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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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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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GDELI HOLDINGS LIMITED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89）

二零二零年中期業績

財務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同比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

收入 651,831 1,361,170 -52.1

毛利率 12.5% 18.5% -600 bps

期內（虧損）╱溢利 (71,317) 33,414 -313.4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70,961) 29,925 -337.1

中期業績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或「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
字及說明性附註摘要，此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而成，並已由本
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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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2 651,831 1,361,170
銷售成本 (570,054) (1,108,837)

毛利 81,777 252,333

其他收益 3(a) 23,884 20,656
其他虧損淨額 3(b) (13,657) (4,477)
分銷成本 (78,995) (139,596)
行政費用 (81,193) (78,369)

經營（虧損）╱溢利 (68,184) 50,547
財務成本 4(a) (4,944) (5,320)

除稅前（虧損）╱溢利 4 (73,128) 45,227
所得稅 5 1,811 (11,813)

期內（虧損）╱溢利 (71,317) 33,414

應佔：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70,961) 29,925
 非控股權益 (356) 3,489

期內（虧損）╱溢利 (71,317) 33,414

每股（虧損）╱盈利 6
基本 人民幣(0.015)元 人民幣0.006元

攤薄 人民幣(0.015)元 人民幣0.0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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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虧損）╱溢利 (71,317) 33,41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稅後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41,177 2,123

41,177 2,123

隨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通過其他全面收入按公允值計量之
  股本投資－公允值儲備變動淨額
  （不可轉入損益） 8 62,391 4,858
 換算通過其他全面收入按公允值計量之
  股本投資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8 4,847 1,974
 換算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6,007 3,655

83,245 10,48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3,105 46,024

應佔：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52,719 42,679
 非控股權益 386 3,34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3,105 4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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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35,897 137,738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506,544 538,087

642,441 675,825

無形資產 1,629 1,724
商譽 67,352 66,502
其他投資 8 517,330 400,184
預付款項及按金 10 14,840 21,333
遞延稅項資產 40,342 34,003

1,283,934 1,199,571

流動資產
存貨 9 1,186,084 1,309,75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601,245 416,263
本期可收回稅項 2,232 2,192
銀行存款 11 190,916 548,11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1,186,946 1,165,169

3,167,423 3,441,49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 13 151,072 221,453
銀行貸款 14 63,830 142,094
租賃負債 82,302 121,586
本期應繳稅項 13,914 25,816

311,118 510,949

流動資產淨值 2,856,305 2,930,5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140,239 4,13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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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4 77,077 74,523
租賃負債 29,920 72,053
遞延稅項負債 2,478 1,956

109,475 148,532

資產淨值 4,030,764 3,981,587

資本及儲備 15
股本 22,337 22,337
儲備 3,924,953 3,872,278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947,290 3,894,615

非控股權益 83,474 86,972

權益總額 4,030,764 3,981,587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6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
營運所得現金 30,744 131,427
已付所得稅 (15,398) (5,423)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5,346 126,004

投資活動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付款 (29,399) (29,333)
銀行存款減少 363,899 259,555
支付第三方墊款 (163,509) (144,539)
購入其他投資付款 (46,900) (99,765)
投資活動產生之其他現金流量 24,239 10,003

投資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148,330 (4,079)

融資活動
已付租賃租金的資本部分 (72,051) (53,295)
已付租賃租金的利息部分 (2,355) (2,581)
融資活動產生之其他現金流量 (82,439) (53,410)

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156,845) (109,2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6,831 12,639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1,165,169 1,551,003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 14,946 5,629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1,186,946 1,56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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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另有指明外，數額以人民幣呈列）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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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獲准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管理層需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時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
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及以年初至今為基準計算之資產與負債及收入與支
出之呈列金額。因此，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出入。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說明性附註摘要。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刊發
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之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易之
詮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全部資料。

