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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經營業績
營業額及毛利

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總營業額為818,24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

7%。營業額下跌主要由於中國大陸的服裝服飾銷售業務表現未如理想，相關營業額較去年同期

下跌10%，主要來自售予代理商的批發業務。至於其他業務的營業額，包括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的服裝業務、租金及物業管理費收入、及批授經營權收入皆較去年同期上升。

期內整體毛利為474,44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523,079,000港元下跌9%。整體毛利率亦下降

1.5個百分點至58%，毛利率倒退主要由於期末的剛過季存貨金額高於去年期末，致期內存貨撥

備增加所致。

經營費用及經營溢利

於市場情況不明朗下，集團期內嚴格控制成本，分銷及市務成本較去年同期下降4%至

157,815,000港元，佔整體營業額之19%，與去年同期大致相同。

期內集團行政費用下降25%至92,868,000港元，除成本控制措施實施得宜外，費用下降亦與集團

一主要管理人員於年初退休致期內年終獎金預提減少有關。

期內集團錄得其他收益淨額為52,953,000港元，此包括投資物業公平價值收益53,016,000港

元及分類為待出售的資產的公平價值虧損63,000港元。去年同期的投資物業公平價值收益為

69,406,000港元。

期內經營溢利為276,71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305,299,000港元下跌9%。經營溢利率約為

33.8%，低於去年同期約0.9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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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續）
經營業績（續）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集團期內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225,90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249,982,000港元下跌10%。

若撇除期內投資物業及分類為待出售的資產的公平價值除稅後淨收益49,547,000港元，期內溢

利為176,36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86,583,000港元（撇除投資物業公平價值除稅後淨收益

63,399,000港元）下跌大約5%。

業務回顧
服裝服飾業務

中國大陸及香港特區市場

於回顧期間，國內整體經濟情況持續低迷，生產總值增長放緩，導致消費意慾疲弱，零售市道

不振。其次，中央推動各項節約措施，打擊中高端消費品的需求，營運環境越趨困難，對中高

端產品批發商和零售商的業務帶來嚴峻挑戰。

集團國內服裝銷售以售予多個省市代理商的批發業務以及廣州、上海和北京三地的自營零售店

（包括奧特萊斯店）為主。

以人民幣計算，期內售予代理商業務的銷售下跌約18%。因應市場情況欠佳，集團各代理商需

加大力度清理積壓存貨，新季度貨品的銷售速度減慢，未能達到原銷售目標。加上百貨公司的

回款期亦較以往延長，代理商的營運普遍遇到困難。集團為舒緩代理商的壓力，期內除向各代

理商提供適當的協助及支援外，亦提供更具彈性的退換貨措施，容許代理商退換部份既定政策

外的貨品，相關額外退換貨金額已於此中期財務資料內預提。

另外，集團去年委任一國內零售商經營部份省市的「金標」零售業務。惟由於整體服裝市場情況

急轉直下，該零售商的開店計劃受阻，並已於本年年中決定終止其「金標」零售業務，其為數不

多的「金標」零售點轉為由集團營運，而相關未有售出貨品亦退回集團，退貨金額已於此中期財

務資料內計提。



金利來集團有限公司

03

主席報告（續）
業務回顧（續）
服裝服飾業務（續）

中國大陸及香港特區市場（續）

期內售予代理商以二零一三年春夏季度貨品為主，如扣除上述退貨撥備的影響，整體銷售額與

去年同期大致相若。

自營零售業務方面，雖然期內市場情況困難，惟以人民幣計算的自營零售店（不包括奧特萊斯

店）仍錄得4%的銷售增長。另外，集團期內加強奧特萊斯店業務，錄得銷售增長約9%。

期末集團於國內總終端銷售點約為1,250間，其中約82間由集團直接經營。由於期內集團重整若

干營運情況較弱的銷售點，致整體銷售點數目略低於去年。而為配合集團品牌定位的提升，集

團亦計劃進一步調整效益較低的終端銷售點。

期內集團調節國內服裝業務的架構，加入更嚴格的監控程序，及將部份職位及職能再行明確定

義和分工，於各主要崗位聘用更具資歷的人選，進一步提高團隊的專業性，預期整體營運效率

將可提升。

期內集團批授經營權收入為34,05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9%，如以人民幣計算，有關升

