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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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www.elegance-group.com）

（股份代號：907）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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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業績，連同
二零一二年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361,458 431,174

銷售成本  (360,650) (429,403)
   

毛利  808 1,771

其他收入 4 6,816 2,385
銷售及分銷開支  (7,564) (7,484)
行政開支  (60,914) (48,204)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224) 34,838
財務費用 6 (5) –
應佔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43) 919
 一間聯營公司  (740) (926)
   

除稅前虧損 5 (61,866) (16,701)

所得稅 7 (1,297) 2,785
   

本年度虧損  (63,163) (13,916)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9,665) (11,334)
 非控股權益  (3,498) (2,582)
   

  (63,163) (13,916)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9

 基本及攤薄  (18.44)港仙 (3.50)港仙
   

有關上年度擬派股息之詳情於本公佈附註8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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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 (63,163) (13,916)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應佔換算共同控制公司之匯兌差額 (134) 140

應佔換算一間聯營公司之匯兌差額 18 610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677 1,510
  

本年度之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561 2,260
  

本年度之全面虧損總額，扣除稅項 (62,602) (11,656)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9,189) (9,430)

 非控股權益 (3,413) (2,226)
  

 (62,602) (1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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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2,820 222,049
投資物業  7,500 5,46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4,757 15,060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投資  4,035 5,88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804 1,526
可出售金融資產  520 520
遞延稅項資產  – 1,077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支付之訂金  396 1,786
   

非流動資產總值  240,832 253,365
   

流動資產
存貨  92,089 73,696
貸款予一間共同控制公司  338 –
應收賬款及票據 10 75,514 91,79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440 5,254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  63 47
可收回稅項  1,169 1,131
現金及現金等值  93,031 162,271
   

流動資產總值  267,644 334,19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1 42,810 37,29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9,214 38,460
應付稅項  2,989 2,950
   

流動負債總額  75,013 78,702
   

流動資產淨值  192,631 255,49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33,463 508,86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37 786
   

資產淨值  432,526 508,07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2,365 32,365
儲備  388,692 447,881
擬派特別股息 8 – 12,946
   

  421,057 493,192

非控股權益  11,469 14,882
   

權益總額  432,526 50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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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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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
包括全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準則
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除投資物業及股權投資按公允值計量外，財務報表乃按
歷史成本法編製。除非另有註明，否則此等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所有數值均按四
捨五入法調整至最接近之千位。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編製本年度財務報表時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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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該等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而於財務報表應用之會
計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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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歐洲 221,579 244,206

北美洲 95,891 113,66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 35,935 61,959

其他亞洲國家 6,141 8,571

其他 1,912 2,775
  

 361,458 43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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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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2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10,444,000港元）及
34,75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4,24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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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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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收益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銷售貨品 361,458 431,174
  

其他收入
銷售廢料 104 787

銀行利息收入 1,207 677

租金收入總額 874 838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所得股息收入 5 4

其他 4,626 79
  

 6,816 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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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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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357,257 429,569

折舊 28,644 29,28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417 412

核數師酬金 900 880

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經營租約租金 2,037 3,424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及行政總裁酬金）：
 工資及薪金 184,665 196,936

 退休金計劃供款** 861 858
  

 185,526 197,794
  

租金收入總額及淨額 (874) (838)

滯銷存貨撥備╱（撥備撥回）* 3,393 (166)

匯兌差額，淨額 34 292

其他經營開支╱（收入）淨額：
 應收賬款減值撥回 (319) (13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收益） 2,597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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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7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2,040) (16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453)

 出售可出售金融資產之收益 – (33,948)
  

 224 (34,838)
  

* 列入綜合損益表中之「銷售成本」。

** 於申報期間結算日，本集團並無已沒收退休金計劃供款可供削減未來年度之退休金計
劃供款（二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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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要求時悉數償還之銀行透支利息 5 –
  

7.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二年：16.5%）之稅率
計算撥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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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計
算。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即期－香港
  本年度支出 18 1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9 408

 即期－其他地區
  本年度支出 10 21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2 4

 遞延 1,228 (3,237)
  

本年度稅項開支╱（抵免）總額 1,297 (2,785)
  

8. 股息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擬派特別股息－無（二零一二年：每股普通股4港仙） – 12,946
  