載於中期財務報告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有關之財務資料，作為比
較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之一部份，惟乃摘錄自該等財
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之註
冊辦事處查閱。核數師已在其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五日刊發之報告對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無保
留意見。

2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透過生產線（產品及服務）及按地區（主要位於香港及台灣╱馬來西亞）成立之分部
管理業務。按與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內部報告資料一致
之方式，及鑒於本集團零售分部之重要性，本集團之零售業務按地區以及產品及服務分為
以下兩個呈報分部，原因為該等地區之各分區經理均直接向高層行政團隊匯報。所有分部
均主要透過其本身之零售網絡而產生其零售收入。本集團並無合併營運分部，以組成以下
之呈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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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收入細分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線及客戶所在地區之客戶合約收入細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線細分
 －來自銷售手錶及珠寶之收入 399,959 966,540
 －來自製造手錶配套產品之收入 122,796 183,036
 －來自提供店舖設計及裝修服務之收入 85,706 108,094
 －來自其他業務之收入 43,370 103,500

651,831 1,361,170

其他來源收入
 －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總收入 550 1,530

652,381 1,362,700

按客戶所在地區細分
 －香港地區（經營所在地） 312,572 864,834

 －中國內地 252,112 393,957
 －台灣地區╱馬來西亞 87,697 103,909

339,809 497,866

652,381 1,362,700

來自銷售手錶、珠寶及相關配套產品之收入乃隨時間確認。

來自提供店舖設計及裝修服務之收入隨時間推移確認。

上述地區分析包括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來自香港地區及中國內地
外部客戶的物業租金收入人民幣550,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1,5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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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損益及資產之資料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按下列基準監察
各個呈報分部之損益及資產：

收入及開支乃參考呈報分部產生之銷售及該等分部產生之開支分配至有關分部。然
而，除呈報分部間銷售外，某一分部向另一分部提供之協助（包括共用資產）並不計
算在內。

用於呈報分部溢利之表示方式為「毛利」。

分部資產僅指存貨，並未撇除未實現之分部間溢利。

本期內，為評估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提供之有關本集
團呈報分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零售 所有其他 總計

香港地區 台灣地區╱馬來西亞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312,262 864,834 87,697 103,909 251,872 392,427 651,831 1,361,170

分部間收入 – 228 – – 31,774 52,941 31,774 53,169

呈報分部收入 312,262 865,062 87,697 103,909 283,646 445,368 683,605 1,414,339

呈報分部毛利 18,116 156,392 12,304 25,009 51,357 70,932 81,777 252,333

零售 所有其他 總計

香港地區 台灣地區╱馬來西亞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呈報分部資產 936,880 1,020,649 137,591 167,353 111,613 121,779 1,186,084 1,309,781

低於數量化最低要求之分部業績及資產（「所有其他」）主要來自手錶配套產品製造業
務及店舖設計及裝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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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呈報分部損益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呈報分部總收入 399,959 968,971
其他分部收入 283,646 445,368
抵銷分部間收入 (31,774) (53,169)

綜合收入 651,831 1,361,170

溢利
呈報分部總毛利 30,420 181,401
其他分部毛利 51,357 70,932

81,777 252,333

其他收益 23,884 20,656
其他虧損淨額 (13,657) (4,477)
分銷成本 (78,995) (139,596)
行政費用 (81,193) (78,369)
財務成本 (4,944) (5,320)

綜合除稅前（虧損）╱溢利 (73,128) 45,227

3 其他收益及其他虧損淨額

(a)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14,429 14,382
租金收入 550 1,530
政府補貼 2,178 379
來自其他投資的股息收入 5,689 2,429
其他 1,038 1,936

23,884 2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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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匯兌換虧損淨額 (3,310) (4,06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虧損淨額 (2,551) (411)
租金減讓 11,514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11,789) –
使用權資產減值 (7,521) –

(13,657) (4,477)

4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經扣除以下項目後得出：

(a)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2,361 1,955
租賃負債利息 2,355 2,581
銀行費用 228 784

