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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啊！你是我的燈；耶和華照明了我的黑暗。

撒母耳記下22:29

我（耶穌）是光，我到世上來，叫所有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裡。

約翰福音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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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寶光實業（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本集團」）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及財務資料。本集團截至 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於2016年9月30日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截至2016
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以及有關附
註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4, 5 1,453,506 1,786,204
銷售成本  (586,691) (718,190)
   

毛利  866,815 1,068,01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6 67,952 (8,240)
其他收入 7 12,652 15,816
銷售支出  (727,138) (825,997)
一般及行政支出  (198,163) (218,806)
其他營運支出  (21,657) (11,208)
   

營業溢利  461 19,579
財務成本  (46,298) (43,173)
   

除稅前虧損 8 (45,837) (23,594)
所得稅支出 9 (1,741) (9,440)
   

期內虧損  (47,578) (33,034)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7,666) (33,079)
 非控股權益  88 45
   

期內虧損  (47,578) (33,034)
   

股息 10 – –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的
 每股虧損 11
 －基本  (4.5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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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虧損 (47,578) (33,034)
  

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滙兌差額 (38,528) (57,398)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重估 (60) (63)
  

期內扣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 (38,588) (57,461)
  
  

期內全面虧損 (86,166) (90,495)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6,191) (89,602)
 非控股權益 25 (893)
  

期內全面虧損 (86,166) (9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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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16年9月30日

  未經審核
  2016年 2016年
  9月30日 3月31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2 423,700 451,192
 預付租賃地價 12 27,346 29,777
 無形資產 12 105,628 104,200
 遞延稅項資產  88,646 76,162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  12,069 12,129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4 139,164 153,846
   

  796,553 827,306
   

流動資產
 存貨 13 1,054,361 1,098,607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4 414,181 433,250
 銀行結餘及現金  582,716 599,225
   

  2,051,258 2,131,082
   

資產總額  2,847,811 2,958,388
   

股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104,647 104,647
 儲備  961,875 1,125,156
   

 股東資金  1,066,522 1,229,803
 非控股權益  7,040 7,015
   

股權總額  1,073,562 1,236,818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393 7,342
 貸款 17 16,428 18,048
 可換股債券 18 – 336,475
   

  28,821 361,86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6 636,870 589,235
 應付所得稅  8,016 4,082
 貸款 17 1,100,542 656,439
 可換股債券 18 – 109,949
   

  1,745,428 1,359,705
   

負債總額  1,774,249 1,721,570
   

股權及負債總額  2,847,811 2,95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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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營運活動所得現金  92,892 201,732
 已付利息  (7,014) (4,884)
 支付香港利得稅  (237) (237)
 支付海外利得稅  (5,586) (10,300)
 已退回海外利得稅  – 644
  

營運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  80,055 186,955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  (28,618) (56,278)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190 1,104
 購入商標  (2,630) –
 購入子公司 21 – 7,871
 出售預付租賃地價所得款項  – 1,551
 已收利息  1,738 957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29,320) (44,795)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提取銀行貸款  710,265 351,218
 償還銀行貸款  (266,707) (479,782)
 償還融資租賃本金  (30) (36)
 已付本公司股東股息  – (10,465)
 贖回可換股債券  (482,330) –
 已付可換股債券利息  (6,493) (6,493)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45,295) (145,55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增加╱（減少）淨額  5,440 (3,398)
於4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599,225 460,143
匯率變動的影響  (21,949) 369
  

於9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82,716 457,1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582,716 45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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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可換股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滙兌儲備 債券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權益 總計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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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5年4月1日 104,647 1,977 10,401 (26,046) 77,090 1,278,411 1,446,480 7,350 1,453,830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33,079) (33,079) 45 (33,034)
其他全面虧損：
 匯兌差額 – – – (56,460) – – (56,460) (938) (57,398)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重估 – – (63) – – – (63) – (63)
         

截至2015年9月30日
 止期間之總全面虧損 – – (63) (56,460) – (33,079) (89,602) (893) (90,495)
         

已付股息 – – – – – (10,465) (10,465) – (10,465)
         

於2015年9月30日 104,647 1,977 10,338 (82,506) 77,090 1,234,867 1,346,413 6,457 1,352,870
         

