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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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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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CEC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759）

2016/2017年度中期之業績公佈

CE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CEC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
（「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
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2 1,079,170 1,258,153
銷售成本  (690,867) (832,325)
   

毛利  388,303 425,828

其他虧損淨額  (205) (332)
銷售及分銷費用  (324,557) (325,266)
一般及行政費用  (81,585) (79,708)
   

經營（虧損）╱溢利 3 (18,044) 20,522

財務收入  35 105
融資成本  (12,608) (10,925)
   

融資成本淨額 4 (12,573) (10,820)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30,617) 9,702
所得稅抵免╱（開支） 5 683 (1,61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29,934) 8,09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虧損）╱盈利，基本及攤薄 6 (4.49港仙) 1.2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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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29,934) 8,092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價值轉變  (17) (181)
匯兌差額  (15,831) (13,440)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45,782)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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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 於2016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18,020 18,666
物業、機器及設備  555,076 576,404
投資物業  71,699 72,28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40 258
營運租賃之預付租金  61,343 75,818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1,091 5,720
遞延稅項資產  6,997 6,038
   

  714,466 755,184
   

流動資產
存貨  286,320 327,287
應收貨款及票據 8 31,996 45,65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63,696 67,673
已抵押銀行存款  35,068 41,72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3,556 77,925
   

  490,636 560,266
   
   

資產總值  1,205,102 1,315,450
   

權益
股本  66,619 66,619
儲備  390,965 436,747
   

權益總值  457,584 503,366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584 3,369
重修成本撥備  9,255 11,720
   

  12,839 15,089
   

流動負債
借款 9 622,049 679,413
應付貨款 10 33,723 30,81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74,427 82,275
應付稅項  4,480 4,496
   

  734,679 796,995
   
   

負債總值  747,518 812,084
   
   

權益及負債總值  1,205,102 1,31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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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本中期財
務報表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2016年4月30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本集團之營運乃以銀行借款及內部資源撥付。於2016年10月31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較其流
動資產高出244,043,000港元（2016年4月30日：236,729,000港元）。此流動性短欠是由於(i)本
集團若干非流動資產（包括物業、機器及設備）乃主要以本集團內部資金及短期銀行借款撥付，
及(ii)在銀行借款按合同規定是於一年後到期還款而當中包含按要求隨時付還條文，有關銀
行借款為數58,911,000港元，並已根據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的列報－借款人對載有按要
求隨時付還條文的有期貸款的分類」而分類為流動負債。於2016年10月31日，本集團借款總
額（包括上述含按要求隨時付還條文借款及原到期日為2017年10月31日之後的58,911,000港元）
為622,049,000港元（ 2016年4月30日：679,413,000港元），須於2017年10月31日起12個月內償
還。本集團於2016年10月31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扣除銀行透支）為1,406,000港元（2016

年4月30日：5,905,000港元）。

此外，於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29,934,000港元，主要由於(i)有關
本集團以日圓計值的採購之匯兌損失淨額22,293,000港元（2015年：匯兌收益淨額19,377,000

港元）；及(ii)零售業務期內之收益較去年同期下降。

營商環境惡劣之下，本集團仍須按照預定時間表向商品供應商及店鋪裝修承建商付款，並
就信託收據貸款及有期貸款作既定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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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一直密切注視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流動資金狀況。鑒於上述處境，管理層繼續採取
措施提高盈利能力，控制經營成本及抑制資本開支以改善本集團之營運表現並減輕其流動
資金風險。該等措施包括(i)重訂市場推廣策略及定價政策，(ii)重整營運欠佳之零售店及餐
飲門店之地理位置及產品組合，及(iii)延續相關租約時與業主磋商減租。管理層相信該等措
施將可改善毛利率及相應現金流。另外，管理層將繼續減慢本集團零售網絡擴充計劃之步
伐以抑制額外資本開支。本集團之銀行融資方面，本集團與其銀行保持持續溝通。於2016年
10月31日，本集團有未動用銀行融資221,463,000港元，其中未動用貿易融資之融資額為
191,241,000港元，而未動用有期貸款及透支融資額為30,222,000港元。於2016年11月，本集
團成功向一間主要銀行取得額外貿易融資融資額50,000,000港元。基於與銀行的最新溝通，
本公司董事不察覺主要銀行有任何意向撤回其銀行融資或要求提前償還借款，故董事相信，
以本集團與主要往來銀行的良好往績記錄及關係，現有銀行融資將可於目前年期限屆滿時
獲重續。