4,944 5,320

(b)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攤銷 302 210
折舊
 －投資物業及物業、廠房及設備 19,680 19,468
 －使用權資產 26,784 58,95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虧損撥備╱（撥回） 1,160 (1,154)
存貨撇減╱（撥回） 22,904 (3,021)
有關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的開支 10,646 13,543
未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可變租賃付款 427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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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630) 5,716
中國內地所得稅 4,991 6,953
其他海外稅項 39 35

3,400 12,704
遞延稅項 (5,211) (891)

(1,811) 11,813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採用的估計年度實際稅率16.5%
（二零一九年：16.5%）計算，惟本集團一間身為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企業之附屬公司除外。

就此附屬公司而言，首2百萬港元應課稅溢利以8.25%的稅率徵稅，而餘下應課稅溢利以
16.5%的稅率徵稅。此附屬公司之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與二零一九年相同的基準計算。

同樣地，其他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乃按預期適用於其所在的相關國家或司法權區之估計年
度實際稅率計算。

6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70,961,000元（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29,925,000元）
及中期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4,662,666,959股普通股（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4,643,937,677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攤薄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
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7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為使用倉庫、零售店及機器訂立多項
租賃協議，並因此確認添置使用權資產人民幣1,581,000元。零售店之租賃包括依零
售店產生之銷售及固定最低年度租賃付款條款而定之可變租賃付款條款。該等付款
條款於本集團主要經營地點香港之零售店甚為常見。

(b) 自有資產之收購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人民幣29,399,000元（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9,333,000元）主要收購廠房及機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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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投資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指定為通過其他全面收入按公允值計量
 （不可轉入損益）之股本證券
 －上市證券 515,845 400,184
 －非上市證券（附註） 1,485 –

517,330 400,184

附註： 董事認為成本人民幣1,485,000元代表該範圍內對公允值的最佳估計。

9 存貨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19,302 22,132
在製品 39,979 34,940
製成品 1,126,803 1,252,686

1,186,084 1,309,758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及扣除虧損撥備後之應收貿易賬款（計入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
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資產

三個月內 115,240 155,740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22,676 5,420
超過十二個月 8,231 59

應收貿易賬款減虧損撥備 146,147 161,219

其他應收款項 392,917 187,903
預付款項及按金 62,181 67,141

601,245 416,263

非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及按金 14,840 21,333

616,085 437,596

應收貿易賬款由開票日期起計30至180日到期。流動資產內所有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
款項均預期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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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銀行存款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抵押存款 – 14,700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存款 190,916 533,415

190,916 548,115

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呈列之所有本
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存於銀行之現金及手頭現金。

13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應付貿易賬款（計入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41,135 108,979
超過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 28,553 18,422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618 4,108
超過一年 231 280

應付貿易賬款 70,537 131,789

合約負債 22,667 15,90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7,868 73,760

151,072 22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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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的銀行貸款
 －有抵押 42,359 54,836
 －無抵押 21,471 87,258

63,830 142,094

一年後償還的銀行貸款
 －有抵押 77,077 74,523

77,077 74,523

140,907 216,61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若干附屬公司之銀行信貸由彼等賬面值合共人民幣137,016,000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42,163,000元）之土地及樓宇按揭及銀行存款人
民幣零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4,700,000元）作抵押。

15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i) 中期期間應付股份持有人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中期期間後已宣派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零元
 （二零一九年：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38元） – 177,181

中期股息尚未於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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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期期間已批准及派付上一個財政年度應付股份持有人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下一個中期期間已批准及派付上一個
 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零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12元） – 55,952

(b)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股份

根據董事會於二零一五年批准之股份獎勵計劃，本公司可購買其自身股份及向本集
團若干僱員或顧問授出相關股份。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股份。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根據二零一五年股份獎勵計劃無償授
出30,000,000股股份予本集團僱員，其中20,000,000股股份授予本公司董事。僱員就
換取獲授股份提供的服務之公允值乃於損益中確認為員工成本，按授予日期之本公
司股份價格計算之股本儲備亦相應地增加。