於2016年4月1日 104,647 1,977 9,878 (41,726) 77,090 1,077,937 1,229,803 7,015 1,236,818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47,666) (47,666) 88 (47,578)
其他全面虧損：
 匯兌差額 – – – (38,465) – – (38,465) (63) (38,528)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重估 – – (60) – – – (60) – (60)
         

截至2016年9月30日
 止期間之總全面
 （虧損）╱溢利 – – (60) (38,465) – (47,666) (86,191) 25 (86,166)
         

撥回可換股債券儲備 – –  – (77,090) – (77,090) – (77,090)
         

於2016年9月30日 104,647 1,977 9,818 (80,191) – 1,030,271 1,066,522 7,040 1,07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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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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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十六適用之規定而編製。

此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須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2016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下文所述外，編製此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16年3月31日
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用相同。

以下準則修訂及詮釋於2016年4月1日開始或其後之會計期間生效。採納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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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改進項目2014 2012至2014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主動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釐清折舊及攤銷可接納之方法
 第38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農業：生產性植物
 第41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之入賬例外情況
 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戶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未於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準
則、準則的修訂及詮釋。

中期所得稅乃採用將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累計。

2. 估計

編製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作出影響會計政策的採用及所報資產及負債以及收支數額的
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在編製此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採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不確定性
的關鍵來源，與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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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風險管理

3.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經營活動面對各種財務風險：外匯風險、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資料並無載列年度財務報表內規定的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披露事項，應
與本集團於2016年3月31日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本集團之風險管理政策自年末起並無變動。

3.2 公平值評估

本集團按公平值計量財務工具，其規定以下列公平值計量架構披露公平值計量層次：

– 同類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上的報價（未經調整）（第一級）。

– 除第一級所包括的報價外，資產或負債的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從價格得出）觀察所
得輸入值（第二級）。

– 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釐定的資產或負債輸入值（即不可觀察輸入值）（第三級）。

本集團的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及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乃按公平值計量並按第三級分類。

期內並無互相轉移第一級、第二級及第三級之財務工具。

本集團的第三級工具乃採用包括折現現金流量分析的估值技術，並經參考有關特定財務工具的
輸入值（如股息流、折現率及其他特定輸入值）釐定。

期內估值技術並無改變。

3.3 本集團的估值程序

本集團的財務部門審閱本集團對以公平值列示作財務報告用途的財務工具的估值，包括第三級
公平值。此等估值其後匯報至首席財務總裁及集團高級管理層以就估值過程及估值結果的合理
性作出討論。

3.4 以攤銷成本計量的財務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

本集團的財務資產賬面值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存放於認可財務機構的存款及應收賬款，而
財務負債賬面值包括應付賬款及短期借款，因於短時間內到期而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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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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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董事從地區角度評核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和亞洲其餘地區之本集團鐘錶及眼鏡業績。

收入為貨品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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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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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淨支出。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批發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集團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分部總額 502,396 166,096 516,735 101,707 274,640 1,561,574
 分部間 – – – – (108,068) (108,068)
      

 502,396 166,096 516,735 101,707 166,572 1,453,506
      

分部業績 (39,112) (10,322) 25,627 (17,516) 21,589 (19,734)
     

未分配收入      75,901
集團行政淨支出      (55,706)
       

營業溢利      461
財務成本      (46,298)
       

除稅前虧損      (45,837)
所得稅支出      (1,741)
       

除稅後虧損      (4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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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截至 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批發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集團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分部總額 759,817 198,103 544,678 114,927 328,810 1,946,335
 分部間 – – – – (160,131) (160,131)
      

 759,817 198,103 544,678 114,927 168,679 1,786,204
      

分部業績 39,308 (23,622) 26,120 (11,534) 36,662 66,934
     

集團行政淨支出      (47,355)
       

營業溢利      19,579
財務成本      (43,173)
       

除稅前虧損      (23,594)
所得稅支出      (9,440)
       

除稅後虧損      (33,034)
       

總資產及總負債與上一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之金額並無重大變動。

5. 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貨品銷售 1,453,506 1,78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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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虧損）╱收益，淨額 (491) 296
滙兌虧損，淨額 (7,458) (22,621)
贖回可換股債券的收益 75,901 –
於收購現有聯營公司控制權之重新測量公平值的收益（附註21） – 4,222
議價購買子公司的收益（附註21） – 9,863
  

 67,952 (8,240)
  

