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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EK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威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3）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威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
期之比較數字概述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066,045 862,357

銷售成本  (602,017) (466,141)
   

毛利  464,028 396,216

銷售及分銷成本  (343,388) (298,803)

行政費用  (66,213) (60,122)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369) 5,591

融資成本  (1,733)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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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51,325 41,672

利得稅開支 4 (9,837) (5,562)
   

本期溢利 5 41,488 36,110
   

其他全面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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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 (241)
   

本期總全面收入  44,188 35,869
   

股息 6 31,055 20,850
   

每股盈利 7

 基本  1.737港仙 1.559港仙
   

 攤薄  1.728港仙 1.55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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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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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6,497 2,400
 產業、廠房及設備  234,166 148,692
 預付租賃款項  7,405 7,722
 已付租金按金  81,732 63,135
 收購產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 59,892
 收購投資物業之已付按金  – 2,517
 遞延稅項資產  8,483 9,893
   

  338,283 294,251
   

流動資產
 存貨  515,888 449,580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 45,424 56,442
 預付租賃款項  256 262
 已付租金及水電按金  49,399 45,943
 作抵押銀行存款  6,341 6,500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92,612 76,879
   

  709,920 635,60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9 88,023 78,185
 已收租金按金  17 12
 有抵押銀行借貸 － 一年內到期  147,546 82,487
 應付稅項  18,909 14,476
   

  254,495 175,160
   

流動資產淨值  455,425 460,446
   

  793,708 75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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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3,888 23,888

 儲備  765,804 721,233
   

  789,692 745,121
   

非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借貸 － 一年後到期  – 5,145

 遞延稅項負債  4,016 4,431
   

  4,016 9,576
   

  793,708 75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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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1. 遵例聲明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要求而編製。

2. 編製基準
除若干物業按公平價值（如適用）計算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
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採用以下與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之香港會計師公會所
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報告之金
額及╱或披露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營運分類

向本公司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人）報告之資料，乃為針對所提供的商品類別作出資源分配
及評核分類表現。主要營運決策人並無將所識別之營運分類彙合於本集團之報告分類。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類」，本集團之報告及營運分類為化妝品及時裝，其主
要業務如下：

化妝品 － 銷售化妝品
時裝 － 製造及銷售女裝時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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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按報告及營運分類劃分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化妝品 時裝 分類總數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826,938 239,107 1,066,045 – 1,066,045
分類間之銷售 – 119 119 (119) –
     

 826,938 239,226 1,066,164 (119) 1,066,045
     

分類間之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分類溢利（虧損） 58,098 (2,682) 55,416 – 55,41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216
中央行政成本     (2,574)
融資成本     (1,733)
     

除稅前溢利     51,325
     

 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化妝品 時裝 分類總數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618,286 244,071 862,357 – 862,357

分類間之銷售 – 66 66 (66) –
     

 618,286 244,137 862,423 (66) 862,357
     

分類間之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分類溢利 37,191 7,973 45,164 – 45,16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346

中央行政成本     (2,628)

融資成本     (1,210)
     

除稅前溢利     4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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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類資料

計量分類溢利時包括在內或由主要營運決策人定期檢討之金額：

 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化妝品 時裝 分類總數 公司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102,812 4,984 107,796 109 107,905

產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2,001 7,454 19,455 1,258 20,713
     

 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化妝品 時裝 分類總數 公司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開支 14,290 7,709 21,999 – 21,999

產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9,873 9,015 18,888 1,244 20,132
     

4. 利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包括：

利得稅
 香港利得稅 7,801 4,028

 其他司法權區 1,213 642

遞延稅項 823 892
  

 9,837 5,562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於其他司法權區所產生之稅項
乃按於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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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期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已扣除：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30 132

產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0,713 20,132

出售產業、廠房及設備之損失 518 274
  

並已計入：

銀行利息收入 134 303

淨匯兌（虧損）收益 (4,349) 3,964

租金收入 924 43
  

6.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期間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二零一五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3港仙
 （二零一四年：每股0.9港仙） 31,055 20,850
  

二零一五年度末期股息每股現金1.3港仙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被
通過。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三日，已支付現金股息31,05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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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本期溢利及就計算每股基本
 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41,488,000港元 36,110,000港元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388,884,410 2,316,537,410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11,529,680 4,890,357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400,414,090 2,321,427,767
  

8.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貿易款項為
22,07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25,416,000港元）。本集團就其銷售櫃位應收款項
給予30至60日之信貸期；而給予批發客戶之信貸期介乎60至120日。以下為本報告期末，按發
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3,097 17,227

31－60日 1,134 1,482

61－90日 403 275

逾90日 7,440 6,432
  

 22,074 2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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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貿易款項為
33,66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29,464,000港元）。於本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
列之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詳情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6,323 23,222

