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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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七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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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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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七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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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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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源自源自源自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收入 (2)  1,088,636  1,214,978 

銷售成本   (682,357)  (735,386) 

      

毛利   406,279  479,592 

其他收入及收益   62,519  50,670 

銷售及分銷支出   (218,985)  (235,799) 

行政費用   (162,238)  (162,281) 

其他費用   (14,928)  (14,594) 

融資成本   (3,522)  (6,276)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經營溢利   69,125  111,31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  584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 (3)  69,125  111,896 

所得稅費用 (4)  (5,301)  (6,248)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期溢利   63,824  105,648 
      

源自已終止業務源自已終止業務源自已終止業務源自已終止業務 (5)     

期內源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虧損   (24,884)  (65,594) 

期內溢利   38,940  4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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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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七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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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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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75  38,473 

非控股權益   365  1,581 

      

期內溢利   38,940  4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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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基本及攤薄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溢利   4.13  8.19 

－源自已終止業務的虧損   (1.62)  (5.16) 

－期內溢利   2.51  3.03 
      

      

每股中期股息   2.50  2.50 

      

本期已派發及擬派發股息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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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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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40  4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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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6,753  (55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稅後淨額   6,753  (55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5,693  39,495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5,328  37,914 
  非控股權益   365  1,581 

   45,693  3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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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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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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678  480,794 

投資物業   220,250  220,250 

持有至到期投資   956,488  1,093,247 

可供出售投資   762,125  11,364 

其他非流動資產   17,552  116,144 

非流動資產總值   2,283,093  1,921,799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257,277  476,357 

應收賬款及票據 (7)  293,580  329,745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52,062  258,667 

持有至到期投資   132,959  203,181 

現金及現金等額   631,871  854,311 

其他流動資產   91,275  63,418 

   1,659,024  2,185,679 

分類為持有待售的出售集團資產 (5)  514,047  - 

流動資產總值   2,173,071  2,185,679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8)  351,513  525,528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498,989  519,135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528,083  425,839 

其他流動負債   209,882  118,764 

   1,588,467  1,589,266 

與持有待售資產直接相關的負債 (5)  366,760  - 

流動負債總值   1,955,227  1,589,266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217,844  59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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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937  2,51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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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30  53,243 

資產淨值   2,461,407  2,46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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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53,609  153,609 

儲備   2,297,246  2,301,173 

   2,450,855  2,454,782 

      

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   10,552  10,187 

權益總值   2,461,407  2,46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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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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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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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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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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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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表格分別列出本集團各營運分部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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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

截至二零一七

七七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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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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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外單位收入  774,420  230,120  48,535  35,561  1,088,636  

其他收入及收益  13,608  3,092  8,992  13,235  38,927  

           

總計  788,028  233,212  57,527  48,796  1,127,563  

           

分部業績  25,075  3,011  54,027  3,317  85,430  

          

利息收入         5,117  

未分配收入         18,475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費用         (36,375)  

融資成本         (3,522)  

應佔溢利及虧損：           

聯營公司  -  -  -  -  -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 

       

 

  

69,125 

 

所得稅費用         (5,301)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溢利 

       

 

  

63,82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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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外單位收入  959,362  202,298  49,892  3,426  1,214,978  

其他收入及收益  14,297  4,186  -  17,347  35,830  

            

總計  973,659  206,484  49,892  20,773  1,250,808  

            

分部業績  75,052  1,896  47,934  8,390  133,272  

            

利息收入          2,964  

未分配收入          11,876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費用          (30,524)  

融資成本          (6,276)  

應佔溢利及虧損：            

聯營公司  -  584  -  -  584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 

        

 

  

111,896 

 

所得稅費用          (6,248)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溢利 

        

 

  

105,648 

 

 
*期間並沒有業務之間的銷售及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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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源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已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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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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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6  32,568 

攤銷土地租賃預付款 81  85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502  4,356 

利息收入 (5,117)  (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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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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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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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8  5,415 

本期 – 其他地區 1,317  1,717 

遞延 (554)  (884) 