幅約為5%。收入上升主要因部份經營權合約規定經營權費用按年遞增。期內集團繼續授出以國

內市場為主的皮鞋、皮具、內衣產品、毛衣及休閒服裝與配飾的經營使用權。集團於期內亦透

過專職的品牌特許經營部門，對各品牌經營商的使用情況加強監察，並提供適當的支援，確保

其使用與集團品牌發展方向一致。為確保品牌的健康發展，集團將致力加強監察各品牌經營商

的零售運作。如其營運情況未符集團要求，集團將採取適當行動以維護品牌權益，包括不排除

終止有關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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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續）
業務回顧（續）
服裝服飾業務（續）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市場

期內新加坡經濟繼續受外圍氣氛影響，增長放緩。消費情緒保持觀望，零售市道亦構成壓力。

惟集團新加坡業務於2013年上半年未有受到影響，期內當地銷售額為74,237,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上升約5%。如按當地貨幣計算，升幅約為3%。

期內因農曆新年假期前的銷售高峰期較去年為長，加上增加與其他品牌的共同推廣活動，皆對

集團零售銷售帶來利好作用。如以可予比較銷售點及當地貨幣計算，銷售額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2%。期末共經營7間金利來品牌專門店及22間專櫃，較去年年底增加1間專櫃。

期內新加坡當地如租金及工資等的營運成本持續向上，惟集團致力控制成本，故整體費用與去

年同期大致相若。期內新加坡當地的營運溢利約為5,49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49%，營

運溢利率則為7%，高於去年同期的5%。

集團馬來西亞業務規模較細，期內銷售額為3,42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8%。期末集團

於當地共經營21個銷售點。期內馬來西亞營運溢利約為42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9%。

物業投資及發展

期內集團投資物業組合與去年年底並無重大變動，業務亦繼續保持平穩。經獨立專業估值錄得

的投資物業公平價值收益為53,016,000港元，其中香港投資物業的收益為39,330,000港元，主要

與期內香港物業的租務情況理想有關。而去年同期的公平價值收益則為69,406,000港元。

期內租金及物業管理費收入分別為67,112,000港元及20,17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約4%

和7%。其中廣州天河「金利來數碼網絡大樓」的租務情況繼續保持穩定。該大樓期內出租率維持

於約92%水平。而整體租金水平上調，故期內租金收入較去年同期上升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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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續）
業務回顧（續）
物業投資及發展（續）

集團瀋陽「金利來商廈」於期內租務情況亦保持穩定，整體出租率維持於100%水平，租金及物業

管理費收入較去年同期上升約4%。

由於香港整體租金水平上調，加上各物業於期末前已全數租出，故期內集團香港物業的整體租

金及物業管理費收入較去年同期上升約6%，其中集團沙田「金利來集團中心」的升幅亦約為6%。

就集團上海長寧區安化路物業的拆遷事宜，集團於期內已交付該物業的第2、3、4及5號樓房，

並已收取共人民幣80,000,000元的補償金額，有關補償金額已反映於期末資產負債表之「其他應

付款」內。另外，該物業第9號樓房的租戶於租約期滿後未肯遷出，至今仍逾期佔用該樓房，集

團於期內已啟動司法程序收回此樓房，有關程序現仍在進行，於現階段未有進一步進展。由於

該物業尚未全部移交，故交易尚未完成，相關出售物業收益需於該物業全數交付後按協議條款

規定始能確認。

展望
集團並未見到中國市場於短期內有好轉的跡象，展望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國內服裝業務仍將面對