本公司董事已審閱管理層編製之本集團現金流量預測。現金流量預測涵蓋2016年10月31日
起不少於12個月的期間。基於該等現金流量預測，本集團將具備足夠財務資源以應付其於
2016年10月31日起12個月內到期應付之財務責任。管理層之預測乃顧及本集團營運所得預計
現金流量、資本開支及可持續動用之銀行融資作出關鍵假設。本集團能否取得預測現金流
量取決於管理層能否成功實行上述有關盈利能力及流動資金之改善措施，以及能否持續取
得銀行授出可動用之銀行融資。董事經作出適當查詢及考慮上述管理層預測之基準，並計
及營運表現之合理可能變動及可持續動用之銀行融資，相信本集團將具備足夠財務資源以
應付其於2016年10月31日起12個月內到期應付之財務責任。因此，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持續經
營基準編製。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2016年4月30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
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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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亦已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2016年5月1日開始之會計期間
強制生效且與本集團營運有關之新準則及準則修訂。採納該等新準則及準則修訂不會對本
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年度改進項目 2012年至2014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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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安排－收購共同營運權益之會計
 （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澄清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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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法

下列新訂準則以及準則修訂已頒佈但於2016年5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並無提
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資產出售或出繳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新準則及現行準則之修訂的影響，故未能表明該等準則對本集團之潛
在影響。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執行董事（「管理層」）定期審視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和分配資源。管理層
已決定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本集團有三個報告分部，即(i)零售業務；(ii)電子元件製造及(iii)持有投資物業。向管理層提
供作決策之用的分部資料，其計量方式與中期財務報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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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業務 電子元件製造 持有投資物業 對銷 合計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1,001,457 1,155,603 76,106 100,255 1,607 2,295 – – 1,079,170 1,258,153
 分部間銷售 – – – – 792 792 (792) (792) – –
          

 1,001,457 1,155,603 76,106 100,255 2,399 3,087 (792) (792) 1,079,170 1,258,153
          

分部業績
 經營（虧損）╱溢利 (10,003) 22,150 (5,134) 860 999 1,381   (14,138) 24,391
      

企業開支         (3,906) (3,869)
融資成本淨額         (12,573) (10,820)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30,617) 9,702
所得稅抵免╱（開支）         683 (1,610)
          

期內（虧損）╱溢利         (29,934) 8,092
          

折舊及攤銷 30,812 32,997 6,459 7,256 – –   37,271 40,253
          

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 386,153 381,531 15,475 18,659 608 915   402,236 401,105
          

非流動資產
 （不包括金融工具）之增加 16,433 39,752 529 427 – –   16,962 40,179
          

 零售業務 電子元件製造 持有投資物業 對銷 合計
 於2016年 於2016年 於2016年 於2016年 於2016年 於2016年 於2016年 於2016年 於2016年 於2016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10月31日 4月30日 10月31日 4月30日 10月31日 4月30日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未分配資產 853,667 935,815 277,887 307,058 72,603 73,232 (6,223) (6,753) 1,197,934 1,309,352
 －遞延所得稅         6,997 6,038
 －企業資產         171 60
          

資產總值         1,205,102 1,315,450
          

分部負債 91,472 99,895 24,986 23,975 6,325 7,074 (6,223) (6,753) 116,560 124,191
借款         622,049 679,413
未分配負債
 －遞延所得稅         3,584 3,369
 －應付稅項         4,480 4,496
 －企業負債         845 615
          

負債總值         747,518 81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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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收益 非流動資產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於2016年 於2016年
 2016年 2015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1,052,409 1,221,495 714,429 755,134

