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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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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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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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3)  7,186,681  6,841,585 銷售成本   (4,202,437)  (4,009,253) 
      毛利   2,984,244  2,832,332 
      其他收入及收益   218,350  219,306 被徵收物業補償淨收入   -  125,286 銷售及分銷成本   (2,168,574)  (1,976,549) 行政費用   (793,949)  (757,458) 其他費用   (92,856)  (58,323) 融資成本 (4)  (13,837)       (7,630)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133,378  376,96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9,278  4,455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5)  142,656  381,419 所得稅費用 (6)  (10,022)  (71,430) 
      本年溢利本年溢利本年溢利本年溢利   132,634  309,989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60,876  317,268 非控股權益   (28,242)  (7,279) 
    

132,634 

  
309,989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7)  128,720  218,240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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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本及攤薄   15.19  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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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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溢利本年溢利本年溢利本年溢利  132,634  309,989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稅後淨額  (72,269)    (110,812)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43,807  33,211 
     本年其他全面收入本年其他全面收入本年其他全面收入本年其他全面收入，，，，稅後淨額稅後淨額稅後淨額稅後淨額  (28,462)          (77,601) 
     本年全面收入總額本年全面收入總額本年全面收入總額本年全面收入總額  104,172  232,388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4,973  226,816 非控股權益  (20,801)  5,572 
     
  104,172  23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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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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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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116  829,049 土地租賃預付款   18,467  18,537 商譽   41,000  39,048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130,971  120,656 持有至到期投資   224,551  127,699 可供出售投資   222,313  294,582 預付款   102,692  116,641 遞延稅項資產   32,242  27,522 

      非流動資產總值   1,688,352  1,573,734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095,163  1,164,523 應收賬款及票據 (9)  527,476  401,57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533,966  495,239 聯營公司欠款   3,674  2,220 其他關連公司欠款   1,864  1,760 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   -  17,336 已抵押存款   23,403  1,505 現金及現金等額   1,370,036  1,477,380 

      流動資產總值   3,555,582  3,561,539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0)  1,037,080  981,05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933,253  1,010,887 欠聯營公司款項   2,134  7,761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338,250  52,642 應付稅款   398,103  433,742 

      流動負債總值   2,708,820  2,486,088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846,762  1,075,451 

      總總總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資產減流動負債資產減流動負債資產減流動負債   2,535,114  2,64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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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279 遞延稅項負債   835  928 

      非流動負債總值   990  1,207 

      資產淨值   2,534,124  2,647,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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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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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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備   2,313,804  2,406,857 

      

   2,419,745  2,512,798 

      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   114,379  135,180 

      權益總值   2,534,124  2,647,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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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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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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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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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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該等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也沒有因而對財務
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引起重大改變。 

 

本集團沒有提前採納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準則、註譯及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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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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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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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5,733  770,308  80,640  7,186,681 其他收入及收益 50,419  57,145  40,717  148,281 總計 6,386,152  827,453  121,357  7,334,962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214,943  

 

(15,689)  (18,105)  181,149 

         利息收入       32,771 未分配收入       37,298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費用       (104,003) 融資成本       (13,83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  9,278  -  9,278 

        除稅前溢利       142,656 所得稅費用       (10,022) 本年溢利       132,63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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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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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費用       (100,191) 融資成本       (7,63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  4,455  -  4,455 

        除稅前溢利       381,419 所得稅費用       (71,430) 本年溢利       30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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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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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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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86  7,258  41,807  185,351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減值回撥) (3,324)  24,065  -      20,741 應收賬款減值/(減值回撥) 1,288  (1,649)  -  (361) 其他非現金支出/(收入) 92,000  2,227    282  94,509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2,993  127,978  -  130,971 資本開支* 152,070  955  139,160  292,185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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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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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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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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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及澳洲及澳洲及澳洲及 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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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0,227  93,474  1,381,269  618,991  56,452  106,268  7,186,681 

              非流動資產 896,641  101,974  153,019  54,126  -  3,486  1,209,246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內地 

