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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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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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44）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上半年」）
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之325,823,000港元
減少3.6%至314,062,000港元。

• 毛利率由39.7%下降至38.2%。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
利由129,218,000港元減少至119,919,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由33,616,000港元減少23.6%
至25,683,000港元，主要由於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

• 每股盈利由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之1.3港仙（重列）減少至二零
一五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之0.8港仙。

• 董事會議決不就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四
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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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Sincere Watch (Hong Kong) Limited（「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
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314,062 325,823
銷售成本 (194,143) (196,605)

  

毛利 119,919 129,218
其他收入 3,416 1,565
銷售及分銷成本 (20,918) (23,269)
一般及行政開支 (75,247) (58,549)

  

除稅、匯兌收益（虧損）及衍生財務工具
 之公平值變動虧損前溢利 27,170 48,965
已變現匯兌收益（虧損） 3,433 (4,476)
未變現匯兌收益（虧損） 12,945 (6,045)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虧損 (11,940) –

  

除稅前溢利 31,608 38,444
所得稅開支 4 (5,925) (4,82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5 25,683 33,616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6) 36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5,637 33,977  

（重列）
每股盈利 — 基本 7 0.8港仙 1.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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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36,499 40,637
 遞延稅項資產 11 16,032 14,225

  

52,531 54,862
  

流動資產
 存貨 423,127 436,33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9 98,720 92,376
 應收直屬控股公司款項 778 572
 衍生財務工具 – 722
 可退回稅項 3,944 10,129
 銀行結存及現金 512,063 316,115

  

1,038,632 856,25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10 276,969 330,474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2,633 1,334
 衍生財務工具 11,218 –
 應繳稅項 5,218 6,157

  

296,038 337,965
  

流動資產淨值 742,594 518,28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95,125 573,150
  

資產淨值 795,125 573,15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69,200 40,800
 儲備 725,925 532,3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95,125 57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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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40,800 59,546 801 2,822 450,602 554,571

      

期內溢利 – – – – 33,616 33,616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361 – 36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361 33,616 33,977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0,800 59,546 801 3,183 484,218 588,548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40,800 59,546 801 1,967 470,036 573,150
      

期內溢利 – – – – 25,683 25,683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46) – (4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46) 25,683 25,637
      

已付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 – – – – (27,680) (27,680)
供股時發行股份（附註12） 20,400 102,000 – – – 122,400
供股之交易成本（附註12） – (3,438) – – – (3,438)
配售股份（附註12） 8,000 99,200 – – – 107,200
配售股份之交易成本
 （附註12） – (2,144) – – – (2,144)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9,200 255,164 801 1,921 468,039 795,125

      

附註： 本集團之特別儲備為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時進行重組所收購
附屬公司之股份面值與本公司就收購所發行股份面值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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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4,444 (14,259)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7,757) (6,764)
 已收利息 2,719 1,42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 140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038) (5,199)
  

融資活動
 供股時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122,400 –
 配售股份之所得款項 107,200 –
 已付股息 (27,680) –
 供股之交易成本 (3,438) –
 配售股份之交易成本 (2,144) –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96,338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95,744 (19,45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6,115 333,281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204 –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512,063 31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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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財務報表呈列基準

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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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頒佈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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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此亦為本公司之功能
貨幣。

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Be Bright Limited，該公司由李月華
女 士 全 資 擁 有。本 公 司 之 直 屬 控 股 公 司 為 於 新 加 坡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之Sincere Watch 

Limited。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平值計量之衍生財務工具除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
遵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由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新詮釋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抵銷財務資產與財務負債；

•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非財務資產可收回金額之披露；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徵費。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新詮釋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
呈報金額及╱或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本公司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所審閱用作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內部報告
確定其經營分部，並按銷售所在地區位置進行分析。本集團有兩個業務分部，分別為分
銷華貴品牌手錶、時計及配飾以及餐飲業務。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賺取之除稅前溢利，不包括中央行政成本、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董事
薪酬等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未分配開支。此乃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向執行董事匯報
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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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中國內地
及澳門