其他國家 26,761 36,658 37 50
    

 1,079,170 1,258,153 714,466 755,184
    

按地區劃分之收益是以送貨目的地或向客戶銷售之地點釐訂。

按地區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乃根據有關資產所在地釐訂。

3. 經營（虧損）╱溢利

經營（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攤銷 255 269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計入銷售成本） 618,373 765,182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7,016 39,984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70,531 189,538

應收貨款之減值撥回 (262) (909)
  

4. 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之利息支出 12,608 10,925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35) (105)
  

 12,573 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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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抵免╱（開支）

所得稅開支乃根據管理層預期整個財政年度之估計年度所得稅率確認。本公司於百慕達註
冊成立並獲豁免百慕達稅項至2035年。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2015

年：16.5%）之估計稅率計算撥備。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須根據中國內地稅法計算
之應課稅所得按25%（2015年：25%）之估計稅率繳納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其他海外稅項已
根據本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稅率計算。

已於簡明綜合收益表中扣除之稅項包括：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期 – 1,252

海外稅項包括中國內地
 －本期 61 110

遞延稅項 (744) 248
  

 (683) 1,610
  

6.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期內綜合虧損約29,934,000港元
（2015年：溢利8,092,000港元）及於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666,190,798股（2015年：
666,190,798股）計算。

截至2016年10月31日及2015年10月31日止各6個月內，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相等於每股基
本（虧損）╱盈利，因並無潛在攤薄股份。

7.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2015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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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貨款及票據

 於2016年 於2016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貨款 37,837 52,006

減：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5,956) (6,473)
  

應收貨款－淨額 31,881 45,533

應收票據 115 120
  

應收貨款及票據－淨額 31,996 45,653
  

應收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6年 於2016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17,874 30,696

31-60日 7,651 8,711

61-90日 3,726 3,840

91-120日 1,499 1,458

超過120日 7,087 7,301
  

 37,837 52,006

減：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5,956) (6,473)
  

 31,881 45,533
  

本集團對每名客戶持續作信貸及收賬評估。本集團平均給予非零售業務客戶30至120日之信
貸期。

9. 借款

於2016年10月31日，已 訂 約 須 於 一 年 後 償 還 但 含 有 須 按 要 求 償 還 之 條 款 之 銀 行 借 款 約
58,911,000港元（於2016年4月30日：88,515,000港元）已根據香港詮釋第5號「呈列財務報表－
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有期貸款之分類」列為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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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貨款

應付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6年 於2016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27,280 27,190

31-60日 3,114 2,642

61-90日 968 281

91-120日 1,600 8

超過120日 761 690
  

 33,723 30,811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
總覽

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之6個月，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為1,079,170,000港元（2015年：
1,258,15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14.2%。主因零售業務分部收益因未能抗衡
持 續 收 縮 之 本 地 零 售 市 道，較 去 年 下 降13.3%至1,001,457,000港 元（ 2015年：
1,155,603,000港元）。期內零售業務佔總收益達92.8%（2015年：91.8%）。受收益下
跌所影響，本集團期內綜合虧損29,934,000港元（2015年：綜合溢利8,092,000港元）。
綜合虧損主要關鍵因素如下:

1. 759阿信屋堅持薄利多銷原則，受客戶歡迎使商品快速流轉，有效爭取市場
份額，然而毛利設定微薄有利亦有弊，當市場出現重大逆轉，整體營運需要
較長時間調整。

2. 零售業務主要採取產地直送之進貨模式，主要結算貨幣一般以原產地貨幣結
算，於回顧期內國際貨幣匯市波動對本集團之經營溢利構成影響。去年度日
圓持續低企，「日圓紅利」成為本集團攻佔市場之強大後盾，然而創辦人對日
圓走勢過分樂觀，自上年度第4季起日圓大幅抽升並於整個回顧期內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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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圓紅利」消失使本集團於同期錄得匯兌損失22,293,000港元（2015年：匯兌
收益19,377,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逆轉金額高逾41,670,000港元。為期
內綜合虧損之1.4倍。

