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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營業額上升12.5%；EBIT上升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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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光實業（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
「本集團」或「集團」）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

  2014年 2013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3 3,891,572 3,647,197
銷售成本 6 (1,512,885) (1,361,894)
   

毛利  2,378,687 2,285,303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4 (4,400) 38,389
其他收入 5 25,717 25,448
銷售支出 6 (1,720,009) (1,639,500)
一般及行政支出 6 (384,249) (341,178)
其他營運支出 6 (33,416) (50,260)
   

營業溢利  262,330 318,202
財務成本  (37,139) (17,67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267 –
   

除稅前溢利  226,458 300,532
所得稅支出 7 (54,285) (67,034)
   

年度溢利  172,173 233,498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71,712 232,900
 非控股權益  461 598
   

  172,173 233,498
   

股息 8 76,392 76,392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9

 –基本  16.41 22.26
   

 –攤薄  15.98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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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溢利 172,173 233,498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滙兌差額 (34,417) 3,892
 重估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 (286) 27
  

年內扣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34,703) 3,919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37,470 237,417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7,738 236,666
 非控股權益 (268) 751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37,470 23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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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14年3月31日
  2014年 2013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93,473 511,416
 投資物業  – –
 預付租賃地價  47,256 60,079
 於聯營公司投資  54,989 –
 無形資產  63,197 60,497
 遞延稅項資產  63,775 60,416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  15,331 15,617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152,521 183,580
   

  890,542 891,605
   

流動資產
 存貨  1,194,031 1,167,029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423,494 314,565
 銀行結餘及現金  457,683 388,330
   

  2,075,208 1,869,924
   

資產總額  2,965,750 2,761,529
   

股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4,647 104,647
 儲備  1,353,691 1,292,345
   

 股東資金  1,458,338 1,396,992
 非控股權益  7,483 8,179
   

股權總額  1,465,821 1,405,171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126 2,337
 貸款  70,464 143,364
 可換股債券  331,456 316,419
   

  404,046 462,12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1 595,839 518,147
 應付所得稅  35,921 24,811
 貸款  464,123 351,280
   

  1,095,883 894,238
   

負債總額  1,499,929 1,356,358
   

股權及負債總額  2,965,750 2,761,529
   

流動資產淨值  979,325 975,68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69,867 1,86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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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惟可供出售財務資
產及若干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包括衍生工具）按公平值計量（視情況而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編製財務報表需進行若干重大會計估計，而規定管理層在採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判
斷。

採納新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

以下新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於2013年4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生效，本集團已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於2011年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2011年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2011年修訂） 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抵銷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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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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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採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詮釋第20號
年度改進項目 2009年至2011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除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引致下述於綜
合財務報表的披露有所變動外，採納上述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規定實體將呈列於「其他全面收益」之項目按該等項目其後是否可重新分類至損益（重
新分類調整）之基準分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規定作出新披露，有關規定主要涉及在財務狀況表中對銷的已確認金融工具以及
受總互抵協定或類似安排規限的已確認金融工具（不論是否會對銷）的量化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旨在透過提供公平值之精確定義及公平值計量之單一來源以及適用於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披露規定，使之較為一致及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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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首席經營決策者為行政董事。行政董事主要從產品及地區角度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管理層從地區角度
評核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和亞洲其餘地區之鐘錶及眼鏡業績。

營運分部間之銷售按相等於現行按公平原則進行的交易之條款進行。行政董事按除利息及稅項前經調整盈利 (EBIT)

及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評核營運分部之業績，計算該盈利時不包括未分配收入及集團淨開支。

集團淨開支主要為員工成本及高級管理層花紅撥備。未分配資產為集團層面的設備及應收賬款、於聯營公司投資、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遞延稅項資產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未分配負債為集團層面的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借貸、可
換股債券、遞延稅項負債及應付所得稅。

其他分部主要關於向一家關連公司收取樓宇管理費收入，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其他分部還包括澳門投資物
業的租金收入。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其他分部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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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分部總額 1,664,493 515,720 967,513 300,514 874,072 18,049 4,340,361

