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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

營業額 577,529 518,748 11.3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虧損）╱溢利 (67,634) 23,217 不適用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1.98港仙) 0.69港仙 不適用
每股（虧損）╱盈利
 －攤薄 (1.98港仙) 0.69港仙 不適用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百分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財務狀況

總資產 1,115,997 1,075,672 3.7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權益 469,894 538,609 (12.7)

非控股股東權益 9,444 9,70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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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報告連同去年同
期比較數字。該中期財務報告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577,529 518,748
銷售成本  (409,048) (353,137)
   

毛利  168,481 165,611
投資物業之估值收益  – 20,250
其他收益  9,644 19,335
分銷成本  (210,137) (139,340)
行政費用  (20,513) (20,693)
其他費用，淨額  (2,747) (7,703)
財務成本 4(a) (10,299) (2,785)
   

除稅前（虧損）╱溢利 4 (65,571) 34,675
所得稅 5 (2,326) (11,458)
   

本期（虧損）╱溢利  (67,897) 23,217
   

歸屬於：
 本公司持有人  (67,634) 23,217
 非控股股東權益  (263) –
   

  (67,897) 23,217
   

每股（虧損）╱盈利 6
 基本（港仙）  (1.98) 0.69
   

 攤薄（港仙）  (1.98) 0.69
   

第8頁至第20頁之附註構成此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之整體部份。



03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虧損）╱溢利  (67,897) 23,217
  

本期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換算
 匯兌差額  (4,986) 7,217
   

本期其他總全面（虧損）╱收益
 （扣除零稅項）  (4,986) 7,217
  
   

本期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72,883) 30,434
   

歸屬於：
 本公司持有人  (72,620) 30,434
 非控股股東權益  (263) –
   

  (72,883) 30,434
   

第8頁至第20頁之附註構成此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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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2 63,270 49,660
 租賃預付款項  20,891 21,128
 投資物業  159,128 159,599
 可供出售之投資  6,056 6,056
 租賃按金及預付款項  52,601 49,142
  301,946 285,585

流動資產
 存貨  652,759 596,594
 租賃預付款項  499 49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 110,003 95,785
 證券買賣  4,351 7,098
 已抵押銀行存款  420 3,96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6,019 86,146
  814,051 790,08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 231,618 172,859
 銀行借貸  281,130 233,462
 董事之貸款  64,000 65,000
 即期應繳稅項  4,121 3,614
  580,869 474,935

流動資產淨額  233,182 315,15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35,128 600,737
   

非流動負債
 預收租金  2,155 2,192
 遞延稅項負債  8,050 8,050
 可換股票據 10 31,463 29,872
 其他負債  14,122 12,307
  55,790 52,421
   

資產淨額  479,338 54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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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68,343 68,343
 儲備  401,551 470,266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權益  469,894 538,609
非控股股東權益  9,444 9,707
   

總權益  479,338 548,316
  

第8頁至第20頁之附註構成此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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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
 
  

       購股權 可換股票據 公允值 保留盈利╱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值 匯兌儲備 股本儲備 偣繳入盈餘 儲備 股本儲備 儲備 （累積虧損） 小計 股東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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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
 四月一日 65,010 113,721 29,633 37,830 252,381 17,524 19 9,634 1,081 27,109 488,932 – 553,942
已付股息 – – – – – – – – – (6,834) (6,834) – (6,834)
期內總全面收益 – – – 7,217 – – – – – 23,217 30,434 – 30,434
轉換可換股票據時
 發行之股份 3,333 24,106 – – – – – (5,448) – – 18,658 – 21,991
有關轉換可換股票據
 之遞延所得稅 – – – – – – – 899 – – 899 – 899
確認以權益結算之股份
 為基礎付款開支 – – – – – – 3,236 – – – 3,236 – 3,236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68,343 137,827 29,633 45,047 252,381 17,524 3,255 5,085 1,081 43,492 535,325 – 603,668
             

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一日 68,343 137,828 27,002 47,311 252,381 17,524 12,682 5,085 1,864 (31,411) 470,266 9,707 548,316
期內總全面虧損 – – – (4,986) – – – – – (67,634) (72,620) (263) (72,883)
確認以權益結算之股份
 為基礎付款開支 – – – – – – 3,905 – – – 3,905 – 3,905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68,343 137,828 27,002 42,325 252,381 17,524 16,587 5,085 1,864 (99,045) 401,551 9,444 479,338
             

