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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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stelux.com

股份編號：84

業績公佈
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寶光實業（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本
集團」或「集團」）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

2017年 2016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 2,850,410 3,401,716

銷售成本 5 (1,173,680) (1,370,752)

毛利 1,676,730 2,030,964

其他收益淨額 3 55,485 12,180

其他收入 4 26,400 22,370

銷售支出 5 (1,429,330) (1,657,260)

一般及行政支出 5 (364,456) (406,717)

其他營運支出 5 (80,098) (96,472)

營業虧損 (115,269) (94,935)

財務成本 (59,755) (90,778)

除所得稅前虧損 (175,024) (185,713)

所得稅支出 6 (2,689) (4,066)

年內虧損 (177,713) (189,779)

* 僅供識別

http://www.stelu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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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續）

2017年 2016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77,921) (190,009)

 非控股權益 208 230

(177,713) (189,779)

股息 7 – –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每股虧損 8

 – 基本及攤薄 (17.00)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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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虧損 (177,713) (189,779)

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滙兌差額 (54,960) (16,245)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重估 (896) (523)

年內扣稅後之其他全面虧損 (55,856) (16,768)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233,569) (206,547)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33,634) (206,212)

 非控股權益 65 (335)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233,569) (20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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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 2017年 3月 31日

2017年 2016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03,213 451,192
 預付租賃地價 31,282 29,777
 無形資產 99,699 104,200
 遞延稅項資產 87,944 76,162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 11,233 12,129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9 129,590 153,846

762,961 827,306

流動資產
 存貨 926,504 1,098,607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9 424,992 433,250
 銀行結餘及現金 533,774 599,225

1,885,270 2,131,082

資產總額 2,648,231 2,958,388

股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4,647 104,647
 儲備 814,432 1,125,156

 股東資金 919,079 1,229,803
 非控股權益 7,080 7,015

股權總額 　 926,159 1,236,818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474 7,342
 貸款 14,710 18,048
 可換股債券 12 – 336,475

22,184 361,86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 611,905 589,235
 應付所得稅 5,338 4,082
 貸款 1,082,645 656,439
 可換股債券 12 – 109,949

1,699,888 1,359,705

負債總額 1,722,072 1,721,570

股權及負債總額 2,648,231 2,95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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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寶光實業（國際）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條規定，按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惟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及可換股債券的負債部分按公
平值計量。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編製綜合財務報表需進行若干重大會計估計，而規定管理層在採用本集團會計政策
時作出判斷。

採納新準則及準則修訂

以下新準則及準則修訂於 2016年 4月 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生效，本集團己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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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修訂本） 釐清折舊及攤銷可接納之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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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之入賬例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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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改進項目 2012至 2014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採納上述新準則及準則修訂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沒有重大影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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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主要從
地區角度評核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和亞洲其餘地區之鐘錶及眼鏡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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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分配收入為投資的股息收入。集團行政淨支出主要為員工成本及高級管理層花紅撥備。未分配資產為集團層
面的物業、機器及設備、按金及預付款項、可供出售財務資產、遞延稅項資產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未分配負
債為集團層面的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借貸、可換股債券、遞延稅項負債及應付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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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澳門及

中國大陸
亞洲

其餘地區

香港、
澳門及

中國大陸
亞洲

其餘地區
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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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464 360,831 1,001,191 197,127 557,089 3,080,702

 分部間 – – – – (230,292) (230,292)

964,464 360,831 1,001,191 197,127 326,797 2,850,410

分部業績 (107,097) (11,475) 28,620 (31,571) 22,288 (99,235)

未分配收入 1,938

集團行政淨支出 (17,972)

營業虧損 (115,269)

財務成本 (59,755)

除所得稅前虧損 (175,024)

所得稅支出 (2,689)

年度虧損 (17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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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澳門及

中國大陸
亞洲

其餘地區

香港、
澳門及

中國大陸
亞洲

其餘地區
批發
業務 未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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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資本性開支 (14,196) (10,665) (32,664) (13,807) (3,380) (3,992) (78,704)

折舊 (21,794) (12,446) (33,983) (11,247) (2,494) (12,679) (94,643)

攤銷預付租賃地價 – (2,960) – (2,835) – – (5,795)

攤銷無形資產 – – – – (2,311) – (2,311)