  香港 

 澳洲及 紐西蘭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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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間客戶之收入 4,728,906  101,844  1,229,725  573,030  67,610  140,470  6,841,585 

              非流動資產 800,524  83,243  145,442  58,800  -  35,922  1,12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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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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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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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5  7,599 
融資租賃利息支出 22  31 
  

13,837 

  
7,6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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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港幣千港幣千港幣千元元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184,834  185,020 
攤銷土地租賃預付款 517  504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減值回撥) 20,741      (3,805) 
公平價值收益，淨額：    

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 -       (1,265)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減值回撥) (361)  777 
利息收入 (32,771)  (24,111) 
出售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之收益 (1,864)   (12,265)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被徵收物業補償淨收益           -  (125,286) 
其他出售虧損 14,209  10,321 
  

14,209 

  
(11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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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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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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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本集團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香港    

年內支出 7,402  3,90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準備） 801         (267) 

本年─其他地區    
年內支出 59,675  77,586 
過往年度超額準備 (53,822)  (16,739) 

遞延 (4,034)        6,943 
 
本年度稅項支出 

 

10,022 

  
71,430 

    
 
(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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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4.00 港仙) 
 

42,377 

  
42,377 

擬派發末期─每股普通股 8.15 港仙 
(二零一一年﹕16.60 港仙) 

 

86,343 

  
175,863 

  

128,720 

  
218,240 

 
本公司擬派末期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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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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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76,000 港元 (二零一一年：
317,268,000 港元)及於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059,414,000 股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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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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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之基本每股盈利沒有被攤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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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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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310,000 港元 (二零一一年：365,890,000 港元)及應
收票據 13,166,000 港元 (二零一一年：35,6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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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票據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即期 
少於四個月 
四至六個月 
超過六個月 

286,496 

178,390 

55,137 

7,453 

 223,437 
164,044 

8,647 
5,448 

 527,476  401,576 

 
給予貿易客戶之賒賬期一般為 45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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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末報告日，根據付款到期日分析應付賬款及票據帳齡，如下列示：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少於四個月 
四至六個月 
超過六個月 

1,028,927 

5,713 

2,440 

 742,549 
236,049 

2,458 
 1,037,080  98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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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8.15 港仙（二

零一一年：16.60 港仙）。末期股息總額為 86,343,000 港元；需經由本公司股東在二零一三年五月三

十日（星期四）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倘獲股東通過，末期股息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星

期一）派發予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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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局未受中、俄、美、法、日的大選及領導人換屆更替所影響，地緣性的衝

突大體上仍算受控。但環球經濟發展卻深受歐債危機及金融海嘯的後遺症所困擾，例如各主要發展

國家仍要不斷推出量寬措施，可是其經濟復甦依然無力持續。在二零一二年歐盟已陷入經濟衰退，

法國和歐盟穩定機制 ESM 及 EFSF 的 AAA信貸評級同被降至 Aa1。美國情況相對不算差，但繼

九月份推出 QE3後，不到三個月 QE4又要出台，可見其經濟復甦的基礎相當脆弱。連帶近年經濟

增長強勁的金磚四國亦受衝擊，其中巴西的經濟增長竟只剩下 0.9%。 

 

在回顧的一年，中國經濟增長從二零一一年的 9.3%，回落至 7.8%，令二零一二年中國內地的營商

環境卻相當嚴峻，其中尤以零售業及低端生產並以出口為主的行業最為艱困。原因是政府面對全球

經濟疲弱，但卻不能推出反周期的刺激經濟措施，以紓解苦困。因金融海嘯後的救市措施，已使部

份行業如房地產等過熱，地方政府債務飊升，物價，特別是食品價格已上升至影響民生的水平；再

加上歐、美、日等國已大印銀紙，熱錢流入逼使人民幣匯率於二零一二年中又重拾升軌。中央只有

在堅持調控的大方向下，進行微調以求達到 「有保有壓」的效果。宏調持續下受影響的行業頗眾，

特別是中、小型的民企；全國經濟活力因之而大不如前。再加上人口紅利已漸次消失，招聘勞工頗

不容易兼且成本日高。可是政府為改善貧富的嚴重差距，政策向勞工傾斜，將最低工資步步提高，

使經營成本不斷上升；對利潤率較低的行業而言，更是雪上加霜。零售業除要面對工資不斷增加的

壓力外，租金飊升的衝擊則更大。 

 