第8頁至第20頁之附註構成此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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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動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51,150) (66,745)

已動用於投資業務之現金淨額 (32,181) (55,104)

已產生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43,257 37,97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減少 (40,074) (83,87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6,146 140,520

外幣滙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53) 1,255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6,019 57,89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之分析
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 46,019 57,898
  

第8頁至第20頁之附註構成此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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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1. 一般事項

本集團主要從事鐘錶貿易及零售以及物業租賃。

本公司為一間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為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及香港德輔道西9號19樓。

除非另外說明，否則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乃以千港元（「千港元」）呈列及已於二零一二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由董事會批准發佈。

2. 編制基準及會計準則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有關披露要求的規定，
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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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編制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需要運用判斷、評估及假設，將可
能影響按年度政策之應用，資產和負債、收入和支出之呈報數字。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
有所不同。

編制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制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守會計政策一致。惟除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外，其載列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的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披露－金融資產轉讓

以上採用之新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於中期業績報告中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計算
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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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2. 編制基準及會計準則（續）

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
本及詮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9-2011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財務資產與財務負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和過渡性披露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強制性生效日期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其他實體中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權益披露：過渡性指導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其他實體中的權益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於二零一一年修訂） 僱員福利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一一年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一一年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財務資產及金融負債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2

 詮釋第20號 

1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亦不會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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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按部門劃分管理其業務。資料以內部呈報方式一致之方式向本公司董事會（為主要營運
決策者）報告，目的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本集團呈報以下二個可報告分類：(i)鐘錶銷售及(ii)

租賃物業。並無將任何經營分類合計以構成此等兩個可報告分類。

為評估分類表現及分類間資源分配，主要營運決策者按以下基礎監控各可報告分類之業績、
資產及負債：

可報告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詳述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週年財務報表
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類（虧損）╱溢利指各分類所賺取（虧損）╱溢利，並未分配中央行政成本
如該等融資成本及企業成本，其不能夠有意義地分配至獨立分類。此乃就分配資源至各分類
及評估其表現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之計量。

收益及開支乃經參考該等分類產生之銷售額及開支（該等分類應佔之折舊或攤銷資產所產生之
開支除外）分配予報告分類。

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外部收入的計量基準與綜合收益表所採用者一致。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可供出售投資及其他企業資產以外之可報告分類。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不屬於獨立分類借貸及企業負債以外之可報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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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按經營分類將期內之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資料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鐘錶銷售 物業租賃 分類合計 未分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收益 575,252 2,277 577,529 – 577,529
     

營業額（附註） 575,252 2,277 577,529 – 577,529
     

經營（虧損）╱溢利 (50,064) 581 (49,483) (3,120) (52,603)
利息收入 77 – 77 1 78
其他費用，淨額 – (2,747) (2,747) – (2,747)
財務成本 (7,974) (275) (8,249) (2,050) (10,299)
     

分類業績 (57,961) (2,441) (60,402) (5,169) (65,571)
    

所得稅     (2,326)
     

本期虧損     (67,897)
     

折舊及攤銷 14,656 257 14,913 – 14,913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分類間銷售。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鐘錶銷售 物業租賃 分類合計 未分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939,483 166,093 1,105,576 4,365 1,109,941
    

可供出售之投資     6,056
     

總資產     1,115,997
     

本報告期內非流動分類
 資產之增加 36,968 6 36,974 – 36,974
     

分類負債 568,371 27,769 596,140 36,398 632,538
    

即期應繳稅項     4,121
     

總負債     636,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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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鐘錶銷售 物業租賃 分類合計 未分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收益 517,103 1,645 518,748 – 518,748
     

營業額（附註） 517,103 1,645 518,748 – 518,748
     

經營溢利╱（虧損） 29,867 940 30,807 (6,072) 24,735

投資物業之估值收益 – 20,250 20,250 – 20,250

利息收入 177 – 177 1 178

其他費用，淨額 – (7,703) (7,703) – (7,703)

財務成本 (920) – (920) (1,865) (2,785)
     

分類業績 29,124 13,487 42,611 (7,936) 34,675
    

所得稅     (11,458)
     

本期溢利     23,217
     

折舊及攤銷 7,640 232 7,872 3 7,875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分類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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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續）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鐘錶銷售 物業租賃 分類合計 未分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858,690 162,435 1,021,125 48,491 1,069,616
    