16 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履行且並無於中期財務報告內計提撥備之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 24,676 35,703

17 重大關連方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常性交易
向新宇集團提供之店舖設計及裝修服務 16,363 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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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和分析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在全球性新冠疫情的沉重打擊下，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金融市場激劇
動蕩、再加上中美貿易摩擦等其他諸多不利因素的影響，中國內地和港澳地區的經濟面臨着近
年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壓力。面對極具挑戰的經營環境，本集團以「行穩致遠」為準則，在嚴峻
的困局中順應市場，積極調整業務，以確保企業的生存與健康，冀圖未來之長遠發展。

一、 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收入錄得651,831,000元（人民幣，下同；二零一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1,361,17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了52.1%；零售銷售額錄
得399,959,000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968,743,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了
58.7%，工業集團等收入為251,872,000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392,427,000
元），較去年同期下降了35.8%。

在新冠疫情肆虐，經濟深度衰退的大背景下，集團所屬各地，特別是香港地區的鐘錶零售
深陷困境，多間店舖虧損嚴重，導致銷售額大幅度地下降。工業集團等也同樣面臨着極大
的困境與挑戰，受全球疫情衝擊，營運困難突顯，收入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收入分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零售業務
 香港地區 312,262 47.9 864,834 63.6
 台灣地區╱馬來西亞 87,697 13.5 103,909 7.6
工業集團等 251,872 38.6 392,427 28.8

總計 651,831 100 1,361,170 100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之毛利約為人民幣81,777,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六個月：人民幣252,333,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67.6%；毛利率約12.5%（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18.5%)，較去年同期下降了600bps。毛利及毛利率的下
降主要是因零售額的下降、給客戶提供較大的折扣以及庫存撥備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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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虧損

於回顧期，本集團錄得虧損，虧損額為71,317,000元（人民幣，下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六個月溢利：33,414,000元），股份持有人應佔虧損為70,961,000元（截至二零一
九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溢利：29,925,000元）。虧損的主要原因為：經濟環境影響導致收入
下降；香港零售業務有關的使用權資產減值；物業、廠房、設備的減值及庫存撥備等。

財務狀況及淨負債權益率

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達
4,030,764,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81,587,000元）（人民幣，下同），流動資
產淨值為2,856,305,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30,548,000元），其中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和銀行存款為1,377,862,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13,284,000元），
而銀行貸款則合共為140,907,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6,617,000元）。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按固定利率計息的銀行貸款合共人民幣39,950,000元（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2,733,000元），其利率為5.10%（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59%至5.10%），其餘銀行貸款按浮動利率計息，其利率為1.40%至1.64%（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70%至3.06%）。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中約28%（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以人民幣計值，0%（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以港元
計值，0%（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以美元計值，72%（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7%）以新台幣計值。銀行貸款到期償還概況載於隨附之財務報表附註。回顧期內，
並無觀察到本集團之借貸需求有特定的季度大變化趨勢。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負債為人民幣140,907,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216,617,000元），其淨負債權益比率約為零（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零）（淨負債定義為負債總額（包括計息借貸總額）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和銀行存款）。
為集團業務的下一步拓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集團對財務及現金採取審慎管理的庫務政策，通過集團集中處理，以多種方式管理銀行
可用信貸額度及監察信貸成本風險。本集團與多家提供融資的銀行維持良好的合作夥伴關
係，並對其資金流動性及融資要求做出定期檢討。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買賣主要以港幣、人民幣及新台幣為單位。於回顧期內，該等貨幣之間的匯率變
動已做出妥善處理，故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匯波動風險。本集團並無訂立外匯對沖安排
管理外匯風險，而是一直積極關注及監察匯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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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等值於人民幣137,016,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人民幣142,163,000元）的土地和樓宇作為按揭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流動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3,167,423,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441,497,000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包括存貨約為1,186,084,000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09,758,000元）、應收貿易賬款及其它應收賬款約601,245,000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6,263,000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和銀行存款約
1,377,862,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13,284,000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12%（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
以人民幣計值，83%（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7%）以港元計值，5%（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2%）以其他貨幣計值。