 分部間 – – – – (430,740) (18,049) (448,789)
       

 1,664,493 515,720 967,513 300,514 443,332 – 3,891,572
       

分部業績 232,797 (17,396) 25,778 5,149 94,042 (6,956) 333,414
      

未分配收入       3,175

集團行政淨支出       (74,259)
       

營業溢利       262,330

財務成本       (37,13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267
       

除稅前溢利       226,458

所得稅支出       (54,285)
       

年度溢利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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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其他分部 未分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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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性開支 (26,172) (15,410) (44,472) (11,345) (3,127) – (20,947) (121,473)

折舊 (30,744) (27,869) (32,940) (17,726) (1,797) (6,742) (2,574) (120,392)

攤銷預付租賃地價 – (3,817) – (3,307) – – – (7,124)

存貨撥回╱（撥備） 234 (2,823) (1,263) (1,297) 4,854 – – (295)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 (1,620) (1,062) (564) (214) – – – (3,460)

有法律義務合約的撥回 1,930 – 2,703 – – – – 4,633

 於2014年3月31日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其他分部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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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827,255 333,769 360,866 172,357 421,230 203,870 2,319,347

未分配資產       646,403
       

總資產       2,965,750
       

分部負債 252,075 53,280 151,737 33,131 86,924 441 577,588

未分配負債       922,341
       

總負債       1,49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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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其他分部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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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分部總額 1,446,474 561,936 864,105 320,776 867,910 17,581 4,078,782

 分部間 – – – – (415,174) (16,411) (431,585)
       

 1,446,474 561,936 864,105 320,776 452,736 1,170 3,647,197
       

分部業績 192,115 20,795 29,144 17,794 96,791 24,877 381,516
      

未分配收入       4,509

集團行政淨支出       (67,823)
       

營業溢利       318,202

財務成本       (17,670)
       

除稅前溢利       300,532

所得稅支出       (67,034)
       

年度溢利       233,498
       

 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其他分部 未分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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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性開支 (34,532) (75,297) (27,211) (19,851) (4,127) (9) (2,104) (163,131)

折舊 (36,222) (24,894) (29,290) (18,374) (1,165) (5,301) (993) (116,239)

攤銷預付租賃地價 – (4,069) – (3,404) – – – (7,473)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 – – – – 30,000 – 30,000

存貨撥備 (7,283) (5,074) (4,168) (2,066) (4,480) – – (23,071)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 (1,190) (2,168) (4,262) (1,904) – – – (9,524)

有法律義務合約的撥回╱（撥備） 1,242 – (3,074) – – – –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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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於2013年3月31日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其他分部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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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704,677 429,935 331,289 210,007 369,527 210,729 2,256,164
未分配資產       505,365
       

總資產       2,761,529
       

分部負債 205,451 56,056 134,606 43,862 43,940 655 484,570
未分配負債       871,788
       

總負債       1,356,358
       

按地區分析集團收入（不包括其他分部）如下：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2,231,728 2,022,557
澳門 284,913 229,931
中國大陸 334,445 281,743
台灣 7,687 7,995
亞洲其餘地區 1,031,735 1,103,273
歐洲 1,064 528
  

 3,891,572 3,646,027
其他分部 – 1,170
  

 3,891,572 3,647,197
  

按地區分析本集團的分部業績（不包括其他分部）如下：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341,093 306,421
澳門 87,069 65,340
中國大陸 (102,725) (93,211)
台灣 (2,439) (3,022)
亞洲其餘地區 19,766 81,841
歐洲 (2,394) (730)
  

 340,370 356,639
其他分部 (6,956) 24,877
  

 333,414 381,516
  



10

2. 分部資料（續）

按地區分析集團非流動資產（財務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如下：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272,673 293,290