香港受中國內地及歐美市場所影響，故二零一二年的經濟增長亦從二零一一年的 4.9%下滑至

1.5%；出口按年增長更從上年度的 10.1%銳降至 1%。內部消費雖仍是香港經濟最活躍的一個環節，

但從第二季起已明顯放緩。影響所及，集團在中國內地及香港的零售業務受到衝擊，表現較去年差。

Jeanswest 在澳、紐亦要面對較淡靜的市道，但經過改進產品的設計和加強與顧客的溝通後，銷售

表現明顯超越同行競爭對手，以當地幣值計算，不但營業額能有雙位數的增長，溢利率亦能保持；

更創出了 Jeanswest 在澳、紐開業以來最高的銷售紀錄。出口銷售額在期內有輕微上升，但出口單

價及毛利率仍然受壓，因北美零售市道仍然低迷。幸出口業務在集團總體銷售上只佔約 10.72%，

所以影響輕微。 

 

全年綜合營業總額增長 5.04%，純利除非經常性收入之外下滑了 19.84%。主要原因是中國內地零

售業務的貢獻低於去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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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在回顧年度內的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化  

（單位：港幣千元） 

綜合營業總額 

  

7,186,681 

 

6,841,585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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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9,305 

1,376,428 

6,335,733 

770,308 

 

4,729,559 

1,228,918 

5,958,477 

768,628 

 

↑4.86% 

↑12.00% 

↑6.33% 

↑0.22% 

 

 

 

非經常性項目前純利  160,876 200,683 ↓19.84%  

本公司股東應佔純利  160,876 317,268 ↓49.29%  

      

（單位：港仙） 

每股盈利（基本） 

每股股息 

－末期 

－全年 

  

15.19 

 

8.15 

12.15 

 

29.95 

 

16.60 

20.60 

 

↓49.28% 

 

↓50.90% 

↓41.02% 

 

      

（單位：港幣千元）      

淨現金  1,055,034 1,425,965 ↓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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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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歐、美經濟持續疲弱，歐債危機又進一步加劇，零售淡風終吹至新興國家，中國內地和

香港的零售活動因之而明顯放緩；澳、紐零售氣氛亦呈呆滯。經營環境尤以中國內地市場最為困難，

因近年該地營運成本節節上升，市場競爭又激烈，導致經營溢利率受壓，更因貨品出廠價卻不斷飊

升，零售商只得被逼大幅加價；當消費者不願意接受新提價時，經營者為減低庫存只能不計成本削

價促銷；營運商環境比二零零九年金融海嘯後還要惡劣。真維斯的反應因為未夠果斷，靈活性亦嫌

不足，故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反之 Jeanswest 在澳、紐則因為應變得宜，行動機敏，不但能在淡

市中免受影響，表現更優於同行競爭對手，其銷售額亦創歷史新高。 

 

集團零售網絡業已覆蓋中國內地、澳洲、紐西蘭、香港、澳門、越南、馬來西亞、蒙古、尼泊爾、

斐濟、俄國、伊朗及委內瑞拉等地。年底時網絡合共有零售店舖 3,140間(二零一一年：3,261間)，

其中包括特許經營店 1,658間(二零一一年：1,781間)。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

度，集團零售總額為 6,335,733,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5,958,477,000 港元)，同比去年上升了 6.33%；

零售佔集團綜合銷售總額從去年的 87.09%進一步提升至 88.16%。存貨可供銷售日從去年的 62 日

略減至 5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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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市道承接二零一

一年秋季以來的弱勢一直相當淡靜，但市場競爭卻極為熾熱，減價傾銷已成新常態，導致真

維斯多項業務指標均未能達標，兼且新開店舖的落實數目亦落後於計劃。加盟業務方面，由

於彼等訂貨失準及真維斯所提供的輔導力亦嫌不足，最終令加盟店數目及加盟銷售量與去年

比較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落差，真維斯的庫存量因之而高企。為降低存貨水平，只能跟隨大市