存貨（撥備）╱撥回 (10,772) 3,297 (4,715) 35 (11,214) – (23,369)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 (3,643) (1,264) (2,820) (1,734) – – (9,461)

無形資產減值 – – – – (3,736) – (3,736)

有法律義務合約的撥備 (17,713) (827) (3,271) (2,084) – – (23,895)

於 2017年 3月 31日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澳門及

中國大陸
亞洲

其餘地區

香港、
澳門及

中國大陸
亞洲

其餘地區
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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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680,919 167,066 331,699 112,898 490,313 1,782,895

未分配資產 865,336

總資產 2,648,231

分部負債 289,455 35,733 156,745 23,918 70,537 576,388

未分配負債 1,145,684

總負債 1,72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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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年度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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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825 415,946 1,025,062 228,746 613,815 3,671,394

 分部間 – – – – (269,678) (269,678)
      

 1,387,825 415,946 1,025,062 228,746 344,137 3,401,716
      

分部業績 (30,770) (199) 22,950 (10,590) 10,159 (8,450)
     

未分配收入      3,506

集團行政淨支出      (89,991)
      

營業虧損      (94,935)

財務成本      (90,778)
      

除所得稅前虧損      (185,713)

所得稅支出      (4,066)
      

年度虧損      (189,779)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年度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未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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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性開支 (28,827) (11,096) (39,957) (18,174) (76,947) (9,042) (184,043)

折舊 (27,590) (17,136) (36,957) (10,674) (3,157) (12,760) (108,274)

攤銷預付租賃地價 – (3,126) – (2,774) – – (5,900)

攤銷無形資產 – – – – (2,346) – (2,346)

存貨（撥備）╱撥回 (4,947) 6,545 (5,678) (673) (29,477) – (34,230)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 (3,438) (568) (2,620) (395) – – (7,021)

無形資產減值 – – – – (26,431) – (26,431)

有法律義務合約的撥備 (15,424) – (2,136) – – – (1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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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於 2016年 3月 31日
 

 鐘錶零售 眼鏡零售
  

 香港、  香港、
 澳門及 亞洲 澳門及 亞洲 批發 集團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中國大陸 其餘地區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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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787,577 200,472 365,570 136,079 536,047 2,025,745

未分配資產      932,643
      

總資產      2,958,388
      

分部負債 256,077 40,140 155,551 28,333 85,909 566,010

未分配負債      1,155,560
      

總負債      1,721,570
      

按地區分析集團收入如下：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 2,135,881 2,577,680

亞洲其餘地區 711,973 823,003

歐洲 2,556 1,033

2,850,410 3,401,716

按地區分析集團分部業績如下：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 (55,268) 20,761

亞洲其餘地區 (23,948) 4,450

歐洲 (20,019) (33,661)

(99,235) (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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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按地區分析集團非流動資產（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如下：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 434,090 481,835

亞洲其餘地區 154,310 176,459

歐洲 75,384 80,721

663,784 739,015

3. 其他收益淨額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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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8) 265

滙兌虧損，淨額 (16,658) (2,170)

贖回可換股債券的收益 75,901 –

議價購買子公司收益 – 9,863

於收購現有聯營公司控制權之重新測量公平值收益 – 4,222

55,485 12,180

4. 其他收入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樓宇管理費收入 2,340 2,340

投資股息收入 1,938 3,506

利息收入 2,827 1,946

雜項 19,295 14,578

26,400 2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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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性質列示的費用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存貨成本及原材料消耗 1,173,680 1,370,752

攤銷無形資產 2,311 2,346

攤銷預付租賃地價 5,795 5,900

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
 – 自置 94,589 108,220

 – 租賃 54 54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 9,461 7,021

無形資產減值 3,736 26,431

有法律義務合約的撥備 23,895 17,560

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5,813 5,350

 – 非核數服務 1,208 1,777

樓宇營業租賃 650,046 715,354

存貨準備 23,369 34,230

應收款項減值 813 80

撥回壞賬準備 (63) (55)

捐款 963 293

僱員福利支出 594,022 683,546

其他 457,872 552,342

銷售成本、銷售支出、一般及行政支出
 及其他營運支出總額 3,047,564 3,531,201

6. 所得稅支出

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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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6.5%）計算。海外利得稅乃根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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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9,012 11,188