7. 其他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樓宇管理費收入 1,170 1,170
利息收入 1,738 957
雜項 9,744 13,689
  

 12,652 15,816
  

8. 按性質列示的費用

計算在除稅前虧損中的費用分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
 －自置 49,360 51,513
攤銷預付租賃地價 2,928 3,039
攤銷無形資產 1,173 1,203
樓宇營業租賃 342,465 358,141
存貨準備撥備╱（撥回） 3,215 (1,669)
捐款 121 154
僱員福利支出 304,717 36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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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支出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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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5%）計算。海外利得稅乃根據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估計應課稅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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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3,782 6,871
 海外利得稅 4,243 3,513
 過往年度撥備過（多）╱少 (27) 206
  

 7,998 10,590
遞延所得稅 (6,257) (1,150)
  

所得稅支出 1,741 9,440
  

10. 股息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2016年不派發中期股息（2015：無） – –
  

於2016年11月24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2015：無）。

11. 每股虧損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以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而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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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港幣千元） (47,666) (33,079)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4.5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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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開支

    無形 物業、機器 預付
 商譽 商標 專業技術 資產總值 及設備 租賃地價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2016年4月1日
 賬面淨值期初結餘 9,882 51,744 42,574 104,200 451,192 29,777
添置 – 2,630 – 2,630 28,618 –
匯兌差額 98 (49) (78) (29) (3,098) 497
出售 – – – – (681) –
折舊╱攤銷 – – (1,173) (1,173) (49,360) (2,928)
減值 – – – – (2,971) –
      

於2016年9月30日
 賬面淨值期終結餘 9,980 54,325 41,323 105,628 423,700 27,346
      

於2015年4月1日
 賬面淨值期初結餘 9,006 51,658 – 60,664 460,463 40,242
添置 – – – – 56,278 –
購入子公司 – – 70,816 70,816 3,532 –
匯兌差額 371 (70) (51) 250 (13,656) (4,015)
出售 – – – – (808) (1,551)
折舊╱攤銷 – – (1,203) (1,203) (51,513) (3,039)
減值 – – – – (2,808) –
      

於2015年9月30日
 賬面淨值期終結餘 9,377 51,588 69,562 130,527 451,488 31,637
      

於2015年10月1日
 賬面淨值期初結餘 9,377 51,588 69,562 130,527 451,488 31,637
添置 – – – – 53,417 –
匯兌差額 505 156 586 1,247 7,392 1,001
出售 – – – – (131) –
折舊╱攤銷 – – (1,143) (1,143) (56,761) (2,861)
減值 – – (26,431) (26,431) (4,213) –
      

於2016年3月31日
 賬面淨值期終結餘 9,882 51,744 42,574 104,200 451,192 2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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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存貨

 2016年 2016年
 9月30日 3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原料 121,434 125,153
在製品 14,684 15,127
製成品 918,243 958,327
  

 1,054,361 1,098,607
  

14.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2016年 2016年
 9月30日 3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 246,404 249,337
減：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撥備 (522) (549)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245,882 248,788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07,463 338,308
  

 553,345 587,096

減：非流動部份 (139,164) (153,846)
  

流動部份 414,181 433,250
  

按發票日分析的應收貿易賬款（附註）：
 60日以下 62,680 54,902
 60日以上 183,724 194,435
  

 246,404 24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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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股本

  每股面值
  港幣0.1元
 附註  的股份數目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5年9月30日、2016年4月1日
  及2016年9月30日  1,046,474,025 104,647
   

附註 :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及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並無設立或進行任何
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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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016年 2016年
 9月30日 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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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738 317,014
 60日以上 6,072 4,247
  

 351,810 321,261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285,060 267,974
  

 636,870 589,235
   

17. 貸款

 2016年 2016年
 9月30日 3月31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 (a) 1,116,785 674,272
融資租賃承擔 (c) 185 215
   

  1,116,970 674,487
應要求償還或於一年內償還的流動負債款項  (1,100,542) (656,439)
   

  16,428 18,048
   

附註：

(a) 本集團銀行貸款須償還如下：

 2016年 2016年
 9月30日 3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要求償還╱1年之內 1,100,488 656,412
1至2年 1,262 1,336
2至5年 4,127 4,369
5年以上 10,908 12,155
  