削價促銷，遂影響了經營溢利率。從第二季中段起管理層取得供貨工廠的配合，得以能調低

零售價，使情況不致進一步惡化。由於降價促銷，加上真維斯網店銷售亦取得令人鼓舞的發

展，到年底時庫存已回落至可接受的水平。但經營費用特別是工資及租金，在淡市中仍然持

續攀升，蠶食了盈利率；真維斯全年業績因之而遜於去年。 

 

在回顧年度，中國零售的銷售額升至 4,959,305,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4,729,559,000 港元)，

與去年比較有 4.86%的升幅，並佔集團綜合營業總額 69.01%。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真維斯在中國有店舖 2,804間(二零一一年：2,931間)，其中含特許經營店 1,581間(二零

一一年：1,710間)，網絡覆蓋超過 250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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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 

 

中、港兩地零售市道低迷，競爭及價格戰又十分激烈，再加上租金不斷上升，在回顧的一年

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 的溢利率和銷售額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力。網店銷售增長

走勢仍是令人鼓舞，再加上品牌知名度日高，成本控制嚴謹，定價策略適宜，故能在一定程

度內紓緩了淡市的衝擊。年度內管理層增加了品牌的投資：在中港兩地舉辦全球性 LTSSYF 

ROXY Girls 地區選拔賽及Xgames世界極限運動大賽（亞洲站）、由Quiksilver贊助的選手

Sofia Mulanovich 更在海南島舉行的海南萬寧日月灣國際衝浪節2012比賽中贏得了個人衝

浪賽冠軍。 

 

2. 在澳洲及紐西蘭 

 

二零一二年澳洲經濟除與礦產有關行業外，景況仍然相當低迷，要經一連串減息行動後始能在

低位回穩。在這種平緩的零售市道中，零售商更受到日益眾多進軍澳洲的國際品牌所挑戰。當

地零售消費力，亦因買家十分容易就能透過互聯網選購海外名牌產品而有所攤薄。Jeanswest能

在淡市中突圍而出，實有賴於產品設計的改善和加強與顧客溝通方面的努力和成效。在成本控

制方面，供應鍊各主要環節上的效率亦有所提升，如全面落實在中國生產廠直接配送貨品到

Jeanswest 在澳、紐的店舖，使物流成本及庫存管理費用得以減低，就是眾多例子之一。二零一

二年度 Jeanswest 銷售額以當地貨幣量度，增長了 12%，溢利率亦能保持不墜；網店銷售更增

長超逾一倍，表現優於同行競爭對手。銷售總額超越了 Jeanswest 在澳、紐營運以來的紀錄。當

地管理層及員工應變的機敏和努力，實功不可沒。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澳、紐銷售總額為 1,376,428,000 港元(二零一

一年：1,228,918,000 港元)，同比上升了 12.00%，於二零一二年年底 Jeanswest 在澳、紐零售網

絡有店舖 234間(二零一一年：229間)，其中包括 6間特許經營店(二零一一年：6間)。 

 

3. 海外加盟 

 

期內真維斯/Jeanswest 在越南、馬來西亞、蒙古、尼泊爾、斐濟、俄國、伊朗及委內瑞拉已有

加盟店 38間(二零一一年：44間)。 

 

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 

 

在回顧的年度內，美國零售市道依然平淡，但產品生產成本卻高企不下，與出口單價背道而行，溢

利率遂進一步受擠壓，出口環境相當艱困。管理層在節約成本及開拓新品種上的努力，只能減少虧

損，尚未能轉虧為盈。因集團在生產業務的規模早已收縮，大部份缺乏競爭力的生產單位亦已關閉，

故出口業務的虧損對整體業務影響相對不大。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出口總值為 770,308,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768,628,000

港元)，比對去年上升了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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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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4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114,480,000 港元)，與去年比較下跌了 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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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 19,000 人(二零一一年：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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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認為除了要優化盈利能力為股東帶來最大的投資回報外，亦要盡其社會責任。故在生產過