 – 海外利得稅 5,680 6,145

 – 過往年度撥備過多 (184) (1,048)

14,508 16,285

遞延所得稅 (11,819) (12,219)

所得稅支出 2,689 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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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及 2016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中期或末期股息。

8. 每股虧損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以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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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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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21) (190,009)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17.00) (18.16)

攤薄

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及 2016年 3月 31日，每股攤薄虧損等於每股基本虧損，因為兌換可換股債券造成反攤薄所
致。

9.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 252,701 249,337

減：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撥備 (1,253) (549)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251,448 248,788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03,134 338,308

554,582 587,096

減：非流動部份 (129,590) (153,846)

流動部份 424,992 433,250

按發票日分析的應收貿易賬款（附註）：
60日以下 48,458 54,902

60日以上 204,243 194,435

252,701 249,337

附註：

應收貿易賬款包括應收進出口代理的結餘為HK$175,081,000（2016年： HK$159,755,000），乃於本集團於中國大
陸的附屬公司結算後按同等的對應金額結算，並無固定年期。 除應收進出口代理的結餘外，大多數應收貿易賬款
少於一年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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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017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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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86 157,259

60日以上 187,196 164,002

313,182 321,261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98,723 267,974

611,905 589,235

11. 承擔

(a) 本集團已簽約但未作出撥備的資本性支出如下：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 – 6,275

(b) 營業租賃下的承擔（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在不可撤銷營業租賃下的未來最低租金付款總額如下：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樓宇
 1年內 524,186 581,130

 1年後但 5年內 347,852 453,802

 5年以上 4,624 4,935

876,662 1,039,867

該等租賃有不同租期、調整租金條款及續租權利。若干店舖的營運租賃租金乃按最低保證租金或銷售額租
金（以較高者為準）計算。上述承擔乃按最低保證租金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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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承擔（續）

(c) 營業租賃安排（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在不可撤銷營業租賃下的未來最低應收租金總額如下：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
 1年內 1,091 869

 1年後但 5年內 1,093 1,202

2,184 2,071

12. 可換股債券

集團於 2016年 9月 15日贖回全部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於贖回日以公平值重新測量。集團於贖回後確認
HK$75,901,000的收益。

13. 結算日後事項

在此報告日期前，本集團已從一間銀行獲得一次性豁免關於借貸合約的部份合約要求；本集團亦同意同一銀行
的有關借貸金額HK$660,830,000相關借貸合約要求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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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 集團營業額下跌 16.2%（撇除匯率因素：15.2%）
– 集團虧損淨額為HK$177.9佰萬
– 集團毛利率由 59.7%下跌至 58.8%

– 營運成本下降 13.3%

– 集團存貨減少HK$172.1佰萬或 15.7%

– 營運現金流入淨額HK$89.4佰萬

本集團的業務主要包括鐘錶零售（「時間廊」）、眼鏡零售（「眼鏡 88」及「eGG Optical Boutique」）以
及鐘錶及眼鏡框架批發貿易。本集團於香港、澳門、中國內地（「大中華」）、新加坡、馬來西亞及
泰國均有店舖。

回顧本年度，由於香港旅客消費減少及東南亞貨幣疲弱，導致本集團營運所在地區的經濟持續放
緩，繼而影響本集團的財務表現。此等因素對本集團業務分部及地區單位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其中對鐘錶業務的影響較顯著；而眼鏡業務則較為穩定。

本集團錄得營業額HK$2,850.4佰萬（2016年：HK$3,401.7佰萬），下跌 16.2%（撇除匯率因素：
15.2%），本集團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HK$177.9佰萬（2016年：虧損為HK$190.0佰萬）。虧損淨額
包括與集團瑞士機芯生產設施有關的無形資產減值HK$3.7佰萬（2016年：HK$26.4佰萬）及以下贖
回可換股債券非現金影響（已於 2016年 9月全數贖回）：

– 贖回可換股債券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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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贖回日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增加HK$41.2佰萬。

由於零售市場疲弱，就若干零售店舖租約及固定資產減值的非現金撥備HK$33.4佰萬（2016年：
HK$24.6佰萬）以及非現金存貨撥備HK$23.4佰萬（2016年：HK$34.2佰萬）對本集團財務表現造成
進一步影響。本年度毛利率為 58.8%，而上一個財政年度為 59.7%。