不少困難，集團將繼續採用謹慎的營運模式以減輕市況不景對業務的不利影響。

作為合作伙伴，集團充分了解各代理商於市場上面對的挑戰。集團未來十二個月的首要任務為

協助代理商清理過剩存貨，包括調整售予代理商的批發銷售指標，以確保業務的健康持續發

展。集團亦將繼續加強與各代理商的聯繫，包括透過於八月底舉行的二零一四年春夏季度預訂

會進一步了解其最新營運情況，及提供具針對性的支援，紓緩其經營壓力及維持業務增長。

集團亦將透過經重新整合的國內營運團隊提升各營運領域的水平。品牌形象方面，集團已聘用

一專業市場調研公司對集團品牌定位進行全國性調查，並將就調查結果調節現時的品牌推廣宣

傳策略。產品方面，集團將重新整合各項採購環節，提升產品設計風格和質量，承諾以最優質

的產品供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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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續）
展望（續）
除計劃加強集團自營零售和奧特萊斯業務外，集團亦將於本年下半年試行網上銷售業務，以增

加集團產品的銷售渠道及顧客的認知度，並藉此清理過季存貨。

另外，現時「金標」產品佔集團整體銷售的比重不大，集團將檢討相關營運情況並調整其經營策

略。

新加坡市場方面，鑒於現時市場情況仍未回穩，集團將繼續採用穩健的經營策略，爭取業務增

長並同時控制經營成本，以提升整體盈利能力。

物業投資業務方面，集團將繼續提升物業的租務潛力，確保租金收入可保持平穩增長，並發掘

可予發展的物業項目。集團亦爭取早日完成上海長寧區安化路物業的拆遷交易。

財政狀況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1,219,311,000港元，較去年年底時增加約

154,050,000港元。期內集團錄得來自經營業務之淨現金流入212,612,000港元及匯率變動收益

10,486,000港元，收取利息收入14,376,000港元及就移交位於上海市物業收取補償款100,640,000

港元，並派付股息176,781,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並未有任何銀行貸款及透

支。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為1,734,438,000港元及533,934,000港元，

流動比率為3.2。總流動負債為平均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3,278,204,000港元之16%。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並未有任何重大之或然負債或資本承擔，亦未有將任何資產押

記。

致謝
在此，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感謝全體員工的辛勤工作及對本集團所作的貢獻。

主席

曾憲梓博士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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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致金利來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8至26頁的中期財務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金
利來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子公司（合稱「貴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
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及權益變動
表和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附註解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的報告必須符合以上規則的有關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及列報該等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該等中期財
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之條款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
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
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
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故不能
令我們可保證我們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核意
見。

結論
按照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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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5 20,403 21,174
物業、廠房及設備 5 195,590 202,013
投資物業 5 2,180,984 2,102,764
按金 7 14,226 12,265
遞延所得稅資產 52,384 40,855

  

2,463,587 2,379,071
  

流動資產
持有作銷售的已落成物業 – 1,470
存貨 254,811 376,900
業務應收帳項 6 62,521 110,70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項 7 136,640 71,744
可收回稅項 – 1,466
銀行存款 797,232 724,0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22,079 341,188

  

1,673,283 1,627,548
分類為待出售的資產 8 61,155 60,342

  

1,734,438 1,687,890
  

總資產 4,198,025 4,066,961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
股本 9 98,211 98,211
儲備 3,131,833 2,962,982
擬派股息 88,390 176,781

  

總權益 3,318,434 3,237,97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45,657 336,151

  

流動負債
業務應付帳項 10 39,358 91,727
其他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472,775 385,353
流動所得稅負債 21,801 15,756

  

533,934 492,836
  

總負債 879,591 828,987
  

總權益及負債 4,198,025 4,066,961
  

流動資產淨值 1,200,504 1,195,05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664,091 3,57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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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818,240 878,903

銷售成本 12 (343,794) (355,824)
  

毛利 474,446 523,079

其他收益淨額 11 52,953 69,406

分銷及市務成本 12 (157,815) (164,116)

行政費用 12 (92,868) (123,070)
  