 1,116,785 674,272
   

於2016年9月30日之銀行貸款內有抵押之貸款為HK$1,106,116,000（2016年3月31日：
HK$661,237,000），以本集團的物業、機器及設備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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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貸款（續）

附註：（續）

(b) 期內銀行貸款變動如下：

 截至9月30日
 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初淨額 674,272 631,528
提取銀行貸款 710,265 351,218
償還銀行貸款 (266,707) (479,782)
匯兌差額 (1,045) (3,501)
  

期末淨額 1,116,785 499,463
  

(c) 融資租賃承擔須償還如下：

 2016年 2016年
 9月30日 3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年之內 61 31
1至2年 61 62
2至5年 84 150
  

 206 243
融資租賃的未來財務支出 (21) (28)
  

融資租賃負債的現值 185 215
  

融資租賃負債的現值分析如下：

 2016年 2016年
 9月30日 3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年之內 54 27
1至2年 54 55
2至5年 77 133
  

 185 215
  

18. 可換股債券

期內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的變動如下：

 截至9月30日
 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4月1日的負債部分 446,424 380,753
計入融資成本的公平值變動 41,210 37,760
已產生╱應計利息 (6,493) (6,493)
贖回 (481,141) –
  

於9月30日的負債部分 – 412,020
  

於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期間，債券已全數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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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承擔

 2016年 2016年
 9月30日 3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就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資本承擔
 已簽約但未作出撥備 5,237 6,275
 已授權但未訂約 461 8,509
  

 5,698 14,784
  

20.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有關聯人士指可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在作出財務及營運決策時對另一方行使重大影響力之人
士。共同受他人控制或受他人重大影響力之人士亦視為有關聯人士。

於2016年9月30日，義興有限公司（「義興」）直接或間接通過其附屬公司Act ive L igh t s Company 
Limited持有本公司1,195,100股股份。Klayze Holdings Limited以作為一項酌情信託（「信託」）之受
託人身份持有義興全部已發行普通之 55%權益。黃創增先生及黃創江先生為信託之受益人，故被視
為通過信託於義興之權益而擁有本公司1,195,100股股份權益。

下列為本集團與有關連人士之間所進行的重大交易概要，該等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中進行：

(i) 向有關連公司銷售貨品及服務

 截至9月30日
 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向一家有關連公司收取服務收入（附註） 1,170 1,170
  

附註：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與義興全資附屬公司明華物業投資有限公司（「明華」）就於2016年4
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間提供以下服務訂立協議：

(a) 明華與第三方不時訂立的合約下之合約行政；

(b) 物業代理洽商及租賃管理；

(c) 管理寶光商業中心物業管理公司；及

(d) 其他行政服務。

於服務協議年期內，有關費用為每個曆月HK$195,000（2015：HK$195,000），該協議
將於2019年3月31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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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有關連人士交易（續）

(ii) 向有關連公司購買貨品及服務

 截至9月30日
 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向有關連公司購買貨品（附註 a） – 648
向有關連公司支付租金支出（附註b） 8,924 8,569
  

附註：

(a) 於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向義興之間接附屬公司國際眼鏡製造
廠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IOM集團」）就本集團零售及買賣業務訂立之書面協議之條款
購買光學產品。於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購買任何貨品。

(b) 期內，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與下列有關連人士訂立租賃協議，以租用辦公物業、倉庫、
陳列室及停車位：

 截至9月30日
 止六個月
 租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明華 7,524 7,582
其他有關連人士 1,400 987
  

 8,924 8,569
  

(iii) 服務收入、購買貨品及租金支出產生的期末╱年終結餘

 2016年 2016年
 9月30日 3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向有關連公司應收貿易結餘 5,774 4,897
向有關連公司應付貿易結餘 1,371 1,367
  

(iv) 主要管理層報酬

 截至9月30日
 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6,554 8,367
其他長期福利 61 84
  

 6,615 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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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企業合併

於2015年4月16日，本集團收購了一間瑞士手錶機芯製造廠家CATENA SA額外48%的權益，代價
為現金1,660,000歐元。在此同時與CATENA SA的12%權益持有人達成股東協議，以購買12％的股
權認購權。 此與先前擁有的40%權益和本集團的看漲認購權之潛在權益一起，本集團被認為已控制
CATENA SA的所有權益。