澳門 165,667 165,396

中國大陸 61,386 46,452

亞洲其餘地區 220,613 275,389

歐洲 91,097 35,045
  

 811,436 815,572
  

3. 收入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貨品銷售 3,891,572 3,646,027

 租金總收入 – 1,170
  

 3,891,572 3,647,197
  

4.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虧損，淨額 (794) (1,276)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 30,000

滙兌（虧損）╱收益，淨額 (3,606) 9,665
  

 (4,400) 38,389
  

5. 其他收入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樓宇管理費收入 2,340 2,142

投資利息收入 3,175 4,509

利息收入 1,123 1,020

雜項 19,079 17,777
  

 25,717 2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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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列示的費用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存貨成本及原材料消耗 1,512,885 1,361,894

攤銷預付租賃地價 7,124 7,473

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
 －自置 120,045 115,999

 －租賃 347 240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 3,460 9,524

有法律義務合約的（撥回）╱撥備 (4,633) 1,832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5,536 6,574

 －非核數服務 1,867 1,869

樓宇營業租賃 686,057 634,216

存貨準備 295 23,071

應收款項減值 44 215

撥回壞賬準備 (197) (18)

捐款 10,256 6,498

僱員福利支出 693,155 629,501

其他 614,318 593,944
  

銷售成本、銷售支出、一般及行政支出
 及其他營運支出總額 3,650,559 3,392,832
  

7. 所得稅支出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已沖銷可動用稅項損失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2013：16.5%）
計算。海外利得稅乃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地區的適用稅率計算。

已計入綜合收益表的所得稅包括：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39,601 35,226

 –海外利得稅 21,198 29,110

 –過往年度撥備（過多）╱過少 (1,058) 1,256
  

 59,741 65,592

遞延所得稅 (5,456) 1,442
  

所得稅支出 54,285 6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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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派發每股普通股HK$0.036（2013：HK$0.036）的中期股息 37,673 37,673

建議派發每股普通股HK$0.037（2013：HK$0.032）的末期股息 38,719 33,487

建議派發每股普通股HK$零（2013：HK$0.005）的特別股息 – 5,232
  

 76,392 76,392
  

9. 每股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以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而計算。

 2014年 2013年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股計） 1,046,474 1,046,47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千元） 171,712 232,90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6.41 22.26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在假設全部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均獲轉換的情況下，按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本集團現有之潛在攤薄普通股為可換股債券。假設可換股債券已轉換為普通股及已調整純利以抵銷有關可換股債券
費用減稅務影響。

 2014年 2013年

全年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千股計） 1,046,474 1,046,474

兌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以千股計） 190,268 63,596
  

就攤薄影響而調整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股計） 1,236,742 1,110,07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千元） 171,712 232,900

可換股債券借貸費用（港幣千元） 28,180 5,393

其稅項抵免（港幣千元） (2,233) (61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經調整溢利（港幣千元） 197,659 237,680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15.98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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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 225,380 171,580

減：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撥備 (445) (630)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224,935 170,95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51,080 327,195
  

 576,015 498,145

減：非流動部份 (152,521) (183,580)
  

流動部份 423,494 314,565
  

按發票日分析的應收貿易賬款（附註）：
60日以下 73,930 63,393

60日以上 151,450 108,187
  

 225,380 171,580
  

附註：

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的平均信貸期為發票日起之60日。

11.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發票日分析的應付貿易賬款：
60日以下 264,563 194,783

60日以上 48,997 47,573
  

 313,560 242,35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82,279 275,791
  

 595,839 51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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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擔

(a) 本集團就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資本承擔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簽約但未作出撥備 21,066 22,256

已授權但未簽約 – 24,420
  

 21,066 46,676
  

(b) 營業租賃下的承擔（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在不可撤銷營業租賃下的未來最低租金付款總額如下：

 2014年 2013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樓宇
 1年內 633,404 587,205