經營溢利 276,716 305,299

利息收入 14,376 14,030
  

除稅前溢利 291,092 319,329

所得稅支出 13 (65,184) (68,733)
  

本期間溢利 225,908 250,596
  

應佔部分：

母公司擁有人 225,908 249,982
非控制性權益 – 614

  

225,908 250,596
  

期內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港仙 港仙

－基本 15 23.00 25.45
  

－攤薄 15 23.00 25.45
  

由期內溢利分配並應派付予母公司擁有人之股息詳情載於附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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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225,908 250,596

其他全面收益

於期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折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31,333 18,30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57,241 268,903
  

應佔部分：

母公司擁有人 257,241 268,289

非控制性權益 – 61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57,241 268,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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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非控制性

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 98,211 1,002,662 353,298 1,490,217 2,944,388 1,311 2,945,69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18,307 249,982 268,289 614 268,903

有關二零一一年度股息 – – – (166,959) (166,959) – (166,959)
       

– – 18,307 83,023 101,330 614 101,94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98,211 1,002,662 371,605 1,573,240 3,045,718 1,925 3,047,64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結餘 98,211 1,002,662 408,579 1,728,522 3,237,974 – 3,237,97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31,333 225,908 257,241 – 257,241

有關二零一二年度股息 – – – (176,781) (176,781) – (176,781)
       

– – 31,333 49,127 80,460 – 80,46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98,211 1,002,662 439,912 1,777,649 3,318,434 – 3,31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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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 212,612 236,434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 34,574 77,370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 (176,781) (166,9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70,405 146,845

期初結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41,188 354,539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10,486 7,161
  

期末結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22,079 508,545
  



金利來集團有限公司

13

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金利來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從事服裝、皮具及配飾之

分銷及生產、商標授權業務，和持有及發展物業作投資及發展用途。

本公司為一所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沙田小瀝源源順圍

13-15號金利來集團中心7字樓。

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除另行註明外，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港元呈列。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此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中期財務報告」規定而編製。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須

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財務報表乃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3. 會計政策

除以下所述者外，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

務報表所用相同，詳見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此中期期間的所得稅乃按照預期年度總溢利按適用稅率予以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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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3. 會計政策（續）

(a) 本集團所採納之新準則及準則修訂

下列與本集團有關之新準則及準則修訂必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

務年度首次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一號（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報」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號 「合併財務報表」

此準則及準則修訂未有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b) 於二零一三年生效但與本集團無關的準則、準則修訂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一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九號（修訂） 「職工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七號（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八號（修訂） 「聯營和合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一號（修訂） 「政府借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七號（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一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二號

（修訂）

「合併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在其他主體權益的

披露：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一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二號 「在其他主體權益的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三號 「公平價值計量」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二十號

「露天礦生產階段的剝離成本」

(c)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尚未於本中期期間生效的新準則、準則修訂或詮釋，於日

後期間採納此等準則及詮釋預期不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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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4. 營運分部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按類別分析

貨品銷售 696,898 764,347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67,112 64,387

物業管理費收入 20,176 18,808

批授經營權收入 34,054 31,361
  

818,240 878,903
  

本集團按首席營運決策者所審閱並賴以作出決策的內部文件以報告其營運分部之業績。

集團有三個可予呈報的分部。由於各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所需的市場推廣策略亦

不盡相同，因此各分部的管理工作獨立進行。以下摘要概述集團各可予呈報分部的營運：

1) 於中國大陸及香港特區的服裝服飾業務－於中國大陸及香港特區分銷及製造服裝、

皮具及配飾以及商標授權。

2) 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服裝服飾業務－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分銷及製造服裝、皮具

及配飾。

3) 物業投資及發展－投資及發展於中國大陸及香港特區的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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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4. 營運分部（續）

集團於期內按營運分部劃分的可予呈報的除稅前分部溢利及其他個別財務資料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中國大陸

及香港特區

的服裝服飾

於新加坡

及馬來西亞

的服裝服飾

物業投資

及發展 沖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653,294 77,658 87,288 – 818,240