31－60日 3,454 1,433

61－90日 1,601 2,431

逾90日 2,288 2,378
  

 33,666 29,464
  

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已議決宣派截至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本公司股份0.80港
仙（二零一五年：0.70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三）或
前後支付予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獲派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
日）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買賣附帶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中期股息權利之股份之最後日期將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五）。為符
合資格獲派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股東須於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所有相關股票
及過戶表格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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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達1,066,045,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862,35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23.6%。營業額中有826,938,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618,286,000港元) 是來自化妝品業務，較去年同期上升33.7%，佔集團
總營業額77.6% （二零一四年：71.7%）。時裝業務之營業額達239,107,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 244,07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2%，而時裝業務之毛利率為70.5%，較
去年同期之71.7%下跌了1.2個百分點。本期化妝品業務之毛利率為35.7%，與去年同
期之35.8%相若。期內之股東應佔溢利為41,48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6,110,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4.9%。其中原因是本期化妝品業務之分類業績錄得58,098,000

港元之盈利，與去年同期之盈利37,191,000港元相比大幅上升56.2%。至於本期時
裝業務之分類業績錄得2,682,000港元之虧損，與去年同期之盈利7,973,000港元相
比下跌10,655,000港元，下跌133.6%，主要是由於海外市場之貨幣，包括台灣幣、
新加坡元及人民幣，明顯受到匯率疲弱之影響而錄得5,431,000港元之匯兌虧損，
相反，去年同期則錄得1,793,000港元之匯兌收益，若撇除兩期的匯兌損益影響合共
7,224,000港元，本期時裝業務錄得2,749,000港元之盈利，相比去年之6,180,000港元
之盈利下跌3,431,000港元，下跌55.5%。

化妝品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集團已設立有82間Colourmix專門店（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76間），77間設立於香港，4間位於澳門，1間位於中國。於二零一五
年八月份，集團更開展了另一化妝品零售業務，創立MORIMOR化妝品專門店，截
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在香港剛設立了1間專門店，未來會陸續擴展。 而回顧
期內化妝品零售業務錄得營業額826,93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618,286,000港元），
錄得33.7%之增長，佔本集團總營業額77.6%，而同店銷售亦錄得11.5%之增長。每
宗交易的平均銷售金額亦由去年同期358港元增加至本期之377港元，按年升5.3%。
本期化妝品業務之毛利率為35.7%，與去年同期之35.8%相若。本期化妝品業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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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業績錄得58,098,000港元盈利，與去年同期之37,191,000港元盈利對比大幅上升
了56.2%。主要由於化妝品零售店舖擴展得宜，具規模效益的網絡令成本費用相應
減低，以及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時裝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集團於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及中國大陸之時
裝店舖數目合共155間（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174間），至使本期整體時裝業務
營業額與去年同期比較下降了2%，店舖數目較去年同期減少了19間。店舖數目減
少主要是由於集團期內整頓了新加坡、中國及台灣市場之零售網絡，將一些表現
不理想之店舖結束，減輕了對整體時裝業績之負面影響。時裝整體毛利率由去年
同期71.7%下跌至本期之70.5%。時裝業務分類業績錄得2,682,000港元之虧損，而去
年同期則錄得7,973,000港元之盈利。

時裝業務－香港及澳門市場

香港及澳門之時裝零售業務佔集團時裝總營業額的78.8%。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香港及澳門市場之營業額達188,45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77,513,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6.2%，而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跌1.7個百分點至71.8%，期
內同店銷售錄得2.4%升幅。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集團在香港及澳門共設有
80間店舖，去年同期有79間店舖。

時裝業務－台灣市場

本財政年度上半年台灣零售業務錄得營業額18,30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4,382,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24.9%，主要由於期內結束了8間表現不於理想之店舖。截
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集團在台灣店舖數目有25間（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31間）。台灣於期內同店銷售按當地貨幣計算錄得6.4%的升幅。

時裝業務－新加坡市場

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新加坡零售業務錄得營業額16,75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22,83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26.6%，主要是由於店舖數目由二零一四年九月
三十日之13間減少至本期末之9間，將表現欠佳的店舖結束以減輕其對整體時裝業
務之負面影響。期內，新加坡市場之同店銷售按當地貨幣計算錄得2.6%的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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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業務－中國市場

於回顧期內，中國市場之營業額達15,58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19,342,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下跌了19.4%，主要是由於店舖數目減少所致。 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集團旗下品牌Veeko及Wanko在中國之店舖數目共41間（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
日： 51間）。