其他亞洲
地區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241,402 53,336 19,324 314,062

    

業績
分部業績 88,066 26,408 5,445 119,919

    

已變現匯兌收益 3,433
未變現匯兌收益 12,945
衍生財務工具之
 公平值變動虧損 (11,940)
未分配開支 (96,165)
未分配收入 3,416

 

除稅前溢利 31,608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中國內地
及澳門

其他亞洲
地區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212,842 90,947 22,034 325,823

    

業績
分部業績 81,037 41,494 6,687 129,218

    

已變現匯兌虧損 (4,476)

未變現匯兌虧損 (6,045)

未分配開支 (81,818)

未分配收入 1,565
 

除稅前溢利 38,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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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 (5,953) (2,860)

 其他司法管轄區 (1,773) (2,974)
  

(7,726) (5,834)

遞延稅項 1,801 1,006
  

(5,925) (4,828)  

香港利得稅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16.5%）計算。
其他司法管轄區之稅項則按有關司法管轄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5. 期內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董事酬金 3,918 3,705

其他員工成本 16,071 14,494

其他員工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66 333
  

員工成本總額 20,355 18,53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646 8,908

租賃物業之最低租約付款 34,751 25,750
  

6. 股息

本公司董事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三
年九月三十日：無）。

期內已就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本公司股東宣派及派付末期股息每股0.8

港 仙（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九 月 二 日 進 行 之 股 份 拆 細 生 效 後，詳 情 於 附 註12載 述），合 共
27,68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就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本公
司股東宣派末期股息每股8港仙，合共32,64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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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溢利 25,683 33,616
  

（重列）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117,480,587 2,576,842,105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完
成之本公司股份供股紅股部分及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落實之股份拆細之影響作出調整，
有關詳情載於附註12。

8.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期內，本集團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約7,75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6,764,000港元），
主要包括本集團就開設新店及裝修添置租賃物業裝修約5,88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九月
三十日：5,511,000港元）。

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74,467 52,462

應收其他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4,253 39,914
  

98,720 92,376
  

按與各收益確認日期相若之發票日期計算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30天內 61,691 29,058

31天至90天 11,452 23,404

91天至120天 1,324 –
  

74,467 5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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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介乎30天至90天之信貸期。

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結餘中包括賬面總值為1,32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之應收賬款，該賬款於報告期間結算日已逾期，惟由於有關金額其後已收回，故本集團
並無作出減值虧損撥備。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193,043 229,578

應付其他款項及應計費用 83,926 100,896
  

276,969 330,474
  

按發票日期計算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90天內 72,125 63,803

91天至365天 120,918 165,775
  

193,043 229,578
  

11. 遞延稅項

以下載列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確認之主要遞延稅項資產（負債）以及其變動：

加速會計折舊 存貨撥備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594 10,074 (11) 12,657

匯兌調整 1 13 – 14

計入期內損益之抵免（開支） 917 98 (9) 1,006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512 10,185 (20) 13,677

匯兌調整 (3) (29) – (32)

計入期內損益之抵免 180 374 26 580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3,689 10,530 6 14,225
匯兌調整 – 6 – 6
計入期內損益之抵免 1,096 705 – 1,801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經審核） 4,785 11,241 6 1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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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 200,000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 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附註 iii） 20,000,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408,000,000 40,800

 供股時發行股份（附註 i） 204,000,000 20,400

 配售股份（附註 ii） 80,000,000 8,000

 股份拆細（附註 iii） 2,768,000,000 –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 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 3,460,000,000 69,200

  

附註：

(i)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四日，本公司建議透過按每股供股股份0.60港元之認購價供股發
行204,000,000股供股股份，基準為於記錄日期（即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每持有兩股
股份獲發一股供股股份，藉以集資約122,400,000港元（未計開支）。有效接納供股股份
及成功申請額外供股股份所涉及供股股份之股票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寄發予
獲配發人。供股及供股結果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四年三月四日及二
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之供股章程。