3.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每月發佈之零售業銷貨額總值自2015年3月起每月都按
年下跌，至今已連續下跌20個月，並且下行勢頭於上年度中期開始並延伸至
本回顧期內。當時本集團之零售業務仍處於積極拓展期，期間新增若干分店
及為加強糧油副食品類別增加租用物流倉庫，期望一舉突破依靠零食為主的
市場模式。但本地零售市場持續收縮下，收益未符目標同時亦未能即時抵銷
因擴充而新增之投入。

零售業務

759阿信屋自2010年創辦以來，零售業務已經成為本集團之最主要收益來源。6年
來持續積極發展，759阿信屋已建立具規模之零售網路及採取原產地自行進口之
進貨模式，高流量及堅持薄利多銷政策為本地街坊提供更多的購物選擇。

零售業務於截至2016年10月31日六個月錄得分部經營虧損10,003,000港元（2015年：
經營溢利22,150,000港元）。期內，本集團之零售業務分部收益，為1,001,457,000

港元（2015年：1,155,60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13.3%。分部毛利金額方面，
錄得376,205,000港元（2015年：403,682,000港元），較去年下跌6.8%，較收益之跌
幅為少。期間針對相關營運環節作深度檢討改善，使得較去年同期提高毛利率2.7

個百分點，為37.6%（2015年：34.9%）。由於較早前創辦人曾經考慮改變管理架構，
反覆嘗試增加本地供應鏈提供之商品上架希望可提高收益，但有關本地貨商品之
定價設定缺乏彈性，「本地貨」供應亦不夠全面，對顧客而言選擇性不夠豐富，導
致去貨速度遠低於預期，還出現很複雜卻不必要的紛擾，另會員客戶亦對此等商
品除了價格外，未能帶來關連銷售好處。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重新將直送比重
推高至9成以上，使毛利率及商品流量得到立竿見影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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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10月31日，本集團之759阿信屋經營中分店數字為255家（2016年4月30日：
271家），以百分比計算，分店數目淨減少6%，共16間（期內新增3間，結束16間，
與鄰店合併3間）。分店數目淨減少之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於期內審視所有到期續約
分店之經營實績，並將若干租金相對收益比例過高及╱或與鄰近分店過於稠密之
分 店 結 束。於 回 顧 期 內，店 舖 開 支 依 然 是 零 售 業 務 之 最 大 成 本 類 別，為
134,560,000港元（2015年：130,24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3.3%，反映縱然零
售市道轉差，本地零售銷貨總值連續下跌20個月，可是商舖租金水平依然高企。
由於回顧期內錄得之收益較去年同期下跌，致使租金佔收益比例升至13.4%（2015

年：11.3% ）。於2016年10月31日，本集團之分店建築面積總和約489,000平方呎
（2015年：504,000平方呎），平均分店建築面積約1,918平方呎（2015年：1,794平方
呎）。直接工資方面，由於分店數目淨減少，若干前線員工自然流失使人員總數
於2016年10月31日為918人（2015年：1,067人），期內前線人員支出為93,820,000港
元（2015年：101,175,000港元），較去年降低約7%。回顧期內，前線員工人均薪資
水平則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約7.8%。管理層知曉合理之薪資條件才有機會在市場
上招募到合適員工，對維持服務質素與企業發展至關重要。回顧期內直接工資佔
營業額比例較去年同期上升0.6個百份點至9.4%（2015年：8.8%）。同期平均每店僱
用之前線人員數目為3.6人（2015年：3.9人）。

