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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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GANC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高雅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7）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高雅國際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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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
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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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3 191,537 229,264
銷售成本 (189,370) (218,462)

  

毛利 2,167 10,802
其他收入 3 2,137 1,152
銷售及分銷成本 (3,914) (4,091)
行政開支 (30,117) (24,369)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1,112 (5)
應佔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275) (11)
 一間聯營公司 (449) (335)

  

除稅前虧損 4 (29,339) (16,857)

所得稅抵免 5 2,186 1,213
  

期內虧損 (27,153) (15,644)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5,636) (15,465)
 非控股權益 (1,517) (179)

  

(27,153) (15,644)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7.92)港仙 (4.7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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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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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虧損 (27,153) (15,644)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應佔換算共同控制公司之匯兌差額 (140) –
應佔換算一間聯營公司之匯兌差額 25 –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7) 1,133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扣除稅項 (122) 1,133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7,275) (14,511)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5,759) (14,602)
 非控股權益 (1,516) 91

  

(27,275) (1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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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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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049 222,049
投資物業 7,445 5,46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4,846 15,060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投資 3,797 5,88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1,102 1,526
可出售金融資產 520 520
遞延稅項資產 3,278 1,077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支付之訂金 2,765 1,786

  

非流動資產總值 250,802 253,365
  

流動資產
存貨 85,522 73,696
應收賬款及票據 8 102,073 91,79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246 5,254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 55 47
可收回稅項 1,188 1,131
現金及現金等值 109,284 162,271

  

流動資產總值 301,368 334,19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9 44,640 37,29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35,942 38,460
應付稅項 2,949 2,950

  

流動負債總額 83,531 78,702
  

流動資產淨值 217,837 255,49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68,639 508,86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86 786

  

資產淨值 467,853 508,07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2,365 32,365
儲備 422,122 447,881
擬派股息 – 12,946

  

454,487 493,192

非控股權益 13,366 14,882
  

權益總額 467,853 50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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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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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所編製。除下
文所述者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於本期間，本集團首
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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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嚴重惡性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
 既定日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之修訂

採納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買賣眼鏡架及太陽眼鏡。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經
營一項業務單位，而唯一可申報分部為製造及買賣眼鏡產品。

並無經營分部綜合組成上述可申報經營分部。

地域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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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115,983 144,955

北美洲 52,718 61,34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 17,730 15,943

其他亞洲國家 4,572 5,747

其他 534 1,272
  

191,537 22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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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劃分。中國（包括香港）分部主要指向位於香港之代
理銷售眼鏡產品，亦包括本地零售商所佔之銷售額。本公司董事（「董事」）相信香港
之代理將大部分本集團產品出口至歐洲、北美洲及南美洲。

(b) 非流動資產

本集團所有重大營運資產均位於中國。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產之地域資料。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向兩名客戶銷售所得之收益分別約為57,59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61,083,000港元）及
21,60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7,196,000港元），其中包括出售予多組據本集團瞭解是分別
與該等客戶同屬一個控股集團之公司的銷售。

3.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亦即本集團營業額，指售出貨品之淨發票值減退貨撥備及商業折扣。

收益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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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銷售貨品 191,537 229,264
  

銷售廢料 62 54

銀行利息收入 806 367

租金收入總額 474 39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所得股息收入 4 2

其他 791 339
  

其他收入 2,137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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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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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售存貨成本 186,725 216,706
折舊 14,846 15,13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08 189
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經營租約租金 1,250 1,698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98,190 105,200
 退休金計劃供款 450 463

  

98,640 105,663
  

滯銷存貨撥備 2,645 1,756
匯兌差額，淨額 (426) 420

其他經營開支╱（收入）淨額：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879 –
 公允值虧損╱（收益）淨額：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持作買賣 (6) 5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1,985) –

  

(1,112) 5
  

5. 所得稅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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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其他地區 15 19
遞延 (2,201) (1,232)

  

期內稅項抵免總額 (2,186) (1,213)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毋須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
零一一年：無）。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
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當地適用稅率計算。

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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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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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期內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25,63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15,465,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323,649,123股（二零一一年：323,649,123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發行具攤薄潛力之股份，故
並無就攤薄調整該等期間之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8. 應收賬款及票據

客戶於通過本集團之財務評估並經考慮彼等之付款記錄後，可獲提供信貸額。本集團一
般給予客戶平均45至120日（二零一一年：45至120日）之信貸期，並致力對尚欠之應收款項
維持嚴格控制。高級管理人員會定期審閱逾期未繳款項，而會計人員則負責催收賬款。
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賬款及票據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採取其他信貸改善措施。應收賬
款及票據並不計息。

以下為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賬款及票據（扣除應
收賬款減值）之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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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至90日 86,620 79,608
91至180日 720 449
181至360日 678 953
超過360日 – 1