分部間之銷售 – – 3,367 (3,367) –
     

653,294 77,658 90,655 (3,367) 818,240
     

分部業績 201,108 5,919 104,319 311,346
   

未經分配成本 (20,254)
 

除稅前溢利 291,092

所得稅支出 (65,184)
 

本期間溢利 22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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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4. 營運分部（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中國大陸

及香港特區

的服裝服飾

於新加坡

及馬來西亞

的服裝服飾

物業投資

及發展 沖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21,977 73,731 83,195 – 878,903

分部間之銷售 – – 3,384 (3,384) –
     

721,977 73,731 86,579 (3,384) 878,903
     

分部業績 214,859 4,160 121,728 340,747
   

未經分配成本 (21,418)
 

除稅前溢利 319,329

所得稅支出 (68,733)
 

本期間溢利 250,596
 

中央支出（主要是向所有營運分部提供支援功能的支出）包括於未經分配成本內。稅項支

出並未分配至可予呈報的分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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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5. 資本開支

土地使用權

物業、廠房

及設備 投資物業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之期初帳面淨值 15,734 209,223 1,963,815 2,188,772

添置 – 6,020 69 6,089

出售 (15) (636) – (651)

轉撥 6,881 903 (7,109) 675

攤銷及折舊（附註12） (983) (13,458) – (14,441)

公平價值收益（附註11） – – 69,406 69,406

匯兌差額 91 884 12,307 13,282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之期末帳面淨值 21,708 202,936 2,038,488 2,263,13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之期初帳面淨值 21,174 202,013 2,102,764 2,325,951

添置 – 6,164 1,135 7,299

出售 – (127) – (127)

轉撥 – – 1,492 1,492

攤銷及折舊（附註12） (1,013) (13,723) – (14,736)

公平價值收益（附註11） – – 53,016 53,016

匯兌差額 242 1,263 22,577 24,082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之期末帳面淨值 20,403 195,590 2,180,984 2,39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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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6. 業務應收帳項
本集團授與客戶的信貸條款包括貨到付款、信用證或還款期於貨到後30至90日內等方
式。業務應收帳項扣除撥備後之帳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日 43,510 74,714
31至90日 18,010 27,199
90日以上 1,001 8,794

  

62,521 110,707
  

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項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採購按金（附註(a)） 84,183 32,515
按金（附註(b)） 14,226 12,265
預付款項 5,341 5,777
一般按金 6,085 4,978
應收利息 9,957 7,830
可收回增值稅 16,082 16,635
其他 14,992 4,00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項總額 150,866 84,009

減：非流動部份
按金 (14,226) (12,265)

  

流動部份 136,640 71,744
  

附註：

(a) 採購按金指本集團在日常業務過程中主要就服裝服飾業務預付供應商之金額。

(b) 按金指本集團就日後收購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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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8. 分類為待出售的資產

本集團在分類為待出售的資產中所擁有之權益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36 1,219

投資物業 59,919 59,123
  

61,155 60,342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金利來（中國）有限公司訂立協議，

移交一項位於中國上海之物業，補償金額為人民幣122,920,000元（約等於154,633,000港

元）。

9. 股本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1,200,000,000股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00,000,000股） 120,000 12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982,114,035股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82,114,035股） 98,211 9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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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0. 業務應付帳項

業務應付帳項之帳齡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日 33,281 75,607

31至90日 4,669 7,212

90日以上 1,408 8,908
  

39,358 91,727
  

11.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收益（附註5） 53,016 69,406

分類為待出售的資產公平價值虧損 (63) –
  

52,953 6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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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2. 按性質呈報的開支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已銷存貨成本 301,566 342,654

存貨減值撥備╱（回撥） 18,672 (8,933)

產生租金收入投資物業之直接營運支出 21,411 19,678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附註5） 1,013 98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附註5） 13,723 13,458

