集團之表
現將於未來六個月有所增進。本集團並無借貸，並將繼續審慎處理開支，以
帶來最大資本回報，並提升本集團之利潤。憑藉本集團品牌一貫優點、良好
聲譽及能幹管理團隊，本集團展望可進一步增強於各個主要市場之領導地位，
最終為股東提升價值。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現金及銀行結餘305,100,000港元。現金
結餘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414,300,000港元下降26.4%。本集團並無
未償還銀行貸款，迄今仍維持零負債。

本集團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撥付其業務及投資活動所需。本集團之流動資
產淨值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395,400,000港元增加10.1%至二零一二年
九 月 三 十 日 之435,200,000港 元，且 較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錄 得 之
319,800,000港元改善36.1%。董事們相信，本集團的現有財務資源足以應付其
承擔及現時營運資金所需。

資本結構及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主要以港元列值，本集團具備充裕之經常現金流量，以應付營
運資金所需。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已變現匯兌虧損4,200,000港元，而
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則錄得已變現匯兌虧損21,400,000港元。此外，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有未變現匯兌收益約6,600,000港元，而
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則錄得未變現匯兌收益6,000,000港元。此外，本集
團於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虧損1,300,000
港元，即外匯遠期合約之「按市值計算」虧損，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則
錄得虧損16,600,000港元。

本集團在管理財務風險以及外幣與利率方面採取審慎政策。本集團繼續受惠
於其供應商提供之優惠還款條款，而在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變動
之影響」時，可能不時產生未變現收益或虧損。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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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

本期間內並無進行重大收購附屬公司事宜。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有關重大投資及重大資本資
產收購之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員工及僱傭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員工人數為90名，包括董事（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86名）。該增長主要由於需要更多員工為業務營運提供更佳支援。
僱員按市場水平獲支薪酬，並可獲得酌情花紅及醫療福利，及受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保障。

本集團一直定期檢討員工薪酬，以確保維持競爭力且符合市場慣例。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券中，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
或已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身分

所持
股份數目
（附註1）

佔本公司
股權百分比

李月華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 306,000,000 (L) 75%

附註：

1. 「L」指有關人士於股份之好倉。

2. 該等股份由Be Bright Limited全資擁有之Sincere Watch Limited持有，而Be Bright Limited則由李
月華女士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月華女士被視為於該等306,000,000股
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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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已根據標準守
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而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其配偶
或未滿18歲之子女概無任何權利認購本公司之證券，亦無於期內行使任何該
等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除上文披露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
之權益外）於本公司股本中擁有已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
定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

股東名稱 身分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股權百分比
（附註 1）

Sincere Watch Limited 實益擁有人（附註 2） 306,000,000股 (L) 75%

Be Bright Limited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 3） 306,000,000股 (L) 75%

附註：

1. 「L」指有關人士於股份之好倉。

2. 該等306,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以Sincere Watch Limited之名義登記並由其實益擁有。

3. Be Bright Limited持有Sincere Watch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其被視為於上文附註2所
述之306,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其他人士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在
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其他相關權益或淡倉。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
下偏離者除外。

就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而言，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凱南先生因須
處理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
會。張先生已告退，惟並無於上述股東週年大會重選連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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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二日期間，本公司並無主席及
行政總裁。由於本公司控制權於完成後（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五月
二十八日之綜合文件）有所轉變，故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委
任三名新成員加盟董事會、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以填補
辭任董事離職後之空缺。於彼等獲委任後，新任提名委員會成員檢討董事會
之架構、規模及組成。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董事會議決，根據提名委員
會之建議，委任李月華女士為本公司主席，及委任朱俊浩先生為本公司副主
席兼董事總經理。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期內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之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期內
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已經由審核
委員會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而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強制性現金要約、配售及公眾持股量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Sincere Holdings Limited(作 為 賣 方 )、Be Bright 
Limited (作為要約方）與李月華女士（作為擔保人）訂立購股協議 (「購股協議」)，
據此，Be Bright Limited同意購買而Sincere Holdings Limited同意出售及╱或促使出
售本公司之直屬控股公司Sincere Watch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惟須待本公
司與Be Bright Limited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之聯合公告中更
詳盡披露之條件及完成後，方可作實。倘購股協議得以完成，Be Bright Limited
須就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 (Be Bright Limited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或同意
收購之股份除外）提出強制性現金要約。購股協議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完成。於購股協議完成後，強制性現金要約 (「要約」)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
日展開，並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截止。於要約截止後，41,440,900股股份（相
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10.16%)仍由公眾人士持有。於二零一二年六月
二十七日，Be Bright Limited完成向不少於六名獨立投資者配售60,559,100股股
份 (「配售」)，相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14.84%。緊隨配售完成後，合共
102,000,000股股份由公眾人士持有，相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25%。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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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自配售完成起恢復至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25%之水平，
符合上市規則第8.08(1)(a)條規定。有關上述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之相關公告及通函。

於聯交所網站刊發進一步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
告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發。

承董事會命
Sincere Watch (Hong Kong) Limited

主席
李月華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月華女士（主席）及朱俊浩先生（副主席兼董事總
經理）；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文德先生、羅妙嫦女士及黃潤權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