  

88,018 81,011

應收票據 14,055 10,787
  

總計 102,073 91,798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當中包括應收本集團一名主要股東及一間共同控制公司之款項，金額
分別為40,39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3,027,000港元）及331,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424,000港元）。該等款項須按本集團向主要客戶提供之相若信貸條款償
還。

9. 應付賬款及票據

以下為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應付賬款及票據之賬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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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至90日 43,471 33,455
91至180日 498 2,370
181至360日 362 427
超過360日 309 1,040

  

總計 44,640 3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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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上一份年報所述本
集團面對之挑戰仍未見紓緩跡象，而全球經濟即使沒有惡化，但始終疲勢依然。
歐債危機仍舊削弱本集團最大市場客戶之購買意慾。另一方面，作為本集團
第二大市場之北美洲，當地需求未見反彈。因此，本集團來自此兩大市場之
收 益 分 別 較 去 年 同 期 下 跌19.99%及14.07%。總 收 益 由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229,264,000港元減至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191,537,000港元，減幅為16.46%。

儘管回顧期內本集團旗下工廠所在華南地區之工人最低工資未有再度調升，
但中國之經營環境仍然嚴峻，各項生產成本維持高企。

在缺乏足夠數量之金屬眼鏡產品訂單支持生產的情況下，本集團之毛利及純
利嚴重受損。對比去年同期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15,465,000港元，
本集團之虧損增至25,636,000港元。

展望

全球經濟仍然處於放緩，何時呈現反彈尚屬未知之數。此不明朗因素對消費
信心構成不利影響，進而拖累本集團之產品銷情。

人民幣在靠穩一段時間後，近期兌美元及港元再呈強勢。人民幣升值將會推
高本集團在中國內地業務之生產成本。

由於眼鏡產品往往是不同行業中較遲受惠於經濟復甦之環節，加上市場仍傾
向採購塑膠產品，故市場對眼鏡產品之需求即使回升，亦只會是循序漸進。
基於此一期望，本公司認為提升效率乃改善本集團表現之關鍵途徑。為此，
本集團管理層將致力加強旗下之製造業務，並同時會加大市場推廣力度，積
極向現有及新客戶爭取更多訂單。管理層亦將堅持努力不懈，步步為營，務
求在安渡難關之同時，主動尋找任何可能獲利之商機。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繼續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其中現金及現
金等值達109,28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62,271,000港元），而資本
負債比率為零。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權益
為454,48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93,19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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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進行。只要港元維持與美元掛鈎，
本集團預期不會就此面對任何重大外匯風險。然而，本集團仍會因人民幣升
值而受到若干外匯影響。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外匯合約。本公司管理層密切
監察外匯風險，並於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大陸及香港聘用3,866名（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4,663名）全職僱員。本集團參考市場情況以及個別僱員之表現、
資歷及經驗釐定薪金、花紅及福利，並不時作出檢討。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採納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務應當區分，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本公司並無在董事會之下設立「行政總裁」職位。許亮華先生兼任本公司主席
及董事總經理，負責本公司整體管理事宜。由於許先生目前兼任主席及董事
總經理，故本公司並無區分該兩個職位。董事會相信，對本集團來說，由一人
兼任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職務，可提高制定及實行本公司政策之效率，讓本
集團可有效及即時把握商機。董事會亦相信，透過其與獨立非執行董事互相
監察，彼此發揮制衡作用，令股東權益得到充份及公平反映。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列明，
其職責包括檢討本公司個別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及就此向董
事會提供建議，亦就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薪酬、本公司所有涉及董事及高級管
理人員薪酬之政策與架構，以及就制定該等薪酬政策確立正式而具透明度之
程序等事宜向董事會提供建議。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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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亦於二零零五年六月成立提名委員會，以定期檢討董事會之架構及組成。
提名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列明，其職責包括挑選董事候選人，或就挑選獲提名
出任董事之人選，以及就涉及委任或重新委任董事之相關事項向董事會提供
建議。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操守準則」），其條款不會
較上市規則附錄10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寬鬆。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
本公司已收到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操守
準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為符合上市規則第3.21條，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管本集團之
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事宜。審核委員會之成員包括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潘國輝先生、譚學林博士，太平紳士及王忠秣太平紳士。

審閱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由
審核委員會審閱，並已由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進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加以審閱。

致意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全體員工之貢獻、支持及竭誠服務；亦就本集團
各客戶、股東、銀行、供應商及其他業務夥伴之不懈支持衷心致謝。

代表董事會
高雅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許亮華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許亮華先生，潘兆康先生及梁樹森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Barbara Lissi女士及Paola Marchisio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
國輝先生、譚學林博士，太平紳士及王忠秣太平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