(ii)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五日，本公司訂立配售協議，據此，8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將
按配售價每股1.34港元配售予獨立投資者。配售事項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完成。

(iii) 根據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所通過普通決議案，本公司
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現有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拆細為5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
拆細股份，自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起生效。拆細股份各自與股份拆細前已發行股份
於所有方面享有同等地位，而股份拆細將不會改變股東任何相關權利。

此外，緊隨股份拆細生效後，本公司法定股本已透過增設額外10,000,000,000股未發行
拆細股份，由20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0股拆細股份）增加至400,000,000港元（分
為20,000,000,000股拆細股份），該等股份各自於所有方面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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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公平值乃按經常性基準以公平值計量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乃按外幣匯率報價計算，至於非期權衍生工具，則以工具年期之
適用收益曲線進行貼現現金流量分析。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衍生財務工具之計量按公平值層
級分類為第二級。

本集團之衍生財務工具指外匯遠期合約。估值模型之主要輸入資料包括遠期匯率（來自
報告期間結算日之可觀察遠期匯率）及合約遠期匯率。

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第一級與第二級之間並無轉撥。

14. 關連人士交易

期內，本集團曾與以下關連人士進行下列主要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一間同系附屬公司銷售 854 1,635

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採購 2,574 274

向一間關連公司支付包銷費用 3,060 –

向一間關連公司支付配售佣金 2,144 –

向一間關連公司支付行政服務費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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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上半年」）
之銷售額由去年同期（「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上半年」）325,800,000港元減少3.6%
至314,100,000港元。

毛利由去年同期129,200,000港元減少7.2%至119,900,000港元。毛利率由39.7%下
降至38.2%。

本集團錄得已變現匯兌收益3,4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已變現匯兌虧損
4,500,000港元。本期間有未變現匯兌收益12,9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未
變現匯兌虧損6,000,000港元。此外，於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衍生財
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虧損11,9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則
並無錄得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收益或虧損。

未變現匯兌差額源自以外幣計值之應付貿易賬款，其按結算日之匯率換算，
而任何估值差額其後於收益表確認為未變現收益或虧損。

除已變現及未變現匯兌差額以及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虧損外，本集團
除稅前溢利為27,200,000港元，較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上半年49,000,000港元減
少44.5%。

純利由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33,600,000港元減少23.6%至本年度25,700,000港元，
主要由於一般及行政開支由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之58,500,000港元增至
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之75,200,000港元。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主要歸因
於租金、折舊及員工成本增加，而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則主要由於回顧期內
佣金減少。

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由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6.6港仙（重列）上升約38.6%
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23港仙。

本集團每股盈利由去年同期1.3港仙（重列）下降38.5%至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
上半年每股0.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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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市場表現

香港

香港繼續為本集團主要市場，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佔本集
團 收 益 之76.9%。該 市 場 銷 售 額 由 上 一 個 期 間212,800,000港 元 上 升13.4%至
241,400,000港元。

中國內地及澳門

中國內地及澳門佔本集團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收益約17.0%。該地區銷
售額由去年同期90,900,000港元下降41.4%至53,300,000港元。

其他亞洲地區

其 他 亞 洲 地 區（即 台 灣 及 新 加 坡）之 收 益 由 去 年 同 期22,000,000港 元 下 降 至
19,300,000港元。

同時，該地區對本集團整體收益之貢獻由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佔本集
團總收益6.8%下降至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上半年6.1%。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Franck Muller手錶及配飾之香港、澳門、台灣及中國內地獨家分銷商，
並 代 理 其 他 五 個 尊 貴 品 牌 — de Grisogono、CVSTOS、Pierre Kunz、European 
Company Watch及Backes & Strauss。