本集團正調整店舖組合以簡化成本結構，紓緩高企的店舖租金、營運費用及辦公室後勤成本。

營運成本（撇除可換股債券之會計影響及集團瑞士機芯生產設施有關的無形資產減值）則減少約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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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業務表現，於本財政年度將繼續調整在本集團營運所在地區店舖租金的措施。然而，由於
固定的租約期以及需時調整租約租金，本集團預期租金及成本結構於2018/19財政年度的改善將較
2017/18財政年度更為顯著。

存貨減少 15.7%，存貨周轉日數縮短至 288日（2016年：293日）。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2016年 :無）。

「時間廊」集團

– 「時間廊」集團營業額下降 26.5%

– 「時間廊」集團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為HK$118.6佰萬

「時間廊」集團於香港、澳門、中國內地、新加坡、泰國及馬來西亞營運，並於 ht tps : / /c i tychain-

hk.tmall.hk/ 、https://titus.world.tmall.com/ 及 http://mall.jd.com/index-54221.html經營電商業務。
營業額減少 26.5%至HK$1,325.3佰萬（2016年：HK$1,803.8佰萬），錄得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
HK$118.6佰萬（2016年：HK$31佰萬）。

大中華

大中華營業額下跌 30.5%至HK$964.5佰萬（2016年：HK$1,387.9佰萬），主要由於旅客支出大幅
下降以及本地消費疲弱所致。因此，錄得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HK$107.1佰萬（2016年：HK$30.8

佰萬）。

為應對不利的經營環境，本集團繼續關閉表現欠佳的店舖，並爭取較理想的租賃條款，因此，租
金支出按年下降13.2%。憑藉其他已見效益的成本控制措施，營運成本總額減少21.9%，而隨著未
來 12個月租金較高的租約陸續期滿，本集團預計此分部業績將有所改善。

東南亞

由於零售環境充滿挑戰以及東南亞貨幣貶值，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泰國的營業額下跌 13.3%至
HK$360.8佰萬（2016年：HK$415.9佰萬）。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為HK$11.5佰萬（2016年：除利
息及稅項前虧損HK$0.2佰萬）；若撇除滙兌虧損，則錄得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HK$0.1佰萬（2016

年：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HK$0.4佰萬）。

馬來西亞維持錄得盈利，而新加坡表現則未如理想。泰國的表現自2016/17財政年度第四季起漸見
改善，自 2017年 3月起至報告日期期間同店銷售錄得滿意增長。

https://citychain-hk.tmall.hk/
https://citychain-hk.tmall.hk/
https://titus.world.tmall.com/
http://mall.jd.com/index-54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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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活力的形象

回顧本年度，本集團透過翻新「時間廊」的店舖為其打造煥然一新的形象，迎合現今流行的生活體
驗的趨勢。全新店舖的佈局別具一格，重點聚焦於可連線的配戴裝置，為客戶提供充滿年輕生活
時尚的購物環境，提升客戶的購物體驗。

另外，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的電子商貿業務表現理想，因此，本集團將在香港及東南亞投資建立電
子商貿平台，加強社交媒體上的品牌推廣。

「眼鏡 88」集團

– 「眼鏡 88」集團營業額下降 8.3%

– 「眼鏡 88」集團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下降 21.5%至 HK$25.6佰萬

「眼鏡 88」集團於香港、澳門、中國內地、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國營運；作為亞洲其中一間具領
導地位的眼鏡零售商，「眼鏡 88」集團提供具質素及專業的護眼╱眼鏡產品及服務，以及聽力護理
產品及服務。

「眼鏡 88」集團的營業額減少 8.3%至HK$1,001.6佰萬（2016年：HK$1,092.2佰萬），原因為市場需
求放緩所致。較遜色的東南亞表現影響「眼鏡 88」集團錄得較低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為HK$25.6

佰萬（2016年： HK$32.6佰萬）。

大中華

由於消費者需求疲弱，大中華的營業額減少6.8%至HK$804.5佰萬（2016年：HK$863.5佰萬）。營
運效率提升使營運成本下跌大約 9%，盈利能力得以改善，帶動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增加 32.1%至
HK$57.2佰萬（2016年：HK$43.3佰萬）。