展望

集團預期零售業所面對的挑戰將會持續，消費意慾仍然趨於審慎，然而管理層會
繼續緊密觀察未來市場上各種波動及不明朗之因素，作出適當的應變措施，保持
審慎之財務及營運管理，嚴格控制成本，並會加強庫存管理，以減低庫存成本，提
升存貨效益。展望未來，由於美容護膚產品已成為消費者日常所需之必需品，故化
妝品業務受市況逆轉影響相對較少，化妝品業務仍是本集團的主要收益來源及增
長引擎。未來集團會繼續致力豐富產品系列，增加獨家經銷及潮流之美容產品，
培訓員工提供優質專業之服務以及加強內部整固。業務拓展方面，截至二零一五
年九月三十日止，集團已設立有82間Colourmix專門店，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份更開
展了另一化妝品零售業務，創立MORIMOR化妝品專門店，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
三十日止在香港剛設立了1間專門店，未來會陸續擴展。 MORIMOR化妝品專門店
整合全球優質護膚美容概念，為顧客帶來高品質潮流護膚及美妝產品，而且產品
多元化，範圍涵蓋護膚、香水、彩妝、美髮、身體護理及藥妝保健食品等，當中尤
其以韓國系列化妝及美容保養產品深受年輕顧客歡迎，而專業貼心的美容顧問提
供適切之個人化服務及護膚諮詢，讓顧客盡情享受輕鬆愉快之美容體驗。為了配
合化妝品業務未來發展，集團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份完成以86,680,000港元收購位
於葵涌大連排道偉倫中心二期三樓全層面積25,618平方呎之物業，以作為擴充化妝
品倉庫及寫字樓之用。自二零一五年十月一日至十一月十四日期間，化妝品業務
銷售額按年比錄得約14.8%之升幅，而此期間之同店銷售則與去年同期持平。

時裝業務方面，香港及澳門市場之時裝零售業務佔集團時裝總營業額的78.8%，未
來時裝業務仍以香港及澳門市場為主，為應對疲弱的零售環境，集團將繼續積極
優化產品設計組合及提升顧客購物體驗，以迎合市場不斷轉變的要求。海外市場
方面，東南亞地區如台灣、新加坡等地之貨幣匯率貶值，不單影響以港元報告之銷
售額，並導致該等市場成本上升。本集團會繼續審慎調控海外市場店舖組合，進一
步將表現不理想之店舖結束以減輕對整體時裝業務之負面影響，把業務重點放於
有盈利之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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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對於未來發展審慎樂觀，認為有危自有機，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下，提升自身內
在競爭力才可為未來持續穩定的發展打好基礎，保持核心業務的長遠穩健增長。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本期末，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460,446,000港元減
少至455,425,000港元。

於本報告期末，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主要為港元及人民幣）為98,953,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83,379,000港元）。未償還銀行借貸（主要為港元）為

147,54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87,632,000港元）。借貸主要用於化妝
品零售網絡之擴展及收購物業所付餘款。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集團完成了收
購一項物業及投資物業，代價分別為86,680,000港元及3,920,000港元。

於本報告期末，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2.79倍（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3.63倍），而
負債比率為0.19（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0.12），乃按本集團借貸總額147,546,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87,632,000港元）及權益總額789,692,000港元（二
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745,121,000港元）計算。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設施為322,83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243,937,000港元），當中本集團已動用之融資金額為177,198,000港
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30,075,000港元）。管理層相信現有之財政資源足
以應付日後之擴展計劃。如有需要時，本集團亦可以優惠條款取得額外融資。

外匯風險

本公司數家附屬公司均有以外幣採購（主要為美元及歐元），導致本集團須承受外
幣風險。管理層會密切監察外匯風險，並會於有需要時考慮通過訂立遠期合約以
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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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本報告期末， 就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設施而向若干銀行抵押之資產為
150,02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55,265,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獲授之銀行融資設施向
若干銀行提供348,133,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263,159,000港元）之擔
保，其中177,19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30,075,000港元）已由附屬公
司動用。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有約2,500名員工（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2,400名）。本集團主要根據業內慣例釐定員工薪酬，包括保險及醫療褔利。本集
團亦已根據個人表現採取一套獎勵計劃予員工。除基本薪酬福利外，部份主要員
工更獲分配購股權，以作為獎勵及鞏固員工對集團之歸屬感。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具體查詢後，所有董
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包括所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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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同仁，衷心感謝全體員工之忠誠服務、貢獻及努力，對一直支持
本集團之各位股東、客戶、供應商及業務夥伴亦深表感謝，並希望各位繼續為本集
團的成功作出貢獻。

代表董事會
威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鄭鐘文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鄭鐘文先生（主席）及林玉森女士，以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霍錦柱博士、楊威德先生及楊永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