 1年後但5年內 567,485 608,075

 5年以上 11,919 14,900
  

 1,212,808 1,210,180
  

該等租賃有不同租期、調整租金條款及續租權利。若干店舖的營運租賃租金乃按最低保證租金或銷售額租金
（以較高者為準）計算。上述承擔乃按最低保證租金計算。

13. 結算日後事項

於年末後，本集團額外收購CATENA SA的10%股權，代價為2,000,000瑞士法郎。於是次交易後，本集團持有
CATENA SA的4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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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董事會呈報本集團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

業務回顧

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的消費需求正處於較疲弱狀態，本集團面對更具挑戰性的一年。總括集團在中國
大陸、香港、澳門及台灣（「大中華」）在此甚為困難的情況下達至令人滿意的業績。不過，整體業績
則受東南亞業績所拖累。

然而，通過實施有效的市場營銷策略集團實現6.7%的營業額增長，營業額為HK$3,891.6佰萬（2013：
HK$3,647.2佰萬）。毛利率略減至61.1%（2013：62.7%）。

回顧年內，本集團於大中華的手錶及眼鏡業務錄得營業額HK$2,858.8佰萬（2013：HK$2,542.2佰
萬），按年增長12.5%。

股東應佔溢利為HK$171.7佰萬（2013：HK$232.9佰萬）。

然而，撇除下列各項因素後所報股東應佔溢利為HK$195.5佰萬（2013：HK$196.8佰萬）：

• 本財政年度沒有投資物業重估收益（2013：HK$30佰萬增值）；

• 可換股債券按全年計算之非現金影響為HK$20.2佰萬，去年為按三個月計算之影響為HK$3.6佰
萬；及

• 匯兌虧損HK$3.6佰萬，去年則錄得匯兌收益（2013：HK$9.7佰萬）。

本集團的大中華業務為集團提供重要盈利貢獻，EBIT增長17.2%至HK$323.0佰萬（2013：HK$275.5

佰萬）。



16

於13/14財政年度內，本集團努力提升財務紀律及生產力，並推動問責精神，積極採取專注的矩陣式
管理及多項其他措施，包括嚴控店舖裝修成本以減低資本開支、嚴謹的存貨管理、重定開店策略、
重定關鍵績效指標獎勵制度以及中央產品採購，此等措施已帶來效益改善，並貢獻上述業績。

主要營運開支（佔集團營業額的百分比）受到嚴密的監控以致升幅溫和：

• 租金2014：17.6%及2013：17.4%；

• 店舖員工支出2014：11.3%及2013：11.7%；及

• 營銷及廣告支出2014：4.1%及2013：4.2%。

年內，本集團於下列重要範疇亦取得改善：

• 集團存貨周轉率改善至285日（2013：292日）；

• 集團存貨撥備HK$0.3佰萬（2013：HK$23.1佰萬）；

• 營運業務所得淨現金流入HK$271.4佰萬（2013：HK$83佰萬）；及

• 集團借貸比率下降至28.0%（2013：30.3%）。

末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HK$0.037（2013：HK$0.032）。連同中期股息每股HK$0.036，
截至13/14財政年度的派息比率為44.5%（2013：32.8%）。

手錶零售業務－「時間廊」

於13/14財政年度，集團的手錶零售業務在店舖數目略為減少下錄得營業額增長8.6%至HK$2,180.2佰
萬（2013：HK$2,008.4佰萬），佔本集團銷售額56%。

除利息及稅前溢利（「EBIT」）上升1.2%至HK$215.4佰萬（2013：HK$212.9佰萬），但毛利率由上一財
政年度的63.2%下降至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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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4年3月31日，「時間廊」有392間店舖（2013：400間）。其區域分佈如下：

