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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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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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OUS SUN ENTERPRISES LIMITED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旭日企業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3) 

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中期業績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上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收入 (2)  1,671,215  2,294,997 

銷售成本   (940,209)  (1,257,136) 

毛利   731,006  1,037,861 

其他收入及收益   51,428  56,679 

銷售及分銷支出   (477,292)  (704,265) 

行政費用   (236,045)  (300,809) 

其他費用   (16,084)  (38,782) 

融資成本   (7,295)  (4,446) 
      
經營溢利   45,718  46,23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584  497 
      

除稅前溢利 (3)  46,302  46,735 

所得稅費用 (4)  (6,248)  (9,702) 
      
本期溢利   40,054  3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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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8,473  37,732 

非控股權益   1,581  (699) 

期內溢利   40,054  37,033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港仙 

     (重新列示)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5)     

基本及攤薄      

－期內溢利   3.03  3.57 
      

每股中期股息   2.50  3.40 

      

本期已派發及擬派發股息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9。 

    
中期合併全面收入表中期合併全面收入表中期合併全面收入表中期合併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40,054  37,033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      
價值變動，稅後淨值   -  8,614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559)  (14,165)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稅後淨額   (559)  (5,55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9,495  31,482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7,914  32,181 
    非控股權益   1,581  (699) 

   39,495  3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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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中期中期中期簡明簡明簡明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34,041  657,604 

投資物業   161,694  161,694 

持有至到期投資   1,300,133  660,482 

其他非流動資產   144,561  139,536 

非流動資產總值   2,240,429  1,619,316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607,529  591,229 

應收賬款及票據 (6)  311,236  339,05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79,352  320,880 

現金及現金等額   551,314  733,436 

其他流動資產   90,139  92,573 

流動資產總值   1,839,570  2,077,168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7)  452,896  595,808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516,343  611,466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429,694  222,719 

應付稅款   128,753  140,217 

其他流動負債   508  86 

流動負債總值   1,528,194  1,570,296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311,376  506,8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51,805  2,126,188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總值   70,249  76,994 

資產淨值   2,481,556  2,049,194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8)  153,609  102,406 

儲備   2,316,396  1,937,432 

   2,470,005  2,039,838 

      

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   11,551  9,356 

權益總值   2,481,556  2,04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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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34：「中期財務報告」和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披露

規定而編製。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合併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的

審核委員會審閱。 

 

除下文所述外，編製截止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的

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表所採納者一

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已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的若干修訂。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如何編製及呈列本會計期間或以往會計期間

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纳任何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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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於期內，本公司董事局議決，將繼續投入資源至金融投資業務，因此，金融投資業務已

被重新指定為本集團的主要業務之一。就管理匯報目的，金融投資之業績亦已分開檢視

及評估。據此，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分部資料已重新列示，反映分部組

成之變動。 

 

下列表格分別列出本集團各營運分部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分部收入及分部業績資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零售業務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

零售業務  出口業務

出口業務出口業務

出口業務  金融

金融金融

金融投資

投資投資

投資  其他

其他其他

其他  總計

總計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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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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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向外間顧客銷貨  1,415,599  202,298  49,892  3,426  1,671,215  

其他收入及收益  14,885  4,186  -  17,347  36,418  

            

總計  1,430,484  206,484  49,892  20,773  1,707,633  

            

分部業績  10,307  1,896  47,934  8,390  68,527  

           

利息收入          3,134  

未分配收入          11,876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費用          (30,524)  

融資成本          (7,295)  

應佔溢利及虧損：            

聯營公司  -  584  -  -  584  

 

除稅前溢利 

        

 

  

46,302 

 

所得稅費用          (6,248)  

           

 

期內溢利 

        

 

  

4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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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零售業務  
出口業務  

金融投資  
其他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重新列示)  

            

            

分部收入(*)：            

向外間顧客銷貨  2,020,136  249,280  25,007  574  2,294,997  

其他收入及收益  24,315  4,177  -  9,636  38,128  

            

總計  2,044,451  253,457  25,007  10,210  2,333,125  

            

分部業績  40,907  2,336  23,861  1,556  68,660  

           

利息收入          10,538  

未分配收入          8,013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費用          (36,527)  

融資成本          (4,446)  

應佔溢利及虧損：            

聯營公司  -  497  -  -  497  

 

除稅前溢利 

          

46,735 

 

所得稅費用          (9,702)  

            

 

期內溢利 

        

 

  

37,033 

 

 

* 期間並沒有業務之間的銷售及轉發。 

 

(3)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示) 

    

折舊 54,855  62,388 

攤銷土地租賃預付款 85  89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519  6,065 

利息收入 (3,134)  (1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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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一五年：16.5%）

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則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管轄區域之現行稅

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 – 香港 5,415  3,752 

本期 – 其他地區 1,717  6,686 

遞延 (884)  (736) 

 6,248  9,702 

 

本中期合併損益表「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內，沒有計入任何聯營公司稅項費用（二

零一五年：無）。 

 

(5)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溢利 38,473,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37,732,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 1,271,049,000 股（二零一五年 (重新列示)：1,057,519,000 股*）計算。 