本集團旗下兩間附屬公司於上一財政年度分別進佔中國上海及北京，有助提
升本集團於北亞之地位，重點發展中國市場。本集團亦不斷按別樹一幟的市
場策略為其享譽全球之手錶品牌建立形象及吸引力，包括於主要市場舉行別
具特色之宣傳盛事，以收提高品牌曝光率及擴大品牌網絡之效。

香港方面，本集團已於銅鑼灣開設樓高四層之旗艦專賣店，其中兩層闢作店舖，
另設兩間餐廳分佔其餘兩層樓面。

分銷網絡及市場佔有率

本集團之分銷網絡設有62個零售點及13間專賣店，總數達75個（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結束時為76個）。

除本集團經營之8間專賣店外，區內餘下67間手錶分銷門市由香港、澳門、台
灣及中國內地主要市場內28名獨立手錶經銷商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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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方面，本集團已與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建立緊密聯繫，務求打
入全國各地更多優越零售地段。

提升品牌知名度活動

本集團致力令本身品牌在別具慧眼的顧客心目中留下歷久彌新的印象。因此，
本集團舉行以下多個提升品牌知名度活動，以鮮明的產品形象及透過在相關
媒體重點介紹產品鞏固品牌領導地位。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本集團為銅鑼灣Franck Muller Maison旗艦專賣店舉行盛大
開幕禮。為隆重其事，Maison Franck Muller的揭幕禮邀得影后劉嘉玲小姐與亞
太區品牌大使張智霖先生聯同高級管理層主持剪綵儀式，當晚更舉行盛大開
幕派對，影視紅星吳建豪先生、周秀娜小姐、廖碧兒小姐及多位城中名人親
臨道賀，場面星光熠熠。四層旗艦專賣店洋溢著節拍強勁的音樂，賓客在隨
意參觀之餘更可欣賞神乎其技的魔術表現，同場還有剪影藝術家即席剪下賓
客盡興的一刻以作留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第二屆香港WPHH (World Presentation of Haute Horlogerie)高級
鐘錶展在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期間假座Franck Muller Maison順利舉行，讓一
眾愛錶人士及鐘錶鑑賞專家聚首一堂暢談彼此對製錶工藝的心得。為紀念此
重要時刻，本集團於九月十五日舉行開幕酒會，展出專為紀念Sincere成立60週
年而設計的特別版Vanguard Tourbillon和瑰麗雅緻的全新Opera女裝腕錶系列，
讓應邀出席的尊貴嘉賓及傳媒朋友先睹為快。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亦分別為Backes & Strauss及CVSTOS舉辦以下兩項活動。

Backes & Strauss於旗艦專賣店附設之餐廳舉行傳媒午餐會及貴賓晚宴，席間該
品牌的行政總裁Varkess Knadjian先生親自招待尊貴嘉賓，並介紹Backes & Strauss
這家全球最悠久鑽石公司的歷史及其珠寶腕錶系列，出席貴賓更有機會試戴
為慶祝品牌面世225週年而打造的「獨一無二」匠心傑作—Piccadilly Princess Royal 
Colors。

CVSTOS聯 席 創 辦 人 兼 首 席 設 計 師Antonio Terranova先 生 親 臨CVSTOS於 一 樓
CVSTOS店中店舉行的酒會會見傳媒，當晚再假座旗艦專賣店附設餐廳舉行
貴賓晚宴。Antonio Terranova先生介紹品牌將獨特高科技概念注入華貴鐘錶製
作的理念，並呈獻Challenge Gustave Eiffel及Chrono II等二零一四年新作，讓嘉賓
欣賞傑作之餘，同時享用美酒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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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儘管大中華地區之經濟前景難望取得鉅大增長，但預期亞洲應可繼續在全球
華貴品零售業擔當領導角色。

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在區內進行市場推廣及提升品牌知名度活動，並借助周大
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旗下廣泛網絡開拓更多銷售點，務求進佔矚目零售熱點
以擴大分銷網絡，從而帶領品牌打入區內優越地段。