 2014 2013 變動

香港及澳門 110 113 -3
中國大陸 96 88 +8
東南亞 186 199 -13
  

總數 392 400 -8
  

香港及澳門－「時間廊」

於 13/14財政年度，此分部營業額持續增長，按年增加15.2%至HK$1,477.0佰萬（2013：HK$1,281.6

佰萬），而EBIT增長12.4%至HK$279.5佰萬（2013：HK$248.6佰萬）。

然而，營業額增長在下半年放緩，原因為香港經濟開始受到內地反貪腐及國內旅客消費放緩的雙重
影響。

因此，集團已採取多項措施以提高營業額增長，並改善同店生產力。

在香港，零售氣氛疲弱使集團於14/15財政年度面對營業額增長的壓力。但在採取適當策略及措施
下，除非外在條件進一步惡化，集團預計此分部持續溫和增長，並於14/15財政年度繼續為本集團作
出主要盈利貢獻。

最近，集團「鐵達時」品牌之廣告片「時間樹」獲頒由無線電視主辦的2014 TVB最受歡迎電視廣告大
獎之「至尊榮譽大獎」，我們已連續兩年獲頒此大獎，「至尊榮譽大獎」由廣告業界及觀眾共同選出。
此等獎項及榮譽再次肯定集團市場推廣的努力。

中國大陸－「時間廊」

於13/14財政年度，雖然店舖營運月份數目減少，內地手錶零售業務的營業額上升13.7%至HK$187.5

佰萬（2013：HK$164.9佰萬）；與12/13財政年度下半年相比，下半年增長18.4%。

虧損收窄近17.2%至HK$46.8佰萬（2013：HK$56.5佰萬）乃由於實行若干措施包括員工薪酬與銷售額
掛鈎、增加培訓、重新商議租金、結束表現欠佳店舖及成本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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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現時的開店策略為擴充至成本較低的二線及三線城市，集團在重慶及成都已開設9間新店，並在
北京及上海關閉17間表現欠佳的店舖。

集團的廣東省業務於店舖層面已預見達致收支平衡。集團預期14/15財政年度的同店生產力有望進一
步改善。

集團之「鐵達時」網上店舖 http://titus.tmall.com/ 於年內推出，成績令人滿意。為進一步發展此快速增
長的電子商貿市場，集團的「時間廊」網上店舖 http://citychain.tmall.com/ 亦已於2014年5月於「天貓」
推出。

很抱歉，集團於14/15財政年度達致收支平衡的目標現已難以實現。此目標乃於12/13財政年度第一季
度設定，而其時內地經濟增長強勁。其後經濟持續下滑，影響集團達成此目標的計劃。

然而，集團無論如何會繼續致力於短期內達致收支平衡。基於現時已見取得的效益改善，集團有信
心虧損於下一個財政年度會持續收窄。

東南亞－「時間廊」

於13/14財政年度，東南亞的「時間廊」業務表現受到嚴峻的零售氣氛不利影響，營業額下跌8.2%至
HK$515.7佰萬（2013：HK$561.9佰萬），並錄得虧損HK$17.3佰萬，去年則為EBIT HK$20.8佰萬。

馬來西亞的EBIT下降，原因為上半年銷售放緩，但下半年銷售額已有改善並持續至14/15財政年度第
一季度。

由於泰國拖延已久的政治局勢，集團的業務錄得營業額下跌及收支平衡的業績。集團已採取成本控
制措施以確保下個財政年度至少能維持現有收支平衡的業績。

受到高營運成本結構及人手短缺等困擾下，新加坡業務的虧損年內增加近一倍。14/15財政年度將採
取積極進取的成本及店舖整合措施，以減低虧損直至收支平衡。

時間廊時間廊
EBIT－由 2010年至 2014年（HK$佰萬）營業額－由 2010年至 2014年（HK$佰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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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零售業務－「眼鏡88」

「眼鏡88」營業額上升3.9%至HK$1,206.1佰萬（2013：HK$1,160.9佰萬），但EBIT受中國大陸業務虧
損拖累，下降8.3%至HK$54.3佰萬（2013：HK$59.2佰萬）。