流動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約311,118,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510,949,000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包括銀行貸款約63,83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42,094,000元）、應付貿易賬款及其它應付賬款約151,072,000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1,453,000元）、租賃負債約82,302,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21,586,000）本期應繳稅項約13,914,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816,000
元）。

資本結構

本公司的資本結構包括已發行股本、儲備及累計溢利。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為4,662,666,959股（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62,666,959股）；儲備及累
計溢利總額為人民幣3,924,953,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872,278,000
元）。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除財務報表附註所披露之外，本公司於回顧期內概無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
大收購或出售。

除財務報表附註所披露之外，本公司於回顧期內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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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業務主要專注於手錶配套產品製造，香港、澳門、台灣及馬來西亞等
地之國際名錶銷售及全面的相關客戶服務暨維修，電子商務等。

零售網絡

本集團零售網絡主要分佈於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及馬來西亞等地，其零售店類型主要包
括「三寶名錶」、「亨得利」╱「Watchshoppe」以及單一品牌專賣店。「三寶名錶」主要設於香
港，銷售高檔國際名錶；「亨得利」╱「Watchshoppe」主要設於台灣及馬來西亞等地，銷售
中檔和中高檔國際名錶。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在上述各地合共經營67間
零售門店，其佈局詳情基本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港澳地區
台灣地區╱
馬來西亞 總計

三寶名錶 5 1 6
亨得利╱Watchshoppe 1 33 34
品牌專賣店 10 17 27

總計 16 51 67

多年來，本集團與眾多國際著名手錶品牌供貨商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其中包括斯沃
琪集團，路威酩軒集團，歷峰集團及開雲集團等。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
共經銷含上述四大品牌供貨商所屬及其他獨立製錶人所屬之超過50個國際知名品牌，包
括：寶璣、寶珀、寶格麗、卡地亞、芝柏、海瑞溫斯頓、萬國、積家、浪琴、美度、歐米
茄、帕馬強尼、江詩丹頓、天梭、真力時、宇舶等。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在新冠疫情肆虐，經濟深度衰退的大背景下，集團所屬各地，特別是
香港地區的鐘錶零售深陷困境，多間店舖虧損嚴重，導致銷售額及毛利率均有大幅度的
下降。總體來看，零售銷售額較去年同期下降了58.7%，而毛利率下降了600bps。集團迅
速採取包括關閉店舖在內的多種應對措施，減少損失，以期生存。現時來看，世界經濟仍
未見明顯起色，而困擾香港社會的地緣政局亦未有緩和跡象，再加上新冠疫情等的影響，
集團零售業務仍面臨着極大的困難。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酌情以各種可行方式（包括裁
員、繼續關閉店舖等）調整業務，以利集團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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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地區

本集團在香港的零售定位主要為高端品牌，包括寶珀、寶璣、寶格麗、卡地亞、肖邦、法
穆蘭、芝柏、海瑞溫斯頓、萬國、積家、歐米茄、沛納海、伯爵、帕瑪強尼、江詩丹頓、
真力時、格拉蘇蒂、雅典、雅克德羅、百年靈、昆侖、名士、萬寶龍、浪琴、宇舶、豪雅
等。為適應近年訪港人士結構及消費模式的變化，集團也進行了多層面的品牌佈局，適當
引進了部份中高檔品牌，及營銷不少知名的國際獨立製錶人品牌，如：HYT、Christophe 
Claret、Greubel Forsey、MB&F、Armin Strom、Moritz Grossmann等，以圖擴大市場份
額。

