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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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C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高 雅 光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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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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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210,596 191,537
銷售成本 (207,650) (189,370)

  

毛利 2,946 2,167
其他收入 3 1,057 2,137
銷售及分銷開支 (5,924) (3,914)
行政開支 (28,044) (30,117)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126) 1,112
應佔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70) (275)
 一間聯營公司 (534) (449)

  

除稅前虧損 4 (30,695) (29,339)

所得稅 5 (84) 2,186
  

期內虧損 (30,779) (27,153)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9,628) (25,636)
 非控股權益 (1,151) (1,517)

  

(30,779) (27,153)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
 每股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9.15)港仙 (7.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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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30,779) (27,153)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將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應佔換算共同控制公司之匯兌差額 6 (140)
 應佔換算一間聯營公司之匯兌差額 (3) 25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62) (7)

  

期內之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159) (122)
  

期內之全面虧損總額，扣除稅項 (30,938) (27,275)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9,856) (25,759)
 非控股權益 (1,082) (1,516)

  

(30,938) (2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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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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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29 212,820
投資物業 7,500 7,50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4,685 14,757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投資 3,971 4,035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267 804
可出售金融資產 520 520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支付之訂金 428 396

  

非流動資產總值 238,300 240,832
  

流動資產
存貨 82,441 92,089
貸款予一間共同控制公司 92 338
應收賬款 8 112,420 75,5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105 5,44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 60 63
可收回稅項 818 1,169
現金及現金等值 36,248 93,031

  

流動資產總值 240,184 267,64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44,258 42,81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8,659 29,214
應付稅項 3,042 2,989

  

流動負債總額 75,959 75,013
  

流動資產淨值 164,225 192,63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02,525 433,46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37 937

  

資產淨值 401,588 432,526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2,365 32,365
儲備 358,836 388,692

  

391,201 421,057
非控股權益 10,387 11,469

  

權益總額 401,588 43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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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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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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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及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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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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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貸款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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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銷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
 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其他全面收入

 項目之呈列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對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修訂

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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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從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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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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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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歐洲 124,600 115,983
北美洲 63,188 52,71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 14,145 17,730
其他亞洲國家 7,735 4,572
其他 928 534

  

210,596 19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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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6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57,595,000港元）及
18,93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1,60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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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收益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銷售貨品 210,596 191,537

  

其他收入
銷售廢料 76 62
銀行利息收入 117 806
租金收入總額 448 474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之股息收入 2 4
其他 414 791

  

1,057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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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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208,050 186,725
折舊 13,056 14,846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10 208
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經營租約租金 943 1,25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96,508 98,190
 退休金計劃供款 431 450

  

96,939 98,640
  

滯銷存貨撥備╱（撥備撥回） (400) 2,645
匯兌差額，淨額 833 (426)

其他經營開支╱（收入）淨額：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123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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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 (1,985)

  

126 (1,112)
  

5.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其他地區－期內支出 84 15
遞延 – (2,201)

  

期內稅項開支╱（抵免）總額 84 (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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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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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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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2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25,636,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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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無就攤薄而調整該等期間之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

8. 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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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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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採取其他信貸改善措施。應收賬款並不
計息。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按付款到期日呈列之應收賬款（扣
除應收賬款減值）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110,129 74,098

91至180日 1,416 793

181至360日 786 432

超過360日 89 191
  

總計 112,420 75,514
  

9. 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按付款到期日呈列之應付賬款之
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42,278 39,301

91至180日 1,302 2,417

181至360日 161 625

超過360日 517 467
  

總計 44,258 4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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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除稅後虧損30,779,000港元，
相比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27,153,000港元。誠如本集團上一份年報所述，本集
團製造業務營運所在的華南地區之經營環境依然嚴峻。本集團在深圳的主要
製造公司於本年初由來料加工形式轉型為外商獨資企業後，各項製造成本均
有所增加，其中以中國的稅項增幅較大。除了深圳的最低工資於本年三月進
一步增加約7%後，中國內地工人的規定保額亦由本年一月起大幅增加。由於
經營成本上升，本集團因收入增加而略為改善的毛利率基本上亦被全數抵銷。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銷售額增加10%至210,596,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則為
191,537,000港元。集團對所有區域市場的銷售額均有所增加，惟對中國市場的
銷售額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下跌20%。銷往本集團之最大市場歐洲的銷售額增加7%至124,600,000
港元；銷往本集團之第二大市場北美洲的銷售額增加20%至63,188,000港元。

展望

由於中國內地的勞工及相關成本不斷上漲，本集團之業務所屬的勞工密集型
的製造業將繼續處於被動和劣勢，這是因為中國經濟政策的近期發展，普遍
被理解為不利於輕工業產品製造行業。為應對如此棘手的經營環境以及勞動
力短缺和不穩定的難題，本集團旗下的機器製造附屬公司將繼續設計及度身
訂造更多機器，提升適用的自動化生產工序。另外，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致
力精簡營運及推動團隊努力以改善本集團的生產效率。

集團亦關注到人民幣兌美元及港元匯價持續升值，其勢必進一步削弱本集團
的盈利。在這種大環境下，節省成本是本集團的優先要務。

縱觀全球，美國聯儲局何時會撤回量化寬鬆計劃，以至撤回計劃對全球經濟
的影響，仍屬未知之數。這些不確定因素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消費者的購買
意欲，因而影響本集團產品的銷售額。鑑於眾多因素預示未來前景黯淡，故
管理層對於短期前路實在難以樂觀，但仍會竭盡所能，希望在當前艱險的營
商環境下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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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繼續維持現金淨額狀況，其中現金及現金
等值達36,24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93,031,000港元），而資本負債
比率為零。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權益為
391,201,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421,05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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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匯合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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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大陸及香港聘用3,372名（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3,866名）全職僱員。本集團參考市場情況以及各僱員之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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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買、
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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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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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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獲授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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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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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組成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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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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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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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彼等於回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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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於一九九九年成立，目前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潘國輝
先生、譚學林博士及彭詢元先生。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檢討與本公司
外聘核數師之間的關係、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制
度及內部監控程序，以及履行董事會轉授之企業管治職能。

審閱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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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致意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本集團全體員工之貢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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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許亮華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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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紳士及彭詢元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