回顧期內，本集團加強現金流管理積極整頓零售存貨，於2016年10月31日，零售
業務之存貨總值為230,686,000港元（2016年4月30日：262,207,000港元），較去年度
年結日減少12%。同期，曾售賣的商品品種數約15,000款（2015年：約22,000款）。
銷售品種較去年減少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決定將759阿信屋走回初建時之進貨路線，
集中資源進口零食類別，並重新以一向最受廣大顧客歡迎的日本及韓國貨作為主
打，零食類之銷售比重回升至5成以上，零食以外主要為糧油、飲料（包含酒類）、
冷凍食品、個人護理用品，當中冷凍食品表現最理想，於回顧期內錄得顯著升幅。
啫喱、中式點心、泰國茱莉香米、九州拉麵、濕紙巾及洗衣球分別為零食類、冷
凍食品、糧油、麵類、個人護理用品及消耗性家品類別最暢銷的產品。相反本集
團已大大降低非消耗性家庭用品及停止小家電類別的發展，主要由於其流轉速度
與其他類別比較相對慢流得多，非消耗性家庭用品的重新購買需時太久，即使售
價相宜亦難以刺激銷量。至於小家電，由於顧客反饋傾向購置國際品牌商品，因
更重視品質保證，因此非消耗性家庭用品及小家電都未可配合759阿信屋之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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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薄利多銷政策。本集團繼續採取以貨櫃式平衡進口的模式，自行進口佔9成以
上，產品來源地來自63個國家及地區（2015年：61個）。主要為日本及韓國，日韓
直送亦回升至逾6成水平，其餘依次為歐洲、東南亞、台灣、中國、美洲及其他區
域。

本集團經營7間食肆於零售市道轉差之回顧期內，業務反而穩步上升。食肆經營走
食堂路線，定位為上班族提供「返工餐」，車仔麵是目前最受顧客歡迎之餐單，其
收益佔餐飲業務一半以上。

於2016年10月，759阿信屋之會員卡持有人每周購物1次或以上為約420,000人次
（ 2015年：370,000人 次），至 於 每 月 購 物1次 或 以 上 為1,200,000人 次（ 2015年：
1,190,000人次）。是項重要數據正反映目前雖然增長放緩，759阿信屋依舊獲得眾
多寶貴會員客戶長期支持，對全體員工是莫大的鼓舞！

電子元件製造業務

本集團之本業：電子元件製造，線圈製品被廣泛應用於各類流動通訊設備、照明
產品、家用電器、電腦及其周邊產品、電源裝置等不同應用範疇之電子、電器產品。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繼續進一步降低中山總廠業務規模、精簡架構、集中資源及產
能為合作多年之國際級電子業客戶提供服務及支援。於回顧期內，製造業務分部
收益為76,106,000港元（2015年：100,25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24.1%。由於
電子製造業市場持續走低及收益下跌，期內之毛利金額為10,492,000港元（2015

年:19,850,000港元），使扣除分部折舊費用6,459,000港元（2015年：7,25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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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錄得經營虧損5,134,000港元（2015年：經營溢利860,000港元）。雖然製造業務佔
本集團之收益比重已降至1成以下，並且會繼續按計劃精簡業務，但中山總廠及高
州分廠仍會努力不懈為合作多年之客戶提供優質之線圈製品及服務支援。

投資物業

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6個月，集團的租金收入為1,607,000港元（2015年：2,295,000

港元）。租金收入減少主要為若干物業已轉為本集團自用。

財務回顧
資金盈餘及債務

於2016年10月31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主）為
108,624,000港元（2016年4月30日：119,653,000港元）。於2016年10月31日，本集團
就透支、借款、貿易融資、應收貨款讓售等之銀行信貸總額（不包括外匯衍生工
具額度）約為847,150,000港元（2016年4月30日：944,749,000港元）。於同日之未動
用信貸約為221,463,000港元（2016年4月30日：262,932,000港元）。於2016年10月31

日，為數625,687,000港元已動用之銀行信貸額乃以本集團若干土地及樓宇、投資
物業、應收貨款、銀行存款和存貨作為抵押。此外，本集團尚須符合與主要融資
銀行所釐定之若干財務限制條款。於2016年10月31日，本集團能符合該等財務限
制條款。本集團流動資金主要由合作多年之融資銀行支持，合理地動用貿易融資
額度實現高流量之進口及零售業務。