回顧期內，在新冠疫情肆虐，世界經濟深度衰退的大背景下，香港地區經濟形勢極為嚴
峻。新冠疫情對香港廣泛的經濟活動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再加上中美貿易糾紛的持續，地
緣政治局勢的動蕩，導致本已極度衰退的經濟更進一步雪上加霜。本集團的鐘錶零售深陷
巨大的困境，多間店舖虧損嚴重，以致銷售額及毛利率均有大幅度的下降。集團迅速採取
包括積極爭取減租、裁員、關閉店舖等在內的多種應對措施降低損失，以期生存。回顧期
內，集團關閉了分別位於中環、銅鑼灣以及尖沙咀等商業地區的五間零售門店。

回顧期內，位於澳門的一間「亨得利」店舖情況與香港情形基本相似，嚴重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於香港及澳門尚擁有16間零售門店，總體處境異常艱
難。現時來看，全球政治動蕩不安的特徵依然明顯，世界經濟亦未見明顯起色，而困擾香
港社會的地緣政局仍未有緩和跡象，再加上新冠疫情等的影響，香港經濟仍然面臨着前所
未有的衝擊，企業經營舉步維艱。下半年，本集團將順應市場，酌情繼續以多種可行方式
（包括裁員、繼續關閉店舖等）調整業務結構，以期健康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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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及馬來西亞

集團於台灣的零售主要以中檔和中高檔手錶為主。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在
台灣共經營45間零售門店，主要分佈於台北、台中、高雄、新竹及嘉義等主要地區。除一
間銷售頂級手錶的「三寶名錶」店外，其他店舖均為品牌專賣店和銷售中檔和中高檔手錶
的「亨得利」錶店。所售品牌主要包括歐米茄、萬國、雪鐵納、漢米爾頓、浪琴、雷達、豪
雅、天梭、古馳等。

集團於馬來西亞經營6間店舖，銷售多為為中檔及中高檔手錶，主要包括雪鐵納、漢密爾
頓、浪琴、雷達、豪雅、天梭、萬寶龍、美度、艾美、豪利時和柏萊士等。

回顧期內，受世界經濟大幅度衰退及新冠疫情的嚴重影響，台灣和馬來西亞有多間店舖或
關閉停業了較長時間，兩地銷售都在激劇下降或停滯。就目前來看，預計下半年該兩個地
區之銷售等仍不會有任何新的突破。

客戶服務暨維修

「技術先進、管理高效和服務貼心」是本集團之於消費者的鄭重承諾，也是本集團給予消費
者的最佳信心保證。品牌供貨商給予集團技術人員的持續培訓以及國際範圍人才招募的人
力資源政策，確保了本集團能夠始終擁有精英技師及保持國際最先進的維修技術。

本集團於各地零售店均設有實時維修網點，並在香港、台灣及馬來西亞設有手錶維修中
心，為客戶提供及時全面的售後服務。國際頂尖手錶技師及高端維修設備向客戶提供國際
一流的手錶維修及保養服務，務求做到精益求精。本集團一直與品牌供應商保持着良好的
合作關係，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為近百個國際品牌的維修代理，其中獨
家維修代理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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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集團

本集團擁有比較成熟的手錶配套產品生產產業鏈，各間公司分別位於蘇州、廣州及東莞等
地，業務範圍主要涵蓋手錶附屬產品及包裝產品製作、商業空間設計、製作及裝修等。所
屬多間公司均在其各自的領域建立了良好的口碑；與品牌商合作極為緊密，建立了互信、
共享的良好合作關係；客戶覆蓋中國、瑞士、美國、亞太區其他各國等。

回顧期內，工業集團也同樣面臨着極大的困境與挑戰，其所屬三間生產公司均位於中國內
地。上半年，受疫情衝擊，營運困難突顯，內地有不少同行企業無法存續。本集團以穩
健為根本，以創新求發展，在確保員工安全健康的同時，適時組織復工復產，採取多種積
極有效的措施應對疫情，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效。在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回顧期內，
工業集團收入雖較去年同期下降了28.4%，但其幅度小於業界同行，且取得了過千萬的利
潤，實屬不易。工業集團之穩健的運營為集團下半年業務的展開及未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礎。