包括董事酬金之員工成本 107,708 126,068

其他支出 130,384 149,102
  

594,477 643,010
  

代表：

銷售成本 343,794 355,824

分銷及市務成本 157,815 164,116

行政費用 92,868 123,070
  

594,477 643,010
  

13.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二年：16.5%）稅率計算。

溢利來自中國的稅項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25%（二零一二年：25%）稅率計算。香港及

中國以外地區溢利之稅項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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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3. 所得稅支出（續）

已於簡明綜合收益表扣除之所得稅額如下：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款
－香港 380 564

－中國企業所得稅 70,024 68,308

－海外稅款 1,006 707

遞延所得稅項 (6,226) (846)
  

所得稅支出總額 65,184 68,733
  

14. 股息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9.0港仙
（二零一二年：9.0港仙） 88,390 88,390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8.0港仙（二零一一年末

期：17.0港仙），總額共176,78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末期：166,959,000港元）已於二零

一三年六月派付。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舉行的會議上，董事會宣佈派付中期股息每股9.0港仙。該筆

股息並未於簡明中期財務資料內之應付股息內反映，而將被列為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溢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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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5.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225,90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249,982,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982,114,035股（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982,114,035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具潛在攤薄性之普
通股發行，因此攤薄後每股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6.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訂約但未撥備 5,185 4,902

  

(b)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註銷營業租約於未來應收及應付之最低租
賃款項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租金
－一年內 118,266 123,896
－一年後及五年之內 104,106 111,805
－五年後 3,775 8,781

  

226,147 244,482
  

應付租金
－一年內 15,498 7,950
－一年後及五年之內 16,856 8,405

  

32,354 16,355
  

租金隨著收入總額變動之物業營業租約付款責任不納入未來最低租賃支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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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7.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受曾氏家族（包括曾憲梓博士、黃麗群女士、曾智明先生及曾憲梓博士與黃麗群

女士之其他直系後人）所控制，連同曾憲梓慈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5.49%，曾氏家族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整體控制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68.17%之權益。

本公司其餘已發行股份31.83%獲廣泛持有。

以下為與關連人士進行之交易：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a) 銷售服務

收取自關連公司之租金 (i) 827 830

收取自關連公司之物業管理費 (ii) 328 279

(b) 購入服務

付予一關連公司之專業費用 (iii) 160 160

(c) 購入貨品

向一關連公司購入貨品 (iv) – 1,463

附註：

(i) 租金為就出租位於廣州金利來數碼網絡大廈內一商務中心及設施而從廣州世貿中心俱
樂部有限公司（「GWTCCL」）及就出租位於香港金利來集團中心內一單位而從中國香港
數碼音像管理有限公司（「CHKDAM」）收取。租金乃根據所訂立相關租賃協議之價格
計算。由於曾智雄先生為GWTCCL及CHKDAM控股公司之主要股東，故其間接擁有
GWTCCL及CHKDAM之實益權益。由於曾智雄先生為曾憲梓博士及黃麗群女士之公
子，並為曾智明先生之胞兄，故曾憲梓博士、黃麗群女士及曾智明先生在是項交易中擁
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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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7. 關連人士交易（續）
附註：（續）

(ii) 物業管理費為就提供位於金利來數碼網絡大廈的物業管理服務而從GWTCCL及就提供位
於香港金利來集團中心內一單位而從CHKDAM收取。管理費按一般商業條款計算。由
於曾智雄先生為GWTCCL及CHKDAM控股公司之主要股東，故其間接擁有GWTCCL
及CHKDAM之實益權益。由於曾智雄先生為曾憲梓博士及黃麗群女士之公子，並為曾
智明先生之胞兄，故曾憲梓博士、黃麗群女士及曾智明先生在是項交易中擁有權益。

(iii) 盈均財務顧問有限公司於期內作為本集團之財務顧問，本公司向其支付專業費用16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0,000港元）。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吳明華先
生乃盈均財務顧問有限公司之董事總經理兼主要股東。

(iv)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香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金
至尊珠寶股份有限公司以市場價格購入貨品1,463,000港元。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黃英豪博
士乃香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之主席兼執行董事和主要股東。