東南亞

由於競爭激烈及貨幣貶值，東南亞業務的營業額減少 13.8%至HK$197.1佰萬（2016年：HK$228.7

佰萬），並錄得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HK$31.6佰萬（2016年： HK$10.6佰萬），主要由於一次性支出
以及馬來西亞令吉及新加坡元貶值導致的滙兌虧損合共HK$12.6佰萬所致。為獲取更理想回報，
本集團一直調整營運及營銷策略，以提升店舖表現。

保健服務願景

本集團近年的策略提倡眼睛及聽力健康保健，「眼鏡 88」在香港的首間Family Eye Care概念店深受
顧客歡迎，本集團未來將以此嶄新概念在其他地區開設店舖。同時，除了香港現有的兩間專業護
眼中心以及剛於新加坡開設的中心外，本集團即將開設一間位於廣州及另一間在香港的專業護眼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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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G OPTICAL BOUTIQUE」

– 「eGG」集團營業額上升 21.8%

– 香港的「eGG」錄得同店銷售增長

「eGG」集團於香港、中國內地和東南亞營運店舖，並於 h t tp s : / / eggy j . tma l l . com經營網店。於
2016/17財政年度，「eGG」業務繼續保持良好增長，營業額增加 21.8%（撇除匯率因素：24.4%）至
HK$196.8佰萬（2016年：HK$161.6佰萬）。香港的「eGG」持續錄得營業額增長 22.9%，品牌受一
眾追求時尚及個性品味的消費者歡迎。在中國內地，隨著「eGG」集團陸續開設更多新店，營業額
上升 20.0%。然而，部分地區的競爭加劇，對盈利能力造成一定影響。由於新店需要較長時間方
可達致一定規模的營業額，因此初期錄得較高的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為HK$28.5佰萬（2016年： 

HK$20.3佰萬）。同時，本集團亦已重整供應鏈，以縮短生產時間及提供更新潮的產品。本集團預
期此分部業務將繼續維持增長的趨勢，並實施審慎的拓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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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眼鏡批發業務組成。

由於零售市場不景氣及採購減少，營業額減少5.0%至HK$326.8佰萬（2016年：HK$344.1佰萬）。
然而，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增至HK$22.3佰萬（2016年：HK$10.2佰萬），由於瑞士機芯生產設施
的非現金減值為HK$3.7佰萬，而上一個財政年度為HK$26.4佰萬。

前景

本集團個別營運地區在最近月份的營業額減幅漸見收窄。然而，由於市場存在眾多不確定因素，
如現階段判斷零售市場將出現復甦，實為言之尚早。因此，於2017/18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將
集中推行整合固本措施，並將持續實施有助維持穩定現金流及加強財務紀律的措施。

隨著科技改變消費者行為，集團將致力投放資源，以豐富顧客與品牌互動及體驗，迎接不斷改變
的零售生態。

https://eggyj.t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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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本集團管理層密切監察及管理集團的資本管理、貨幣及利率變動，以處理及管理與本集團營運相
關的財務風險。本集團實行嚴謹的財務管理政策，以控制用於業務營運的短期及長期資金需求的
流動性。有關資金來自業務營運以及有期貸款及短期貿易融資等銀行融資。本集團亦持續監察現
有及預估現金流，審慎管理資產及負債的到期日以及業務營運的財務資本需要。本集團並無訂立
任何衍生金融工具作投機用途。

借貸比率升至 61.3%（2016年：42.4%），由於股東資金縮減至HK$919.1佰萬（2016年 3月 31日：
HK$1,229.8佰萬），而淨債務亦增加 8.0%至HK$563.6佰萬（2016年 3月 31日：HK$521.7佰萬）。
本集團的淨債務乃根據本集團的銀行貸款HK$1,097.4佰萬（2016年 3月 31日：HK$674.5佰萬）及
2016年 3月 31日可換股債券HK$446.4佰萬減去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HK$533.8佰萬（2016年
3月 31日：HK$599.2佰萬）計算。

本集團的主要貸款以港幣結算，主要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或銀行最優惠利率基準，以浮動息率
計算。由於本集團的主要收益以港幣及澳門幣計算，故本集團應用自然對沖機制。

於 2017年 3月 31日，本集團的股權總額為HK$926.2佰萬。本集團營運的現金流入為HK$89.4佰
萬，連同現有的現金及未動用的銀行信貸額，足以應付未來的資金需要。

於2017年3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約為HK$1,885.3佰萬（2016年：HK$2,131.1