本集團於2016年10月31日由各銀行提供之借款總額為622,049,000港元（2016年4月
30日：679,413,000港元），降低約8.4%。於2016年10月31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
*為0.53（2016年4月30日：0.53）。此外，於同日本集團並沒有或然負債（2016年4月
30日：無）。

（*（借款總額減銀行結餘和現金）與（借款總額減銀行結餘和現金加權益總值）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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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於2016年10月31日，本集團之存貨為286,320,000港元（2016年4月30日：327,287,000

港元），存貨總額與上財政年度年結日相比下降12.5%，創辦人利用自行開發之營
運系統管理及監視本集團之商品採購、物流及資金流。目前本集團之營運系統能
自動按商品之銷售量及存貨量判斷出訂單需求，並作實時調整，發出採購指令能
銜接資金管理系統處理貿易融資之動用及還款準備，有效支援以銀行融資之現金
流管理。於2016年10月31日之總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金額與去年同期相比
降低13%，為125,039,000港元（2016年4月30日：143,491,000港元），主要因應期內
本集團減少16間位置重疊之分店。

應收賬方面，由於零售業務所有收入透過現金、八達通及信用卡交易，本集團於
2016年10月31日之應收賬淨額屬於電子元件製造業務，為30,175,000港元（2016年4

月30日：33,964,000港元），較去年度年結日相比下跌約11.2%，目前應收賬水平已
跟隨著製造業務收縮降至甚低水平，本集團仍會繼續嚴格的信貸政策，確保應收
帳的質素。

利息開支

本 集 團 截 至2016年10月31日 止6個 月 之 利 息 支 出 為12,608,000港 元（ 2015年：
10,925,000港元），較去年增加15.4%。

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於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現金流入淨額為4,662,000港元（2015年：
流 出6,847,000港 元）。經 營 業 務 之 現 金 流 入 淨 額 為85,031,000港 元（ 2015年：
36,536,000港元），較去年大幅增加，主要原因由於本年度之零售業務規模已見穩
定，存 貨 和 總 預 付 款、按 金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金 額 分 別 下 降40,967,000港 元 及
18,452,000港 元。期 內 投 資 業 務 之 現 金 流 出 淨 額 為16,960,000港 元（ 2015年：
35,70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降低52%。於回顧期內，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為63,409,000港元（2015年：7,678,000港元）。主要因為本集團將大幅增加之經營業
務現金流入用於降低銀行借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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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摘要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85,031 36,536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16,960） (35,705）
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63,409） (7,67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減少）  4,662 (6,847）
   

於2016年10月31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為244,043,000港元（2016年4月30日：
236,729,000港元），流動比率為0.67倍（2016年4月30日：0.70倍）。當中包括一筆為
數約144,778,000港元抵押貸款（一年內還款期為85,867,000港元；超過一年後還款
期為58,911,000港元）。這筆58,911,000港元超過一年後還款期但包含按要求隨時付
還條文的銀行貸款，由於根據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的列報－借款人對載有按
要求隨時付還條文的有期貸款的分類」規定，已按要求分類為流動負債。創辦人
預期可見未來暫無大型投資計劃需要大幅增加資本性開支預算，計及現有可動用
之銀行信貸，本集團目前具備有效的營運資金以應付集團業務發展需要。再者，
創辦人認為目前主要業務為零售業務，集中使用入口貿易融資是最有效率之安排，
因而資金動用按零售規模調節時刻保持彈性。以目前之資金狀況，本集團未有額
外備用資金需要，故此暫不考慮進行市場融資。

資產之抵押

於2016年10月31日，本 集 團 總 賬 面 值 約446,178,000港 元（ 2016年4月30日：
409,386,000港元）之若干資產已用作本集團銀行信貸之抵押。

外匯與息率風險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集中於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主要的收益貨幣為港元、人
民幣及美元；而主要的成本貨幣為日圓、美元、歐羅、港元及人民幣。本集團將
盡其所能，密切注意外匯市場波動，並積極調節進口貨品來源地組合，以抵銷若
干貨幣波動所帶來之衝擊。目前來說，倘若日圓及歐羅幣值大幅上升，將對本集
團之競爭力有重大影響。另外集團的營運資金大部分利用銀行融資進行，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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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間融資息率是處於較低水平，在未來息率趨勢是有向上調整的機會，集團的
資金成本是有所加重的，所以對庫存的控制和分店的效率調控都放在最前線位置，
確保充份利用每一分資金。