下表概述於收購日期就CATENA SA 所支付的代價、所收購資產的公平值及負債：

 港幣千元

代價：
 －現金 14,386
 －遞延應付認購權代價 11,083

 

代價總額 25,469
 

所收購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的確認金額
 物業、機器及設備 3,532
 無形資產 70,816
 存貨 25,849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2,20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2,257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957)
 遞延稅項負債 (9,844)

 

可識別淨資產總值 103,859

減：與CATENA SA業務合併前之權益公平值 (68,527)
 

 35,332
議價購買 (9,863)

 

 25,469
 

以現金支付的額外購買代價 (14,386)
所收購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2,257

 

收購時現金流入 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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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企業合併（續）

收購相關成本HK$770,000元已於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之簡明綜合收益表之行政支出內
扣除。

本集團認可一項HK$4,222,000元收益作為重新計量與CATENA SA業務合併前之40%權益公平值的
結果。此收益已包含於截至 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之簡明綜合收益表之其他收益╱（虧損），淨
額內。

一項議價購買收益HK$9,863,000元已確認於截至 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之簡明綜合收益表之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內。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CATENA SA為本集團帶來收入約HK$625,000元及虧損約
HK$8,913,000元。

倘若CATENA SA自2015年4月1日起綜合入賬，簡明綜合收益表顯示收入約HK$1,786,204,000元
及虧損約HK$33,034,000元。



– 20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 集團營業額減少18.6%（撇除匯率因素：17.8%）

– 集團毛利率為59.6%

– 集團虧損淨額為HK$47.7佰萬

– 存貨較2016年3月減少HK$44.2佰萬（4%）

– 營運現金流入淨額HK$80佰萬

在零售環境持續不景的情況下，集團於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減少18.6%
（撇除匯率因素：17.8%）至HK$1,453.5佰萬（2015年上半年：HK$1,786.2佰萬）及集團權益
持有人應佔虧損HK$47.7佰萬（2015年上半年：HK$33.1佰萬）。業績虧損包括以下非現金項
目：

– 贖回可換股債券之收益HK$75.9佰萬；

– 攤銷可換股債券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HK$9.3佰萬；及

–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增加HK$41.2佰萬。

集團的各項業務表現各有不同，以眼鏡零售及批發業務較為穩定。

回顧期內，集團的策略仍以削減成本及增強現金流動性為主。嚴控成本措施因控制店舖租
金、員工開支及其他營運支出，使營運成本減少10.3%，而集團的資本開支亦減少49.2%至約
HK$28.6佰萬（2015年上半年：HK$56.3佰萬）。

嚴謹的存貨控制措施漸見成效，令集團存貨較2016年3月底及2015年9月底分別減少4.0%及
13.4%至HK$1,054.4佰萬。集團的毛利率維持穩定，為59.6%（2015年上半年：59.8%）。

集團的借貸比率上升至50.1%（2016年3月：42.4%），原因為集團淨債務上升至HK$534.3佰
萬（2016年3月：HK$521.7佰萬）及股東資金減少。於2012年發行的可換股債券已於2016年
9月全數贖回，以銀行貸款再融資。

中期股息

鑒於當前零售經營環境，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 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15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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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廊」集團

– 「時間廊」集團營業額下降30.2%

– 「時間廊」集團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為HK$49.4佰萬

「時間廊」集團為一家具領導地位及以提供眾多優質時尚鐘錶品牌的零售商，於香港、澳門、
中國內地、新加坡、泰國及馬來西亞營運約320家店舖，連同於http://citychain.tmall.com及
ht tp : / / t i tus . tmal l .com 經營的網店，營業額下降30.2%至HK$668.5佰萬（2015年上半年：
HK$957.9佰萬），錄得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HK$49.4佰萬（2015年上半年：除利息及稅項前
溢利HK$15.7佰萬）。

香港及澳門

「時間廊」香港及澳門繼續受到中國旅客消費減少及本地消費下滑引致中端鐘錶零售市場不振
的影響，營業額顯著減少34.5%至HK$423.5佰萬（2015年上半年：HK$646.6佰萬）。儘管如
此 , 「時間廊」仍維持佔有領導地位的市場佔有率。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為HK$7.4佰萬（2015
年上半年：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HK$67.9佰萬）。

由於店舖整合及其重組以及租金下調 ,營運成本因而減少約 18.3%。但是，集團業績仍受到
2014年已簽訂的高昂租金店舖影響。隨著這等高昂租金店舖租約陸續約滿，業績將得以改善。