近期中國內地疫情控制良好，各項經濟重要指標亦頻現積極信號，表明經濟運行總體經受
住了疫情的衝擊。本集團相信，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中國經濟長期向好
的基本面並未改變，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發展態勢仍將繼續。下半年，本集團將充分把握發
展良機，進一步加強產業管理及技術方面的研發與創新，以質量為先，以創新驅動，尋找
時機進行產品上下游的產業整合，着力提升在行業內的領導地位。本集團將背靠中國內地
長久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集中力量擴充發展可為集團帶來穩定持久收入的鐘錶、珠寶等
中高檔商品之配套產品的生產，以多種方式與品牌商及國際同行進行更深層次的合作。同
時，集團將以新的工業生產基地為中心，全力展開工業生產的有限多元化進程，將現有產
品和服務擴充至化妝品和電子產品等配套領域，不斷擴大產業模式，豐富產品線，謀求集
團更新、更廣的發展模式，實現發展的新突破。本集團相信，工業集團將在快速提升中為
集團的存續及發展提供內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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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責任及人力資源

本集團一貫倡導「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提倡「相互尊重、勇於承擔、緊密協作、不斷創
新」的企業精神，並以此作為企業管理和履行社會責任的堅實基礎。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港澳、中國內地、台灣及馬來西亞等地合共聘用
1,658名員工。本集團一貫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及增值，採用規範化的招聘體系，並有計
劃地投入資源於管理人員、前線服務員及維修技術人員的各類培訓，涵蓋範疇包括管理的
藝術、銷售技巧、品牌知識及服務意識等，以提升其知識水平、營銷技能及服務能力；並
與品牌供貨商合作，常規性地對前線服務員及維修技術人員進行品牌知識及維修技術之培
訓。

本集團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及各種激勵機制，並定期檢討有關機制架構，以更加適應企
業發展之需。本集團向公司一般管理層及有關人士發出獎勵股份，以表彰其對集團所作的
貢獻，並激勵其今後為之更加努力。同時，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其它多種褔利，包括強積
金、保險計劃、房屋及膳食等。

本集團將環境保護列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回顧期內，集團工業集團各分子公司
嚴格遵守國家相關規定，定期按要求向環保局進行污染物申報，其污水、廢氣等污染排放
監測結果均通過年檢，符合國家標準。

多年來，本集團與眾多國際著名手錶品牌供貨商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其中包括斯沃
琪集團、路威酩軒集團、歷峰集團和開雲集團等。回顧期內，本集團合共經銷含上述四大
品牌供貨商所屬及其他獨立製錶人所屬之超過50個國際知名品牌。集團所屬分、子公司生
產的產品均實施嚴格的質檢流程，完全符合國家質量標準，充分保證了客戶和消費者的利
益。

本集團在創造企業利益、實現品牌價值的同時也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通過香港公益
金、香港保良局、香港紅十字會等做出多次捐贈，在教育、醫療、體育等公益事業中做出
了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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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來展望

當前，全球政治動蕩不安趨勢仍十分明顯，新冠疫情亦未有明顯改觀，中國經濟運行仍然
存在諸多困難和問題。但是，近期中國內地疫情控制良好，各項經濟重要指標亦頻現積極
信號，表明經濟運行總體經受住了疫情的衝擊。本集團相信，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
需潛力，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並未改變，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發展態勢仍將繼續。本
集團將繼續憑藉自身的核心競爭力，除舊布新，不斷尋找新的商機，以保企業健康生存及
穩步向前。