僱員
於2016年10月31日，本集團共僱用約2,400名（2015年:2,900名）員工。僱員酬金乃參
考市場標準、個別表現、學歷資格及工作經驗釐定，定期作出檢討，及按約定員
工褔利包括退休金計劃、醫療保險、在職培訓、教育資助及其他依所在地法定社
保薪假等等。

企業社會責任

本集團積極履行企業公民的責任。我們透過參與不同形式的康體活動，鼓勵員工
關懷社會，促進員工的身心健康及平衡發展。我們亦盡力投入慈善團體及教育機
構安排之社會公益活動。

未來展望
本集團之759阿信屋已發展至第7年頭，分店網絡已發展完備，覆蓋面能服務香港
絕大部分民生地段。目前759阿信屋之會員人數及重覆光顧數據顯示，759阿信屋
已擁一定的業務規模，及穩健的顧客基礎。管理層透過經營數據系統作細緻的市
場量度及分析，雖然市場競爭激烈，759阿信屋擁有自身的市場差異化與特色，收
益放緩主要是錯估自上年度的市場逆轉形勢。市道轉差無疑對仍處於高速發展時
期之759阿信屋構成相當成本壓力。短期來說，主要成本租金受合約期約束，未可
即時調整。但長期來說，創辦人已為759阿信屋制定出一系列之經營攻略，並已逐
步按序執行。

1. 商品類別
759阿信屋由初建時期開始主打日韓零食，目前商品類別已涵蓋飲料（包含酒
類）、冷凍食品、個人護理用品、嬰兒用品、化妝品、住宅用品及家庭電器等，
商品品種曾多達22,000款。然而，數據顯示住宅用品、家庭電器及化妝品等
類別即使執行薄利亦未能多銷，其流轉速率遠遠慢於其他商品，而且大幅增
加本集團之存貨量，並不符合759阿信屋高流量之經營理念。759阿信屋香港
站分店於九月份起重點設置作為日韓零食專賣店，90%陳列日本及韓國之商
品，獲得顧客良好口碑及收益改善之啟示，未來759阿信屋將會回歸初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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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模式，以日韓零食為主歐美為輔，並將基礎商品降至2,000款暢銷品及
4,000款常規品，出現慢流商品經清貨後便被自然淘汰。計劃將零食類別的比
重增至6成以上，當中來自日本及韓國直送之目標份額增至7成以上。

2. 全球搜羅
759阿信屋採取貨櫃式自行進口模式外，於發展期間曾反覆嘗試通過本地供
應商引進商品，無奈都難以持續，失望告終。究其原因，大量顧客反饋其光
顧759阿信屋是期望選購我們自行進口商品，而非隨處可買之本地供應商品，
故此認為759阿信屋大規模引入「本地貨」反而削弱了本身之差異化形象及顧
客消費樂趣。759阿信屋將會在現有業務基礎之上進一步提高與其他零售商
之間的商品差異化，產地直送將會提高至9成以上，致力引進更多日韓歐美
特色商品，以符合廣大街坊對759阿信屋之期望。此外，759阿信屋之主要貨
源內包含眾多海外食品及用品生產商，目前自家品牌商品佔總收益約21%（2015

年：15%）。本集團將續以CEC-COILS從事工業製造逾37年之經歷，理解生產
商至零售的每一環節，與一眾出色生產商建立「唇齒相依」之合作關係，共同
製造更多品質優良而價格合理的自家品牌商品，以供顧客選購。