中國內地

由於消費氣氛疲弱、鐘錶業去庫存化，及電子商貿帶來的挑戰，「時間廊」2016年上半年於中
國內地業務的營業額減少30.3%（撇除匯率因素：25.9%）至HK$78.9佰萬（2015年上半年：
H K$113.2佰萬）。於過往十二個月採取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導致營運成本減少24.6%，因
此，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錄得HK$31.7佰萬（2015年上半年：HK$28.6佰萬）。集團將評估店
舖網絡效益、店舖生產力及營運架構，以全面提升業務表現。

集團的鐘錶電子商貿業務明顯提升，預期經進一步整固後業務能持續增長。

東南亞

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泰國營運的「時間廊」的營業額下降16.2%至HK$166.1佰萬（2015年上
半年：H K$198.1佰萬）。然而，透過產品組合重整及採取成本削減措施，經營虧損大幅改善
並收窄至HK$10.3佰萬（2015年上半年：虧損HK$23.6佰萬），而馬來西亞業務已恢復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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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88」集團

– 「眼鏡88」集團營業額下降10.4%

– 「眼鏡88」集團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下降15.5%至HK$15.2佰萬

「眼鏡88」集團為一家具領導地位的眼鏡零售商，現有約 210間店舖，分佈於香港、澳門、
中國內地、新加坡、泰國及馬來西亞提供專業眼睛健康護理服務，錄得營業額下降10.4%至
HK$518.9佰萬（2015年上半年：HK$579.1佰萬），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相應減少至HK$15.2
佰萬（2015年上半年：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HK$18.0佰萬）。若撇除一次性支出項目，除利息
及稅項前溢利將為HK$23.1佰萬，同比增加 28.3%。儘管競爭激烈及具挑戰性的營運環境，
「眼鏡88」業績仍保持穩定。

香港及澳門

由於本地消費意欲謹慎及店舖數目減少，香港及澳門的營業額下降 9.7%至HK$367.5佰萬
（2015年上半年：HK$407.1佰萬），而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仍穩定維持於HK$36.8佰萬（2015
年上半年：HK$36.9佰萬），營運成本則減少9.3%。

期內「眼鏡 88」拓展香港聽力護理服務市場，業務已廣受消費者歡迎。隨着該業務發展，集團
預期眼部及聽力護理業務將帶來更多協同效應。

中國內地

消費意欲疲弱及市場競爭激烈導致營業額減少12.9%（撇除匯率因素：7.7%）至HK$49.7佰萬
（2015年上半年：HK$57.0佰萬）。然而，透過提供優質眼部護理服務、產品提昇及削減店舖
營運成本，業績得以進一步改善。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顯著減少44.6%至HK$4.1佰萬（2015
年上半年：HK$7.4佰萬）。

東南亞

東南亞業務錄得營業額減少11.5%至HK$101.7佰萬（2015年上半年：HK$114.9佰萬）。除利
息及稅項前虧損增至HK$17.5佰萬（2015年上半年：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HK$11.5佰萬），主
要由於錄得一次性支出。倘不計該項目，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收窄16.5%至HK$9.6佰萬。業
務好轉主要由於營運效益提昇及嚴格控制各項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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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G OPTICAL BOUTIQUE」

– 「eGG」集團營業額上升23.7%

– 香港的「eGG」錄得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

於2016年9月底，香港及澳門營運28間「eGG 」店舖、中國內地約有44間店舖而東南亞則有
8間店舖，以及網上店舖https://eggyj.tmall.com 。於2016年上半年，「eGG」業務繼續表現理
想，營業額增加 23.7%（撇除匯率因素：26.5%）至HK$99.6佰萬（2015年上半年：HK$80.5
佰萬）。

香港「eGG」深受追求時尚及個性品味的消費者歡迎，同店銷售持續增長。於2016年上半年，
營業額增加26.1%至HK$62.4佰萬（2015年上半年：HK$49.5佰萬），並錄得除利息及稅項前
溢利。

於中國內地，主要受到進一步開設新店所帶動 ,營業額上升20.0%至HK$37.2佰萬（2015年上
半年：HK$31.0佰萬）。中國「eGG 」的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擴大至HK$7.4佰萬（2015年上半
年：HK$3.3佰萬），部分由於在中國西南開設新店的前期開業成本。