根據集團董事會決議精神，本集團仍將繼續堅持「行穩致遠」之原則，順應市場，酌情以多
種可行方式（包括裁員、繼續關閉店舖等）調整業務結構。本集團將從未來發展之戰略的高
度出發，背靠中國內地長久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集中力量擴充發展可為集團帶來穩定持
久收入的鐘錶、珠寶等中高檔商品之配套產品的生產，以多種方式與品牌商及國際同行進
行更深層次的合作。同時，集團將以新的工業生產基地為中心，全力展開工業生產的有限
多元化進程，將現有產品和服務擴充至化妝品和電子產品等配套領域，謀求集團更新、更
廣的發展模式，實現發展的新突破。

股息分派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人民幣3.8分）。

股份掛鈎協議

股份獎勵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採納股份獎勵計劃，以表揚若干參與人為公司所做出的
貢獻，並吸引合適的人員以進一步推動本公司的發展。

除在董事會可能決定提前終止的規限下，股份獎勵計劃的有效期為採納日期起計十(10)
年。董事會可挑選任何參與人（不包括被排除參與人）參與股份獎勵計劃及釐定授予入選參
與人的購買獎勵股份的獎勵金額。董事會可全權酌情在其認為合適的情況下就入選參與人
所享有的獎勵股份權利施加任何條件（包括繼續為本集團服務的期限）。入選參與人不需
要就獎勵股份支付任何代價予本公司。倘若進一步授予獎勵股份將致使董事會根據股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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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計劃所授予的股份面值超過本公司於採納日期已發行股本的10%，則不會做出進一步授
予。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予選定參與人的股份數目於每12個月內最高不得超過本公司於
採納日期已發行股本的0.5%，或董事會不時決定之股份數目。

股份獎勵計劃須於採納日期第十周年之日或董事會決定提早終止之日期（以較早者為準）終
止。

回顧期內，公司概無授出任何獎勵股份（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0,000,000
股）。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召開之股東周年大會，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可向選定之參與者（包括但不限於本集團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
權，作為彼等為本集團所作貢獻之獎勵或報酬（「購股權計劃」）。除在董事會可能決定提前
終止的規限下，購股權計劃的有效期為採納日期起計十(10)年。

於購股權計劃下，受限於董事的酌情權，於購股權可行使前並無最短持有期的限制。各購
股權之有效期最長為十年，其後將告失效。在任何為期12個月的時間內，行使已向每名合
資格參與者授出之購股權時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逾已發行股份之1%。行
使價不得低於以下較高者：(i)於該購股權授出日期在聯交所刊發之每日報價表所列之股份
收市價；(ii)緊接該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刊發之每日報價表所列之股份平
均收市價；及(iii)股份面值。

根據購股權計劃，承授人需於本公司授出購股權建議的日期起計十日內接納，於接納購股
權時，承授人須支付港幣1.00元予本公司作為有關購股權的授予之代價。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4,662,666,959股，無尚未行使的購股
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無）。

購買、出售或購回證券

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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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證券（二零一九
年上半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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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長期以來，本公司致力保持高標準的公司管治機制，確保集團較高的透明度，以保障全體股東
之利益，並確保客戶、員工及集團的協調發展。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唯偏離守則A.2.1。鑑於現有企業結構，
主席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角色並無分開，均由張瑜平先生擔任。儘管主席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角色
責任乃歸屬一人，但所有重要決策均經諮詢董事會及（在適用情況下）經董事會作出。董事會有
三名極具獨立性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條、第3.10(2)及第3.10(A)條的要
求。因此，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具備充分權力平衡及保障科學決策的作出。

鳴謝

董事藉此機會感謝全體股東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以及感謝本集團全體員工於報告期內為本集
團付出之努力和貢獻。

一般事項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有主席兼執行董事張瑜平先生、執行董事黃永華先生及李樹忠先生；非
執行董事史仲陽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建民先生、黃錦輝先生及劉學靈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瑜平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瑜平先生（主席）、黃永華先生及李樹忠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史仲陽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建民先生、黃錦輝先生及劉學靈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