 5,301  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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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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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Jeanswest (BVI) Limited (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一間由楊釗

博士和楊勳先生(兩位均為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股東)擁有之公司簽訂買賣協議，以出售

Jeanswest International (L) Limited(與其附屬公司統稱「JWIL 集團」)之全數已發行股份及

相關待售貸款額 174,000,000 港元，總現金代價為 220,000,000 港元，是次交易已在二零

一七年七月一日完成。交易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之公告內及日

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之通函內。 

 

JWIL 集團於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併入本集團的未經審核業績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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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452,720  456,237 

其他收入及收益  9,818  758 

費用及成本  (487,172)  (522,589)

已終止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24,634)  (65,594)

所得稅費用  (250)  - 

期內源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虧損  (24,884)  (65,594)

 

JWIL 集團分類為持有待售的主要資產和負債類別如下： 

 

  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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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9,130  - 

商譽  37,096  - 

遞延稅項資產  65,919  - 

存貨  192,435  - 

應收賬款  9,066  -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4,877  - 

現金及銀行結餘  54,782  - 

其他資產  742  - 

分類為持有待售資產  514,047  - 

     

負債     

應付賬款  65,303  -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208,559  -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92,898  - 

與持有待售資產直接相關的負債  366,760  - 

     

與出售集團直接相關的淨資產  147,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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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計算乃根據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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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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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本公司股權     

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源自持續經營業務  63,459  104,067 

源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24,884)  (65,594) 

  38,575  38,473 

 

  股數股數股數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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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位千位千位千位  千位  

     

股份股份股份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的年內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股數 

 

1,536,084 

  

1,271,049
*
 

 

 

     

* 於計算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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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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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之基本每股盈利沒有

被攤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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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29,745,000 港元）及沒有任何應收票據（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下列為應收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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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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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298  261,074 

少於六個月 43,998  54,636 

超過六個月 21,284  14,035 

 293,580  329,745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賒賬期平均為 45天。 



 - 9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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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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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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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137  523,212 

四至六個月 5,005  528 

超過六個月 3,371  1,788 

 351,513  525,528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通常於 90天內償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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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

七七

七年

年年

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

二零一二零一

二零一七

七七

七年

年年

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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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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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6,084  153,609  153,609 

        

 

 

已發行股本如下： 

 

  發行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 

  (經審核)  (經審核) 

  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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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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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629,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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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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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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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55  65,052 

    

擬派發中期股息 38,402  38,402 

 

(11) 比較金額比較金額比較金額比較金額 

 

中期合併損益表的比較數字已被重新呈列至猶如已終止業務發生於去年年初。此外，若

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的呈報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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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 2.50 港仙（二零一六年：

2.50 港仙）予二零一七年九月七日（星期四）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一）派付予各股東。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在回顧的上半年度，世界宏觀經濟發展相對去年同期，復甦態勢尚算平穩；中國經濟亦有觸

底回升的跡象。但零售市道仍然淡靜，因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大量基建投資所獨力支撐；

而美元加息已按序進行，美聯儲局亦已揚言年內將開始收縮其資產負債表，即開始收緊銀根，

影響所及，環球商業擴張性投資哪能不受影響。大量資金投入金融市場，但對中小企而言，

資金仍然短絀，難以加快擴張發展。真維斯在中國內地市場仍在調整鞏固的進程中。期內真

維斯銷售錄得雙位數的跌幅，幸存貨仍能受控於健康水平，只是毛利率受到下行壓力。澳、

紐 Jeanswest 的虧損仍未能扭轉，幸在六月份已將其成功售出。出口業務銷售額有雙位數的增

長，皆因客戶單量有所增加；金融投資表現則達到預期目標。 

 

基於上述原因，期內股東應佔中期溢利錄得 38,575,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38,473,000 港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了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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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在回顧的上半年度內的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重新列示） 

 