於2014年3月31日，「眼鏡88」有234間店舖（2013：227間）。其區域分佈如下：

 2014 2013 變動

香港及澳門 95 93 +2
中國大陸 48 40 +8
東南亞 91 94 -3
  

總數 234 227 +7
  

香港及澳門－「眼鏡88」

於 13/14財政年度，本集團香港及澳門業務的營業額增加7%至HK$804.5佰萬（2013：HK$752.1佰
萬）。EBIT增加21.8%至HK$79.8佰萬（2013：HK$65.5佰萬）。

集團的眼鏡零售業務較少側重內地旅客消費，因此受內地經濟放緩影響亦較少。

若干因素導致理想的業績。店舖租金的增長受到控制及為改善營運效益所實施的措施導致EBIT增長
速度高於營業額增長速度。

此增長動力持續至14/15財政年度第一季度，集團有信心來年將有更為理想的表現。

中國大陸－「眼鏡88」

集團的「眼鏡88」內地業務隨著數間於成都開業的新店帶動而錄得營業額上升14.8%。但虧損擴大至
HK$30.7佰萬（2013：HK$24.1佰萬）。

隨著於2013年11月委任專責管理中國「眼鏡88」業務的中國行政總裁，內地業務重組於13/14財政年
度第三季度展開。

重組後已加快推行年內較早前已落實的改善措施並使改革更為明確及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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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13/14財政年度第三季度相比，13/14財政年度第四季度的營業額表現已有改善。由於增長動
力於14/15財政年度第一季度持續，集團預期來年表現有較理想的改善。

東南亞－「眼鏡88」

集團於東南亞的眼鏡零售業務同樣受惡劣的外在環境影響，營業額下降6.3%至HK$300.5佰萬（2013：
HK$320.8佰萬），而EBIT則跌至HK$5.2佰萬（2013：HK$17.8佰萬）。年內，大致上實施與東南亞「時
間廊」類同的措施。

與上半年相比，集團的馬來西亞業務於下半年有較快EBIT增長，全年EBIT為HK$4.2佰萬，按年增
長為62%。

儘管泰國的局勢不穩，集團的泰國業務EBIT即使有30%下降，仍然錄得HK$13.8佰萬。集團亦已採
取類同集團於手錶零售業務的改善措施，以防止於14/15財政年度盈利進一步下滑。

但是，馬來西亞下半年的改善及泰國業務在惡劣情況下維持盈利，被新加坡的虧損抵銷。

為穩定新加坡因受高成本結構及專業員工短缺等困擾下的情況，14/15財政年度將採取更積極的成本
及店舖整合直至收支平衡。

營業額－由 2010年至 2014年（HK$佰萬） EBIT－由 2010年至 2014年（HK$佰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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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零售業務 –「eGG」

香港–「eGG」

在香港，集團的「eGG」眼鏡業務營業額增長近一倍至HK$46.9佰萬（2013：HK$24.0佰萬），而全年
虧損收窄至HK$7.3佰萬（2013：HK$12.3佰萬）。店鋪擴展按原定計劃進行，現時於香港有12間店
舖。於14/15財政年度第一季度，香港店舖已有盈利，除非零售氣氛大幅轉壞，否則集團預期此增長
持續。

中國大陸–「eGG」

由於開設新店，中國大陸「eGG」營運於13/14財政年度錄得HK$16.0佰萬的首次虧損。

隨著內地日益富裕，快時尚眼鏡零售迅速增長並廣受一般消費者歡迎。因此，集團的「eGG op t i c a l 

boutique」業務模式以具時尚觸角的客戶群眾為目標，以把握此增長趨勢。集團的首間「eGG」店舖於
2012年12月開業。

回顧年內，內地增長放緩引致零售商鋪供應過剩。有鑑於此，集團採取謹慎的態度並檢討開店策
略，年內縮減擴展規模至現有的18間店舖。

市場競爭激烈，儘管如此，集團的「eGG」業務表現接近預期，原因為獨特的品牌形象、優良的產品
及服務質素令我們有別於其他競爭者。

來年，集團將致力改善毛利率以及強化供應鏈管理及現有流程（包括減低資本開支）。

此外，為與實體店舖產生協同效應，集團的網上店 http://eggyj.tmall.com/ 已於2014年1月於「天貓」啟
業，反應屬預期之內。

供應鏈管理及批發貿易

此業務部門包括本集團的供應鏈管理部及其批發業務部。

供應鏈管理部負責為本集團自家手錶品牌設計、採購及其他配套服務。

後者（批發業務部）從事手錶及眼鏡批發貿易，且包括通城集團（為「精工」及「ALBA」鐘錶產品於香
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獨家分銷商）及一間附屬公司（為「Suunto」手錶產品於香港的獨家分銷商）。