3. 整固零售網絡
本集團零售業務下半年度將會以「死守」為目標。2017年底前需要處理約
70-80間分店之續約事宜，由來自不同部門主管之專責租務委員會負責，考
慮租金與銷售業績之比例及分區內位置合理性而作出續約決策。本年度下半
年之續約計劃經已開始制定，預期直至2017年10月，本集團可能關閉或重整
13間分店及開拓5間新分店與合併兩間分店，本集團亦將於2017年內結束現
有三個其中一個大型用於零售物流倉庫之租約，到時整體租金成本將顯著降
低。於過去三年，本集團曾試行發展759 KAWAII作為化妝品、個人護理用品
及一些潮流小玩意的試點，於發展首年反應相當不俗，並且發掘出為數不少
的暢銷個人護理用品，然而於最近18個月之表現逐漸退卻。一方面，前往日
本旅行之人次隨著往日本的航班增多及票價便宜而上升，以及日本原產地直
送網站如「樂天」或「阿馬遜日本」等等興起，為熱愛新奇之顧客群能親身前
往或透過互聯網選購心儀之小玩意。另一方面，由於具藥性之化妝品及護理
用品，其進口程序需符合香港政府嚴格之法規逐一處理，其成本及耗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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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759 KAWAII難以媲美日本藥妝店之商品齊全及包羅萬有。本集團決定逐
步將759 KAWAII分店改裝成759阿信屋或按租約期結束。快流個人護理用品
將納入759阿信屋陳列銷售。過去，本集團兩年多前循「微百貨」方向發展未
達預期效果，759阿信屋將重回定位為「日式零食生活品商店」，以商品流轉
速度及顧客之實際需要為重點。未來759阿信屋將會在各區以一間大型的旗
艦分店配合若干中小型之同區分店，以配合各區居民之購物需要。店面管理
方面，經創辦人細心思量後，759阿信屋適宜將分區管理放棄過往大區管理
模式，發展由區內旗艦店領航鄰近分店以小區管理模式。未來繼續尋找合適
新店位置並會鎖定為1,000-2,000平方呎的中型店舖比較適中。避免因店舖太
小未能陳列足夠的商品而且擠迫感降低顧客樂趣，亦不會因店舖面積太大使
租金及管理費按比例提高，並防止其存貨量或會過大超出存貨周轉指標。

4. 759阿信屋將於2017年農曆新年後於中山總廠開設第1家位於中國內地之759

阿信屋，作為中國市場的初步試點及收集實質經營數據，以制定將來的發展
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6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
附屬公司於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6個月內均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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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6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該守則」）之適用條文，惟以下
偏離事項除外：

1. 根據該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
由一人同時兼任。

於2009年9月29日前，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由
本公司兩位不同的執行董事擔任。由於本公司執行董事各自之職務被重新分
配，董事會主席林偉駿先生由2009年9月29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
並自此履行行政總裁之職責。此為偏離該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之規定，
該守則條文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然而，林偉駿先生為本集團之創辦人，於行業內具備豐富而寶貴的經驗，對
本集團運作相當重要。董事會相信目前由一人同時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架
構可為本公司提供強而有力的一致領導及讓規劃及執行業務決定及策略更有
效率和更具效益。董事會認為現階段該架構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
益。

2. 根據該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會主席由於當時身體不適並無出席本公司於2016年9月28日舉行之股東
週年大會（「2016年股東週年大會」）。出任2016年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之本公司
執行董事鄧鳳群女士及董事會大部分成員均出席2016年股東週年大會。

3. 根據該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對公司
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

除陳超英先生外，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出席2016年股東週年大會。陳先生
已就因遇上嚴重交通擠塞而遲到一事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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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目前由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其已檢討本集團所採納的會
計原則和實務與本集團之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並審閱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6個
月之中期業績。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於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6個月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
為本身有關董事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別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
事確認已於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6個月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需準則。標準守
則亦適用於本集團有關僱員。

刊發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2017年1月31日或之前寄發予
本公司各股東，並將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偉駿

香港，2016年12月23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共有3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林偉駿先生、鄧鳳群女士
及何萬理先生；及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區燊耀先生、葛根祥先生及陳超英
先生。

網址：http://www.0759.com

 http://www.ceccoils.com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cecint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