變化 

（單位：港幣千元）    

綜合營業總額 1,088,636 1,214,978 ↓10.40% 

其中：     

A. 中國零售總額 774,420 959,362 ↓19.28% 

B. 出口銷售總額 230,120 202,298 ↑13.75% 

C. 金融投資 48,535 49,892 ↓2.72% 

本公司股東應佔中期溢利 38,575 38,473 ↑0.27% 

    

（單位：港仙）    

中期每股盈利（基本） 2.51 3.03 ↓17.16% 

中期每股股息 2.50 2.50 - 

    

（單位：港幣千元）    

淨現金及準現金 1,943,996 1,449,945 ↑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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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中國經濟仍在轉型中，增長已回落至似

有觸底跡象，但仍要依靠加大基建投資來拉動，故受益行業面較窄；外圍方面，因美、

歐諸國經濟走勢亦僅是靠穩而已，加上美元持續加息，聯儲局又行將收緊銀根；英國正

開始談判脫歐事宜，在特朗普治下美國政治前景亦頗難預料。受種種不明朗因素影響，

對外經濟活動難有好表現。中國內地零售市道依舊疲弱，行內競爭熾熱，經營環境嚴峻。

管理層正悉力調整真維斯零售網絡及繼續嚴控營運成本。期內銷售額還在收縮中，跌幅

達 10.40%，幸存貨仍能保持於健康水平。惟網店銷售有不錯增長，線上線下銷售佔比亦

有理想的增加。 

 

今年上半年中國內地零售總額比對去年同期，下跌了 19.28%，錄得 774,420,000 港元（二

零一六年：959,362,000 港元）。 

 

在回顧期內澳、紐 Jeanswest 業務表現依然不理想，上半年度仍然錄得虧損。幸得到六月

份股東特別大會的批准，將澳、紐 Jeanswest 業務成功出售，故集團業績沒有受其影響。 

 

上半年度澳、紐 Jeanswest 零售總額錄得 452,72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456,237,000 港

元），相較去年同期下跌了 0.77%，若按澳元計算則下降了 3.34%。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集團持續零售業務總營業額錄得 774,42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重

新列示）：959,362,000 港元），對比去年同期下滑了 19.28%。佔集團銷售總額的比例，亦

從去年的 78.96%下降至 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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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旭日極速 (Quiksilver Glorious Sun) 業務，因香港及中國內地零售市道呆滯，加上店

舖數目的縮減，故表現受到影響，銷售額及盈利率均是負增長。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旭日極速 (Quiksilver Glorious Sun) 店舖合共有 11 間（二零

一六年：34 間），其中在香港及澳門有 9 間（二零一六年：19 間）及在中國內地有 2 間

（二零一六年：15 間）。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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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8 間（二零一六年：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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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零售市道卻難

言暢旺。期內「設計、生產及出口」表現較去年為佳，因客戶落單量較去年有所增長。

在上半年度出口總金額達 230,12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202,298,000 港元），較上年同

期上升了 13.75%，佔集團總銷售額是 21.14%。 

 

3. 金融及物業投資金融及物業投資金融及物業投資金融及物業投資 

 

在回顧的上半年度，金融投資仍以企業高息債券為主。雖美元加息週期已開始，但因市

場資金充裕，故企業債券的孳息率卻在下降中。期內有 2.03億港元債券被提早回贖，金

融投資整體表現仍達管理層之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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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持有淨現金及準現金達

1,943,996,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1,449,9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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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 5,800 人。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水平乃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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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持審慎態度，因中國內地零售市道仍較疲弱，真維斯的調整鞏固工

作已見成效，若要將弱勢全面改觀仍需時間。管理層將在本年度內試行推出童裝系列，而網

店的專供款將會進一步豐富，希望毛利率能藉此而有所改善。出口方面將悉力開發新客戶及

新商品。下半年金融投資的盈利貢獻，預計會較上半年為多。總體而言，若無不可預見的事

件發生，下半年的綜合業績，應該能夠保持去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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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暫停辦暫停辦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七年九月六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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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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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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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瑞明太平紳士必須參與其他預先已安

排之工作，故未能出席同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舉行之本公司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及股

東特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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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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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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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根先生及楊燕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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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