佰萬）及HK$1,699.9佰萬（2016年：HK$1,359.7佰萬）。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約為 1.11（2016年：約
為 1.57）。

在此報告日期前，本集團已從一間銀行獲得一次性豁免關於借貸合約的部份合約要求；本集團亦
同意同一銀行的有關借貸金額HK$660,830,000相關借貸合約要求的修訂。

於 2016年 9月 15日， 本 集 團 已 全 數 贖 回HK$371,022,600可 換 股 債 券， 並 支 付 應 計 利 息
HK$6,493,000及認沽期權款項HK$111,306,780。有關詳情，可參閱日期為 2016年 6月 23日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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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31日，集團並沒有任何重大的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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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轉變資本資產之計劃。

年內集團資本結構並無轉變。

年內集團架構並無轉變。

於 2017年 3月 31日，本集團部分物業、機器及設備總值約HK$272,796,000（2016年 3月 31日：
HK$283,382,000）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取銀行信貸。

集團資本結構

年內集團資本結構並無轉變。

集團架構變動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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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31日共有 3,102位（2016年：3,668位）僱員。集團就業績及個別僱員表現提供按「關
鍵績效指標」釐定之獎金予合資格的僱員。集團亦提供相關的培訓計劃改善僱員質素、能力及技
能。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符合資格出席將於 2017年 8月 18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
票，本公司將於 2017年 8月 14日（星期一）至 2017年 8月 18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2017年8月11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前，遞交至本公司之香
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

17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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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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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除以下偏差外，本公司均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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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應有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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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行政總裁。本公司認為，主席及行政總裁之
角色由黃創增先生同時兼任，確保本集團內統一領導，從而使本集團之整體策略計劃更佳。董事
會亦相信，董事會內之權力制衡並不會受到不區分角色影響，因現時之董事會由富經驗和能幹的
人士組成，當中大多數為獨立非行政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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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每隔三年最少輪席告退一次。然
而，並非本公司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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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條

守則規定載有有關薪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內容。本公司已採納守則規定第B.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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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的部份。由於行政董事較適合評估高級管理
人員的表現，本公司相信釐定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福利應由行政董事負責。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行政董事，分別為胡春生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胡志文教授及鄺易
行博士組成。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監
控系統。審核委員會於 2016年 6月 20日、2016年 11月 21日、2017年 3月 17日及 2017年 6月 19

日舉行會議，討論事項包括集團之審核服務計劃、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其他財
務報告事項、確保本公司財務報表的完整性、準確性及公平性、檢討本集團整體風險管理及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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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制度的成效，包括在會計及財務匯報職能方面是否擁有充足的資源、員工是否具備足夠的資
歷及經驗，並已接受充足的培訓，及是否有充足的預算，及檢討行政董事負責的一切重要商業事
務，特別是持續關連交易，並於提呈董事會批准前審閱本集團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業績及
2016/2017年中期業績。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胡志文教授（薪酬委員會主席）、胡春生先生、鄺易行博士（均為獨立非行政董事）及
黃創增先生（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組成。薪酬委員會於 2017年 6月 19日舉行一次會議，以對本
集團行政董事之薪酬作出年度檢討及決定行政董事於 17/18財政年度之花紅方案。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黃創增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及三位獨立非行政董事，分別
為胡志文教授、胡春生先生及鄺易行博士組成。提名委員會於 2017年 6月 19日舉行一次會議，考
慮胡志文教授之獨立性。獨立非行政董事胡教授將於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及屆時將服務
逾 9年。

企業管治委員會

企業管治委員會由關志堅先生（企業管治委員會主席及集團首席財務總監）及三位獨立非獨立行政
董事，分別為胡志文教授、胡春生先生及鄺易行博士組成。委員會於 2017年 3月 29日之會議檢討
本公司遵守守則條文，其中包括須於企業管治報告中披露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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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財務資料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乃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www.hkex.com.hk) 「最新上市公司訊息」一
欄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stelux.com) 「公告及通告」一欄。本公司 2017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
發予本公司股東及上載於上述網站。

代董事會
黃創增

主席及行政總裁

但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箴言 4:18

香港，2017年 6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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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財務總監）

獨立非行政董事：

胡春生、胡志文及鄺易行

http://www.hkex.com.hk
http://www.stelu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