儘管集團預期本財年下半年業務將繼續穩定增長，然而集團將審慎地拓展新店網絡，並嚴控
各項營運成本。

供應鏈管理及批發貿易

此業務分部由集團供應鏈以及鐘錶批發（香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精工」獨家經銷商）及眼
鏡批發業務組成。

儘管零售環境尤其在東南亞持續甚具挑戰，營業額僅錄得輕微減少 1.2%至HK$166.6佰萬
（2015年上半年：HK$168.7佰萬），及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為HK$21.6佰萬（2015年上半年：
H K$36.7佰萬）。若撇除於2015年上半年錄得的一次性公平值收益HK$14.1佰萬的影響，除
利息及稅項前溢利輕微下降4.4%。與「時間廊」及「眼鏡88」的協同效應下，集團的批發貿易
業務持續為集團作出溢利貢獻。

前景

集團繼續為消費者提供優質產品及服務，透過不斷改進的品牌組合及顧客購物體驗，以擴闊
集團的客戶群。但是，集團預期未來六個月外圍經營環境仍充滿挑戰，因此，集團將繼續勵
行嚴謹的財務紀律並執行各項措施維持穩定現金流；於下半年持續削減存貨及嚴控採購，以
加快庫存流轉及資金流動性。集團預期仍有進一步削減營運成本（尤其店舖租金及資本開支）
的空間，從而提升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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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集團於結算日的借貸比率為 50.1%（2016年3月31日：42.4%）。該項比率是根據集團的淨債
務HK$534.3佰萬（2016年3月31日：HK$521.7佰萬）及股東資金HK$1,066.5佰萬（2016年
3月31日：HK$1,229.8佰萬）計算。集團的淨債務是根據集團的貸款HK$1,117.0佰萬（2016
年3月31日：HK$674.5佰萬）和可換股債券HK$零（2016年3月31日：HK$446.4佰萬）減集
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HK$582.7佰萬（2016年3月31日：HK$599.2佰萬）計算。

集團於結算日的貸款總額中，HK$1,100.5佰萬（2016年3月31日：HK$656.4佰萬）的貸款須
應要求償還或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

集團的貸款總額中約2%（2016年3月31日：3%）以外幣結算。而集團的港幣銀行貸款，均按
銀行最優惠利率或短期銀行同業拆息基準，以浮動息率計算。

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財務工具作對沖用途。

集團並無參與純投機的衍生工具交易。

於2016年9月30日，集團並沒有任何重大的或然負債。

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轉變資本資產之計劃。

集團資本結構

期內集團資本結構並無轉變。

集團架構變動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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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30日共有3,290位（2015年9月30日：3,864位）僱員。

集團資產抵押詳情

於2016年9月30日，本集團部分物業、機器及設備總值約HK$278佰萬（2016年3月31日：
HK$284佰萬）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取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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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

黃創增先生及關志堅先生就彼等管理本集團而合資格獲得根據行政人員獎金計劃之條款釐定
之年度花紅。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就根據行政人員獎金計劃符合資格之董事作出之
行政人員獎金之撥備為HK$4,000,000（2015：HK$4,700,000)。

於2016年9月30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置存之登
記冊所記錄，董事及本公司之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之定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本公司－普通股

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個人 家屬 法團╱   股本之概約
董事姓名 權益 權益 信託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百分比

黃創增先生 548,474,814 11,000 1,195,100 – 549,680,914 52.53
   （附註 1）

黃創江先生 67,221,078 – 1,195,100 – 68,416,178 6.54
   （附註 1）

關志堅先生 – – – – – –

附註：

(1) 截至2016年9月30日，義興有限公司直接或間接通過其附屬公司Ac t i ve L i gh t s Company 
Limited持有本公司1,195,100股股份。Klayze Holdings Limited以作為一項酌情信託（「信託」）
之受託人身份持有義興有限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總額之55%權益，黃創增先生及黃創江先生為信
託之受益人，故被視為通過信託於義興有限公司之權益而擁有本公司1,195,1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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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屬公司

  截至
  2016年
  9月30日佔
  全部已發行
 股份數目 優先股之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法團權益 總數 概約百分比

(i) City Chain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 優先股 (1)