本集團將繼續審慎控制開支，務求爭取最高資本回報。憑藉與日俱增的品牌
實力及家喻戶曉的知名度，本集團將致力鞏固本身在核心市場的領導地位，
進一步為股東帶來理想回報。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現金及銀行結存512,100,000港元，較二
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結存316,100,000港元增加62.0%。本集團並無未
償還銀行貸款。

本集團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撥付其業務及投資活動所需。本集團之流動資
產淨值由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518,300,000港元增加43.3%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之742,600,000港元，並較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之537,400,000港元
改善38.2%。董事相信，本集團現有財務資源足以應付其承擔及現時營運資金
所需。

資本結構及外匯風險

回顧期內，本公司完成供股及配售新股份，以增加本公司之資本基礎。本公
司亦已透過拆細股份之方式進行股本重組、更改其股份每手買賣單位及增加
其法定股本。董事相信，拆細股份將減少買賣差價，有助改善本公司拆細股
份之買賣流通性，從而吸引更多投資者及擴闊其股東基礎。董事會亦認為，
更改每手買賣單位將令拆細股份以更合理每手買賣單位及價值進行買賣。該
等供股、配售新股份及拆細股份對本公司資本結構之影響於本公告第11頁之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2詳述。上述交易之全部詳情亦可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四年三月四日、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二零一四年八月六日及二零
一四年八月二十日之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之供股章程
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四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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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收入主要以港元列值，而本集團具備充裕之經常現金流量以應付營
運資金所需。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已變現匯兌收益3,400,000港元，而
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則錄得已變現匯兌虧損4,500,000港元。此外，本集
團於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有未變現匯兌收益約12,900,000港元，而二零
一四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則錄得虧損6,000,000港元。再者，於二零一五年財政年
度上半年錄得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虧損11,9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四
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並無錄得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虧損或收益。

本集團採取審慎政策管理財務風險、外幣及利率。本集團繼續受惠於供應商
提供之優惠付款條款，而在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變動之影響」時，
此等條款可能不時產生未變現收益或虧損。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

本期間內並無進行重大收購附屬公司事宜。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重大投資及收購重大資本資
產之具體未來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員工及僱傭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包括董事在內的員工人數為142名（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16名）。該增長主要由於需要更多員工為業務營運提
供更佳支援。僱員按市場水平獲發薪酬，並享有酌情花紅與醫療福利及受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保障。

本集團不斷檢討員工薪酬，以確保維持競爭力且符合市場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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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券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
或已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另行知會本
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身分

所持
股份數目
（好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李月華 實益擁有人 265,000,000 7.66%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 1,530,000,000 44.22%

附註： 該等股份由Be Bright Limited全資擁有之Sincere Watch Limited持有，而Be Bright Limited則由
李月華女士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月華女士被視作於該等1,530,000,000

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記
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已根據標準守則另
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亦無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
之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擁有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已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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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上文所披露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
之權益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向本公
司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或已另
行知會本公司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股東名稱 身分

所持
股份數目
（好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Sincere Watch Limited 實益擁有人（附註1） 1,530,000,000 44.22%

Be Bright Limited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 1,530,000,000 44.22%

附註：

1. 該等1,53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以Sincere Watch Limited之名義登記及實益擁有。

2. 該等股份由Be Bright Limited全資擁有之Sincere Watch Limited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Be Bright Limited被視作於該等1,53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或
已另行知會本公司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
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
作為與其他董事擁有同等地位之董事會成員，應出席股東大會，對公司股東
之意見有公正之了解。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文德先生因其他公務而未能出席本
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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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
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已經由本集團獨立核
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
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核數師就審
閱中期財務報告發出之報告將載入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報告內。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
務報表。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刊登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
告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並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Sincere Watch (Hong Kong) Limited

主席
李月華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月華女士（主席）及朱俊浩先生（副主席兼董事總
經理）；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文德先生、羅妙嫦女士及黃潤權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