(d) 購入服務而產生之期末結餘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計費用

－盈均財務顧問有限公司 160 160
  

(e)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為23,812,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2,70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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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9.0港仙（二零一二年：

每股9.0港仙），派息總額為88,39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88,390,000港元）。預計該等股息將約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派付予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認收取擬派股息的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二日及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共

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如欲獲派上述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三下午四

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舖。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並無於期內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買賣本公司任何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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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續）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條例」）第352條第XV部之規

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按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根據聯交所證券上

巿規則（「上巿規則」）內之上巿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獲知會，董事

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

淡倉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所持股份數目
 

董事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佔已發行股本

總數百分比

（附註(a)） （附註(b)）

曾憲梓 好倉 – 1,210,000 613,034,750 614,244,750 62.54%

淡倉 – – – – –

曾智明 好倉 1,404,000 – 613,034,750 614,438,750 62.56%

淡倉 – – – – –

黃麗群 好倉 1,210,000 – 613,034,750 614,244,750 62.54%

淡倉 – – – – –

吳明華 好倉 1,800,000 – – 1,800,000 0.18%

淡倉 – – – – –

附註：

(a) 黃麗群女士為曾憲梓博士之夫人。彼於上表「個人權益」一項披露之股權為曾憲梓博士之家屬權益。

(b) 上表「其他權益」一項所披露由曾憲梓博士、曾智明先生及黃麗群女士持有之股份為下文「主要股東」一
段所披露憲梓家族管理有限公司（作為曾憲梓（二零零七）家族授產安排的受託人）持有之同一批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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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續）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續）
除上文披露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條例第352條已列入記錄於本公司存置之

登記冊內，或按照本公司及聯交所根據標準守則所獲知會，本公司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概無擁有

或被視為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按證券條例第XV部之涵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

權益或淡倉。

除上文披露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訂立任

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或其他法團之股份

或債券而獲益。

除上文披露之該等權益及淡倉外，董事及行政總裁亦以信託方式為本公司持有若干附屬公司之

股份，此安排僅為確保有關附屬公司具有一名以上股東。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條例第336條第XV部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顯示，本公司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獲知會以下主要股東擁有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及淡

倉。此等權益不包括上文所披露有關董事及行政總裁之權益。

證券持有人名稱 證券類別 持有股份總數
佔已發行股本
總數百分比

憲梓家族管理有限公司
（附註）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
普通股

好倉 613,034,750 62.42%

淡倉 – –

Top Grade Holdings

Limited（附註）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
普通股

好倉 613,034,750 62.42% 

淡倉 – –

銀碟有限公司（附註）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
普通股

好倉 160,616,000 16.35% 

淡倉 – –

曾憲梓慈善（管理）
有限公司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
普通股

好倉 53,880,750 5.49% 

淡倉 – –

附註：

憲梓家族管理有限公司作為曾憲梓（二零零七）家族授產安排的受託人，持有Top Grade Holdings Limited
（「Top Grade」）的全部已發行股本。Top Grade持有613,034,750股本公司股份，此包括Top Grade全資附屬公
司銀碟有限公司持有的160,616,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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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續）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所

載之守則條文規定。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任期，但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

規定，彼等須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及重選連任。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有

董事於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時皆遵守標準守則之有關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察集團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

董事會宣布，獨立非執行董事阮雲道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之副主席，以接替黃英豪博士，

由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起生效。黃英豪博士將繼續擔任審核委員會成員。

於本報告日期，審核委員會共有五名成員，包括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家暉先生（主席）、阮

雲道先生（副主席）及劉宇新博士，及非執行董事吳明華先生及黃英豪博士。

財務資料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資料。此

外，應董事會要求，本公司外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亦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審閱聘任準則第2410號審閱此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資料。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曾憲梓博士、曾智明先生、黃麗群女士、非執行董事

吳明華先生及黃英豪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宇新博士、李家暉先生及阮雲道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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