程中一直嚴格遵守環保法規外，同時亦盡力回饋社會。每年除捐資興學 － 「希望小學」，資助「真

維斯大學生助學基金」及「真維斯希望教師計劃」外，亦發起職員定期捐血、到偏遠地區參與扶

貧，救濟孤寡、老弱的前線工作。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隨著美、俄、法、日的大選塵埃落定，中國又順利交班換屆，二零一三年的政治環境有望轉趨穩

定；加上美、日、歐盟的執政者，鐵定心腸大印鈔票，並將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以刺激經濟

復甦；在短期內大量低廉的資金應可穩住了危機的爆破，甚至使經濟能有輕微增長。故市場對二

零一三年的經濟展望還是相對的樂觀，最低限度可望較二零一二年平順，少些不明朗因素。不少

經濟分析師認為二零一三年新興市場增長會加快，因美、歐、日等國量化寬鬆的措施將會更為進

取，新興國家的出口業有望改善；中國及東南亞諸國表現將會較佳。在中國以習、李為首的領導

班子已順利接班，政局已穩定，經濟政策持續性增強，故二零一三年其經濟增長可望保持在 7.5%

的水平。香港經濟發展一向是跟隨中國內地及美國的走向，故於二零一三年應會享有較去年 1.2%

為高的增長；特區政府預期將在 2.5%至 4.5%的區間。集團的發展策略是利用較平順的客觀環境，

將業務鞏固及提高，「創造雙贏，讓對方先贏」。一切以市場為導向，以顧客為中心，顧客是包括

消費者，加盟商及員工，他們先贏，最後投資者及大股東自然會贏。落實此策略時，是要就各業

務的個別情況，對症下藥。 

 

集團在中、港的零售業務，由於在二零一二年度表現欠佳，故今年首要任務是必須先站穩陣腳，

扭轉利潤下滑的趨勢；銷售計劃寧可保守一點，並放緩開店的步伐。真維斯將加大力度提高商品

開發能量，務必令產品的設計和創新達到較高水平，重回「名牌大眾化」和「物超所值」的軌道，

使顧客樂於光顧，從而鞏固及提高顧客的忠誠度。對加盟商的輔助服務亦會加強，並將提供多一

點優惠政策，使他們恢復至較佳的營運狀態，彼此達到雙贏的效果。同時，將繼續嚴控制產品的

生產價格和口岸的經營費用。對員工的培訓和激勵亦是重點工作，務求增強團隊的向心力和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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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澳、紐 Jeanswest 在設計的改進及品牌形象的推廣上，均受到市場和顧客的認可；故二零一三

年仍將依循去年的發展策略，進一步擴充貨品種類，更新店舖的設計，希望品牌能經常保持新穎

形象，並以合理的價格及優良親切的服務，進一步取得顧客的青睞，從而使所佔市場份額得以擴

大。網店銷售方面將會進一步拓展。對發展海外加盟業務的資源投放亦會加強。 

 

旭日極速在香港將會繼續物色在商場、百貨公司及主要旅遊熱點的適合舖址。在中國內地，發展

力度將會適度加大，並計劃於上海 IFC 等黃金地段開設品牌旗艦店。 

 

集團的生產和出口業務，所面對的大形勢仍不容樂觀，因生產成本仍在飊升，出口市場的零售氣

氛仍然偏淡。故管理層將繼續致力於成本的控制、效率的提升，從而提高競爭力，以待低潮過後，

爭取較佳成績。 

 

如無難以預料的重大事故，管理層有信心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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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訂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星期四）舉行，詳情請參閱預期於二

零一三年四月十七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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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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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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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亦將由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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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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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 

 

公司管治公司管治公司管治公司管治 

 

本公司(a)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b)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一直遵守分別載於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及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條文 A.6.7 之偏離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A.6.7，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對股

東之意見有均衡的瞭解。由於鍾瑞明太平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林家禮博士（當時為非執行董

事）必須參與其他預先已安排之工作，故彼等未能出席本公司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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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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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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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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漢銓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鍾瑞明博士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王敏剛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及林家禮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