 

* 於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基本及攤薄盈利時，所採納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予調整，以反映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內供股之紅

利成份。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權

的認購價高於期間的平均市場價，故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之基本每股盈利沒有

被攤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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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 

應收賬款及票據包括已扣除減值準備的應收賬款共 311,236,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38,684,000 港元）及沒有任何應收票據（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6,000

港元）。於期末報告日應收票據的賬齡少於四個月。下列為應收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219,809  269,500 

少於六個月 66,201  43,554 

超過六個月 25,226  25,996 

 311,236  339,050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賒賬期平均為 45天。 

 

(7) 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 

 

應付賬款及票據於期末報告日的賬齡根據付款到期日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四個月 449,351  594,287 

四至六個月 2,063  1,261 

超過六個月 1,482  260 

 452,896  595,808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通常於 90天內償還。 

 

(8)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普通股股數

普通股股數普通股股數

普通股股數 面值

面值面值

面值 

 二零一

二零一二零一

二零一六

六六

六年

年年

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

二零一二零一

二零一六

六六

六年

年年

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位

千位千位

千位  千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 0.10 港元之普通股 1,536,084  1,024,056  153,609  102,406 

        

 

 

 

 

 

 

 

 



 - 9 -  

 

(8)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續) 

 

已發行股本如下已發行股本如下已發行股本如下已發行股本如下：：：： 

 

  發行股發行股發行股發行股份份份份數數數數目目目目  已發行股本已發行股本已發行股本已發行股本 

  千千千千位位位位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1,024,056  102,406 

供股所產生的變更 (附註 a)    512,028  51,20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536,084  153,609 

     

 

附註 

 

(a)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宣佈供股，乃按公司股東每持有兩股現有股份獲發

一股供股股份及認購價每股 0.90 港元的基準進行供股。供股其後於二零一六年五月

十七日完成，並同時發行 512,028,000 股股份。扣除供股的相關開支後，發行所得款

項淨額為 458,884,000 港元。 

 

(9)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派發股息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已派發末期股息 65,052  65,127 

    

擬派發中期股息 38,402  35,045 

 

(10) 比較金額比較金額比較金額比較金額 

 

由於指定主要業務及分類組成變更，故若干比較金額已重新列示，以與本期的呈列及披

露一致。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 2.50 港仙（二零一五年：

3.40 港仙）予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四）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派付予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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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在回顧的上半年度，世界經濟發展依然疲弱，不明朗因素增多。主要是與英國脫歐公投，歐

洲出現難民潮及美元加息步伐等有關。中國經濟增長則仍在放緩中，影響所及，零售市況比

去年同期來得困難；而澳、紐零售市道更突然出現逆轉，使 Jeanswest 業績受到沖擊。期內真

維斯及 Jeanswest 銷售錄得雙位數的跌幅，幸存貨仍能保持在健康水平，但毛利率受到壓力。 

 

據北京權威人士對現時宏觀經濟的分析，認為中國未來數年經濟發展將會出現「Ｌ」字型的

走勢；管理層深以為然，故進行供股集資，以進一步鞏固集團的財務狀況，令到能有充足財

力應付經濟低潮期的需要。是次供股行動，獲得 92.14% 股東的積極參與，超額認購 818.46%，

大大超過供股數量，成功集得資金約 4.6億港元。由此可見，投資者對管理層還是具有信心，

在有需要的時候，大力支持本企業的策略。 

 

基於上述原因，期內股東應佔中期溢利錄得 38,473,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二零一五年：

37,732,000 港元）上升了 1.96%。 

 

以下為本集團在回顧的上半年度內的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一六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 

（重新列示） 

 

變化 

（單位：港幣千元）    

綜合營業總額 1,671,215 2,294,997 ↓27.18% 

其中：     

A. 中國零售總額 959,362 1,476,566 ↓35.03% 

B. 澳、紐零售總額 456,237 543,570 ↓16.07% 

小計 1,415,599 2,020,136 ↓29.93% 

C. 出口銷售總額 202,298 249,280 ↓18.85% 

D. 金融投資 49,892 25,007 ↑99.51% 

本公司股東應佔中期溢利 38,473 37,732 ↑1.96% 

    

（單位：港仙）    

中期每股盈利（基本） 3.03 3.57 ↓15.13% 

中期每股股息 2.50 3.40 ↓26.47% 

    

（單位：港幣千元）    

淨現金及準現金 1,449,945 1,230,310 ↑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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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 

 

集團在中國內地業務仍以真維斯品牌為主。期內中國繼續其經濟轉型的改革，致使發展

速度放緩，並有「Ｌ」字型發展趨勢的論說；零售市況亦隨之而處於平淡，對比去年同

期更為不如。零售商爭相收縮其網絡，並削價促銷，使經營環境更趨困難。在此種經濟

下行壓力大的情形下，管理層堅持穩健的策略，認真控制經營的成本，關閉租金昂貴而

銷售表現不佳的店舖，因此，整體銷售金額下降較為明顯，但存貨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今年上半年中國內地零售總額比對去年同期，下跌了 35.03%，錄得 959,362,000 港元（二