黃創增先生 200 – 208,800 209,000 99.52
黃創江先生 200 – 208,800 209,000 99.52

(ii) Stelux Watch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 優先股 (2)

黃創增先生 600 – – 600 16.67
黃創江先生 600 – – 600 16.67

(iii) Optical 88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 優先股 (3)

黃創增先生 5,000 – 225,000 230,000 90.20
黃創江先生 5,000 – 225,000 230,000 90.20

(iv) Stelux (Thailand) Limited – Preference shares (4)

黃創增先生 5,100 – – 5,100 100.00

附註：

(1) City Chain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每股優先股享有投票權及每年
的固定股息，但並無權利分取任何其他盈利。黃創增先生及黃創江先生各自以法團名義權益持
有的208,800股優先股為互相重複。

(2) Stelux Watch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每股優先股享有投票權及每
年的固定股息，但並無權分取任何其他盈利。

(3) Optical 88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每股優先股享有投票權及每年
的固定股息，但並無權分取任何其他盈利。黃創增先生及黃創江先生各自以法團名義權益持有
的225,000股優先股為互相重複。

(4) Stelux (Thailand) Limited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黃創增先生於該附屬公司所持有的5,100股優
先股享有大概8.6%投票權及每年的固定股息，但並無權分取任何其他盈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根據本公司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設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
本公司及聯交所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獲通知，本公司各董事、
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的聯繫人士概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的定義）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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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以披露之股東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而置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以下人士於 2016年9月30日於本公司
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法團╱   股本之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信託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概約百分比

黃創增先生 548,474,814 11,000 1,195,100 – 549,680,914 52.53
   （附註 1）

黃創江先生 67,221,078 – 1,195,100 – 68,416,178 6.54
   （附註 1）

NTAsian Discovery Master Fund 54,250,000 – – – 54,250,000 5.18

FIL Limited 52,607,000 – – – 52,607,000 5.03

附註：

(1) 於2016年9月30日，義興有限公司直接或間接通過其附屬公司Active Lights Company Limited持有
本公司1,195,100股股份。Klayze Holdings Limited以作為一項酌情信託（「信託」）之受託人身份持有
義興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普通股之 55%權益。黃創增先生及黃創江先生為信託之受益人，故被視為
通過信託於義興有限公司之權益而擁有本公司1,195,100股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6年9月30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置存之登記
冊所記錄，董事概無知悉有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之最高行政人員或其各自之聯繫人除外）
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於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之主要股權

董事概不知悉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之最高行政人員或其各自之聯繫人除外）直接或間接擁
有在任何情況下均可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
以上之權益。

其他董事權益

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於與本公司業務直接或間接存在或很可能存在競爭之業務（不包
括本公司之業務）或倘彼等各為控股股東則須根據上市規則第8.10條予以披露之業務中擁有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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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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除以下偏差外，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巿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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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須予以區分，並應由不同人士
擔任。根據集團目前的架構，黃創增先生身兼本集團的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黃創
增先生同時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有利於確保本集團內的領導貫徹一致，從而使本集團之策
略計劃更有效且更具效率。在此安排下，董事會亦相信，權力制衡並不會受到影響，而現時
董事會由富經驗且能幹的人士組成，當中有一半為獨立非行政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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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最少每隔三年輪席告退一次。
然而，並非所有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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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條

本守則規定載有有關薪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本公司已採納守則規定第B.1.2(c)(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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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的部份。

本公司認為行政董事較適合評估高級管理人員的表現，因此，釐定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遇
應由行政董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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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管理層於2016年11月21日舉行會議，討論事項包括審閱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整體內部監控制度的成效，以及討論本集團核數事項及財務申報程
序，並於提呈董事會批准前，審閱本集團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業績。

薪酬委員會

於2016年9月，薪酬委員會決定行政董事的年薪維持不變及釐定其行政董事於16/17財政年度
獎金計劃。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本公司亦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以確定彼等是否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並無違
規的情況。

全體董事於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條文。馬雪征女士及黃宇
錚先生亦確認自2016年4月1日至其辭職生效日2016年9月15日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條文。

代董事會
黃創增

主席及行政總裁

香港，2016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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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關志堅（首席財務總裁）

非行政董事：
黃創江、胡春生（獨立）、胡志文（獨立）及鄺易行（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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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郵

投資者關係：ir@stelux.com
股東查詢：shareholdersenquiries@stelu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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