http://eggyj.t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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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政年度內，本部門的營業額微跌2.1%至HK$443.3佰萬（2013：HK$452.7佰萬），因受到東南亞不
利的外在環境導致第三方零售商訂單下跌。EBIT為HK$94.0佰萬（2013：HK$96.8佰萬），下跌2.9%。

中國大陸的虧損大約減少32%。集團預期在下一個財政年度將有進一步改善。

展望

從上述業績明顯可見，集團正朝著正確方向邁進，而直至現時已體現之改革將奠定集團達致長期可
持續增長的目標。然而，我們仍須更努力執行改善的措施。

由於疲弱的環球經濟及中國內地進一步放緩，集團預期將面對更具挑戰性的一年。然而，直至現時
為止，大中華包括香港及澳門業務於14/15財政年度第一季度在維持現有毛利率之下，持續錄得營業
額增長。

集團將繼續提高生產力及加強財務紀律。因此，我們審慎地認為，除非外圍環境進一步惡化，集團
預期下一年的業績表現將會有所改善。

財務

集團於結算日的借貸比率為28% (2013: 30%)。該項比率是根據集團的淨債務HK$408佰萬（2013：
HK$423佰萬）及股東資金HK$1,458佰萬（2013：HK$1,397佰萬）計算。集團的淨債務是根據集團的貸
款HK$535佰萬（2013：HK$495佰萬）和可換股債券HK$331佰萬（2013：HK$316佰萬）減集團的銀行
結餘及現金HK$458佰萬（2013：HK$388佰萬 )。集團於結算日的貸款總額中，HK$464佰萬（2013：
HK$351佰萬）的貸款須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

集團的貸款總額中約5% (2013: 9%)以外幣結算。而集團的港幣貸款，均經參考銀行最優惠利率或短
期 銀行同業拆息後釐定，以浮動息率計算。

集團不參與純投機的衍生工具交易。

於2014年3月31日，集團並沒有任何重大的或然負債。

集團資本結構

年內集團資本結構並無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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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架構變動

年內集團架構並無轉變。

僱員數目、酬金、獎金及僱員培訓計劃

集團以其經營國家的人力資源市場為準則，釐定給予當地僱員的報酬，並定時進行檢討。本集團於
2014年3月31日共有3,812位（2013年：3,603位）僱員。集團就業績及個別僱員表現提供按「關鍵績效
指標」釐定之獎金予合資格的僱員。集團亦提供相關的培訓計劃改善僱員質素、能力及技能。

集團資產抵押詳情

於 2014年3月31日，本集團部分永久業權土地及樓宇總值約HK$307佰萬（2013：HK$285佰萬）及預
付租賃土地總值HK$6佰萬（2013：HK$10佰萬）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取銀行信貸。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符合資格出席將於2014年8月8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本公司將於2014年
8月5日（星期二）至2014年8月8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第一次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

為符合資格獲派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本公司將於2014年8月14日（星期四）至2014

年8月18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第二次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
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

「第一次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第二次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的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分別須不遲
於2014年8月4日（星期一）及2014年8月13日（星期三）下午4時30分前，遞交至本公司之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末期將於2014年9月5日（星期五）派付。

上市證券的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
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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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除以下偏差外，本公司均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之規定（「守則規定」）：