零一五年：1,476,566,000 港元）。 

 

期間澳、紐宏觀經濟表現雖然不算太差，但服裝零售市道卻出現逆轉，恍似突然陷入寒

冬；各零售商只能大幅減價招徠，對毛利率沖擊較大。管理層在澳、紐亦調整了店舖網

絡，店舖數目從去年同期的 231 間，減少了 7 間至 224 間。期內，澳元兌美元走弱，對

Jeanswest澳、紐業務的表現亦為不利。幸庫存仍能保持在合理水平。 

 

上半年度澳、紐零售總額錄得 456,237,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543,570,000 港元），相較

去年同期下跌了 16.07%，若按澳元計算則下降了 10.87%。 

 

期內真維斯網店的銷售仍錄得增長，走勢算是不錯。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度集團零售業務總營業額合共錄得 1,415,599,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

2,020,136,000 港元），對比去年同期下滑了 29.93%。佔集團銷售總額的比例，亦從去年

的 88.02%下降至 84.70%。 

 

期內香港及中國內地零售市道疲弱，再加上店舖數目減少，故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的表現受到影響，銷售額及盈利率均是負增長。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店舖合共有 34 間（二零

一五年：38 間），其中在香港及澳門有 19 間（二零一五年：19 間）及在中國內地有 15

間（二零一五年：19 間）。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零售網絡包括真維斯 Jeanswest 及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合共有店舖 2,053 間（二零一五年：2,447 間）。 

 

2. 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 

 

回顧期內，集團出口的主要市場仍是美國，其經濟復甦步伐相對穩定，但零售市道卻未

能有相應的暢旺。期內「設計、生產及出口」表現遜於去年，因美國客戶落單量較去年

少。在上半年度內出口總金額達 202,298,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249,280,000 港元），較

上年同期下跌了 18.85%，佔集團總銷售額是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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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金融金融金融及物業投資及物業投資及物業投資及物業投資 

 

由於本公司的母公司自二零零五年起已經經營金融投資業務，並且成績不錯，所以管理

層認為，應該把其成功經驗引入本集團，以發展本集團的業務。在二零一五年年底，董

事局決定將金融投資列為本集團的其中一項新業務。在現階段，本集團的金融投資方向

仍以債券市場為主。投資對象仍只限於作風穩健，盈利質素佳以及對其管理層有較深認

識的企業所發的債券。在上半年度，本集團投資聚焦於為期三至五年企業高息債券。投

資額度約 13億港元。 

 

集團在國內亦有進行物業投資，但以自用為主。對象可分為辦公樓，在一線及省會城市

黃金地段的零售舖位，員工宿舍及貨倉，現時帳面值約 5億港元。 

 

4. 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 

 

由於利息長期偏低，所以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不再手持較多的現金，轉持有面值十多億港

元，可在市場變現的債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持有淨現金及準現金達

1,449,945,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1,230,310,000 港元），而其他財務指標均繼續處於健康

水平。 

 

在上半年度，本集團亦有訂立外匯期貨合約，主要用以穩定澳元收益所面對之匯兌風險。 

 

5.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 7,000 人。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水平緊貼

市場平均值。此外，本集團亦按業績及僱員表現給予適當獎勵。 

 

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 

 

展望下半年業績，管理層所持態度極為審慎，因英國脫歐已成定局，在各方面的努力協調下，

環球金融市況雖曾大幅波動，但總算井然有序，預期中的惡劣情況並未有出現。但危機仍未

解除，不明朗因素仍然充斥。歐洲諸國及日本量寬措施勢將加碼推出，但世界宏觀經濟疲弱

之勢，似難扭轉。美國雖已表明今年仍會加息，但市場認為或許會拖至年底。 

 

中國經濟改革仍在繼續深化中，增長仍將放緩。今年經濟發展相信仍可保有 6.5%的增長，達

到官方預期，但零售市道，估計不易出現大幅反彈。在淡市中，管理層將繼續堅持穩健策略，

悉力調整與鞏固店舖網絡；堅持重視質量，不重視數量，寧可銷售額下滑，亦要存貨處於健

康水平。店舖處於有可為狀態，品牌的投資及新產品的開發仍會繼續加大力度。藉此希望將

溢利率回復到較合理水平。 

 

澳、紐 Jeanswest 下半年的業績，希望能有所改善。出口表現估計與去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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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三）至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四）止（首尾

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獲派發上述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

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 至 1716號舖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在香港之股

份過戶登記處）登記。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
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條文 A.6.7 之偏離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6.7，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

對股東之意見有均衡的瞭解。由於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漢銓太平紳士、鍾瑞明太平紳士及王

敏剛太平紳士，必須參與其他預先已安排之工作，故未能出席本公司二零一六年股東週年大

會。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局命 

楊楊楊楊    釗釗釗釗太平紳士太平紳士太平紳士

太平紳士 

董事長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楊釗博士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楊勳先生、鮑仕基先生、許宗盛  銀紫荊星章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張慧儀女士及陳永根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漢銓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鍾瑞明博士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王敏剛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及林家禮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