9.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年內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59,665,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11,334,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323,649,123股（二零一二年：323,649,123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發行具攤薄潛力之股份，故並無
就攤薄而調整該等年度之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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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平均45至120日（二零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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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按付款到期日呈列之應收賬款及票據（扣除應收賬
款及票據減值）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74,098 79,608

91至180日 793 449

181至360日 432 953

超過360日 191 1
  

 75,514 81,011

應收票據 – 10,787
  

總計 75,514 91,798
  

11.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按付款到期日呈列之應付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39,301 33,455

91至180日 2,417 2,370

181至360日 625 427

超過360日 467 1,040
  

總計 42,810 3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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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對本集團來說是另一個充滿挑戰的一年，
原因為本集團連續第二年錄得虧損。中國大陸之經營成本急升是導致本集團虧損
的主要原因。回顧年度內勞工成本持續上升，尤以農曆新年後為然，但每名工人的
產出率並無上升或其升幅與勞工成本之升幅不成比例。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亦是造
成本集團錄得虧損的另一原因。另一方面，本集團因面對競爭而未能將售價上調。

縱觀全球市場，至今仍未看到全球經濟環境出現明顯改善，當中尤以本集團的兩
個最大市場分部－歐洲及北美洲為然。事實上，回顧年度內此兩個市場對本集團產
品的需求下降。本集團對歐洲的銷售減少9.27%至221,579,000港元，而對北美洲的
銷售減少15.64%至95,891,000港元。本集團之總銷售收入由去年之431,174,000港元
減至本年度的361,458,000港元。

因此，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59,665,000港元，而去年錄得虧損11,334,000港元。

展望

鑑於中國大陸的最低工資於今年三月已進一步上調6.67%，預計中國大陸的經營環
境將依然嚴峻。此外，人民幣兌美元及港元之匯價最近繼續攀升。本集團在中國大
陸的一間主要附屬公司已於本年初將其經營模式由來料加工形式成功轉型為外商
獨資企業，於中國大陸的經營成本定必因此增加。本集團在中國大陸的經營成本
將難免被進一步推高。

此外，全球經濟將於何時復甦仍是未知之數。雖然美國經濟已展現令人鼓舞的復
甦跡象，但歐洲大陸疲憊的經濟環境以及市場憂慮美國聯邦儲備局將於短期內減
少貨幣供應的氣氛，將令到全球經濟復甦進程受阻。上述形勢發展將令到經營環
境波動及難以看清前景。消費者信心以及本集團的產品銷售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上述因素影響。

本集團管理層完全明白這些挑戰。為了應對上述難關，本集團在本年初已嘗試上
調部份產品售價並略見成效。本集團亦一直採取更多成本控制措施，以提高效率
並增強其製造活動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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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華南地區為基地的製造商已日益明白到當前的經營環境不利於整體營運。本集
團必須集中於管理系統的結構和文化的轉型，以應對中國大陸經營環境以及市場
的變化，並且維持競爭力以迎接未來挑戰。在此過程中，加上面對較難確定的市場
因素，本集團需要面對暫時的挫折。管理層正致力精簡營運，並有信心具備足夠資
源迎接挑戰。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繼續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其中現金及銀行結
餘達93,031,000港元，而資本負債比率為零。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本集團之權益為421,05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93,192,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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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本集團
預期不會就此面對任何重大外匯風險。然而，本集團因人民幣升值而受到若干外
匯影響。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重要外匯合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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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租賃物業裝修、設備及機器有已訂約但未
撥備之資本承擔62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368,000港元）。於二零
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其附屬公司所獲融資向銀行提供72,000,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25,400,000港元）之擔保因而產生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大陸及香港聘用3,773名（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4,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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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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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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致力實施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以履行其責任。董事會相信，良好企
業管治可讓股東獲得最大利益。本公司一直瞭解透明度及問責性之重要性。本集
團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
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作為其本身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董事認為，本公
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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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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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寬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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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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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
年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潘國輝
先生、譚學林博士及王忠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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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於即將在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派付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特別股息每股普通
股4港仙）。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四（即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屆時將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事宜，以便處理股
東週年大會之投票代表安排。為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下午
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以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致意

本人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本集團全體員工及董事同寅之貢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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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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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izio De Gasperis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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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