守則規定第A.2.1條

根據守則規定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應由不同人士擔任。根
據集團目前的架構，黃創增先生身兼主席及行政總裁。本公司認為，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由黃創
增先生同時兼任，好處在於確保本集團內統一領導，從而使本集團之整體策略計劃更有效及有更高
效率。董事會亦相信，權力制衡並不會受到影響，因現時之董事由富經驗和能幹的人士組成，當中
有三分之二以上為非行政董事及獨立非行政董事，確保有足夠的權力制衡。

守則規定第A.4.2條

根據守則規定第A.4.2條，所有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每隔三年最少輪席告退一次。然而，
並非本公司所有董事均嚴格遵照守則規定第A.4.2條告退，而是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告退。公司細
則第110(A)條規定除主席或行政總裁外，自上次獲選起計任期最長的本公司三分一董事須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輪席告退。

守則規定第B.1.3條

守則規定載有有關薪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內容。本公司已採納守則規定第B.1.3條所載的職權範圍，
惟不包括有關檢討及釐定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福利的部份。由於行政董事較適合評估高級管理人員的
表現，本公司相信釐定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福利應由行政董事負責。

策略委員會

策略委員會，由三名行政董事，分別為黃創增先生（策略委員會主席、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劉德
杯先生（集團首席營運總監）及關志堅先生（集團首席財務總裁），以及兩名非行政董事，分別為馬雪
征女士及黃宇錚先生組成。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期間舉行了9次會議，討論集團業務、年度預算
及其他策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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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行政董事，分別為胡春生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胡志文教授及鄺易行博
士及兩位非行政董事，分別為馬雪征女士及黃宇錚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監
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於2013年11月22日、2014年4月9日及 2014年6

月23日舉行會議，討論事項包括集團之審核服務計劃、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其他
財務報告事項、確保本公司財務報表的完整性、準確性及公平性、檢討本集團整體內部監控制度的
成效，包括在會計及財務匯報職能方面是否擁有充足的資源、員工是否具備足夠的資歷及經驗，並
已接受充足的培訓，及是否有充足的預算，及檢討行政董事負責的一切重要商業事務，特別是持續
關連交易，並於提呈董事會批准前審閱本集團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業績及2013/2014年中期業
績。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胡志文教授（薪酬委員會主席）、胡春生先生、鄺易行博士（均為獨立非行政董事）、馬
雪征女士（非行政董事）及黃創增先生（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組成。薪酬委員會於2014年 6月23日
舉行一次會議，以對本集團行政董事之薪酬作出年度檢討及決定行政董事於14/15財政年度之花紅方
案。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黃創增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三位獨立非行政董事，分別為
胡志文教授、胡春生先生、鄺易行博士及非行政董事黃宇錚先生組成。提名委員會於2014年 4月9日
舉行一次會議，有鑑於截至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胡志文教授獲委任為獨立非行政董事已9年，考慮其獨
立性。

企業管治委員會

企業管治委員會由劉德杯先生（企業管治委員會主席及集團首席營運總監），三位獨立非獨立行政董
事，分別為胡志文教授、胡春生先生、鄺易行博士及兩位非行政董事，分別為馬雪征女士及黃宇錚
先生組成。委員會於2014年4月9日之會議檢討本公司遵守守則條文，其中包括須於企業管治報告中
披露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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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財務資料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乃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www.hkex.com.hk) 「最新上市公司訊息」一欄
及本公司網站 (www.stelux.com) 「公告及通告」一欄。本公司2014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
股東及上載於上述網站。

代董事會
黃創增

主席及行政總裁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衪旨意被召的人。」

羅馬書8:28

香港，2014年6月26日

公司董事（截至本報告日期）：

行政董事：
Chumphol Kanjanapas（又名黃創增）（主席及行政總裁）、劉德杯（首席營運總監）及關志堅（首席財務
總裁）

非行政董事：
黃創江、馬雪征、黃宇錚、胡春生（獨立）、胡志文（獨立）及鄺易行（獨立）

http://www.hkex.com.hk
http://www.stelu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