可供出售之投資     6,056
     

總資產     1,075,672
     

本報告期內非流動分部
 資產之增加 85,921 27,418 113,339 – 113,339
     

分類負債 462,310 20,403 482,713 41,029 523,742
    

即期應繳稅項     3,614
     

總負債     527,356
     

經營地區資料

以下為(i)本集團收益來自對外部客戶及(ii)如下述所指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之經營地區分析。
客戶經營地區參考自提供服務或貨物遞送之地點，本集團非流動資產包括物業、機器及設備，
租賃預付款項、投資物業及租賃按金及預付款項。經營地區之非流動資產乃基於資產之實際地點。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除外 392,226 423,714 116,938 105,290

香港（原居地） 183,233 88,643 161,281 156,249

瑞士 2,059 6,391 17,671 17,990

其他 11 – – –
    

 577,529 518,748 295,890 279,529
    

關於主要客戶資料

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來自單一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10%或多於此數之總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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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4.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a) 財務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7,181 920

可換股票據利息 1,591 1,865

董事貸款利息 1,527 –
  

非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處理的金融負債所產生的
 利息支出總額 10,299 2,785
  

(b) 其他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滙兌（收益）╱虧損淨額 (502) 292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247 3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4,666 7,872

滯銷存貨撥回淨額 (2,388) (2,35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袍金及酬金 52,181 49,007

確認為費用之存貨成本 409,048 353,137
  

5. 簡明綜合收益表內之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
 香港所得稅 – –

 香港以外地區 2,326 8,117

遞延稅項：
 即期 – 3,341

  

 2,326 1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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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5. 簡明綜合收益表內之所得稅（續）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香港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期間並無
香港利得稅撥備。

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以有關國家現時通用之適用稅率撥備。

6.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每股基本（虧損）╱盈利而言，期內歸屬於
 本公司持有人之（虧損）╱溢利 (67,634) 23,217
  

 股數 股數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於四月一日發行普通股 3,417,166,107 3,250,499,442

 可換股票據轉換至股份之影響 – 104,735,882
  

於九月三十日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417,166,107 3,355,23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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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6. 每股（虧損）╱盈利（續）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i)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經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因
為尚未行使之可換股票據對每股基本虧損有反攤薄影響。

 購股權並無攤薄影響，因為其普通股之平均市場價格不超過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購股權行使價。

(ii)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經攤薄盈利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股數

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355,235,324

來自未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潛在普通股攤薄影響 186,309,524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經攤薄） 3,541,544,848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溢利（經攤薄）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溢利 23,217

可換股票據負債組合之實際利息除稅後之影響 1,865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歸屬於本公司持有人之盈利 25,082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經攤薄每股盈利等於基本每股盈利，因為截
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行使可換股票據及購股權，對基本每
股盈利有反攤薄效應。

7. 股息

董事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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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允許其客戶之貿易應收賬款之信貸期限由貨到付款至九十日到期。計入貿易及其他應
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即期至90日 43,022 45,647
 91日至180日 2,461 174
 181日至365日 479 1,429
 365日以上 6,280 217

  

 52,242 47,467
呆賬撥備 – –

  

 52,242 47,467
其他應收賬款 1,663 1,950

  

貸款及應收賬款 53,905 49,417
按金及預付款項 56,098 46,368

  

 110,003 95,785
  

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為貿易應付賬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即期至90日 77,081 34,784
 91日至180日 135 5,633
 181日至365日 6,651 95
 365日以上 842 1,332

  

 84,709 41,84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46,140 37,746

  

以攤銷成本計算之金融負債 130,849 79,590
預收租金 75 75
已收按金 4,015 2,194
其他應付稅項 96,679 91,000

  

 231,618 17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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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0. 可換股票據

可換股票據之負債組合變動載列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之負債組合 29,872
利息開支 1,591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負債組合 31,463
 

11.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0.02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0.02港元之普通股 3,417,166 68,343

  

12.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

  其他物業、
 土地及樓宇 機器及設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賬面淨值 5,781 18,851 24,632
匯兌差額 128 413 541
添置 50,109 8,628 58,737
折舊支出 (1,314) (6,558) (7,872)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賬面淨值 54,704 21,334 76,038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賬面淨值 10,522 39,138 49,660
匯兌差額 (253) (271) (524)
添置 – 28,800 28,800
折舊支出 (279) (14,387) (14,666)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賬面淨值 9,990 53,280 6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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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3. 有關連人士交易

a)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包括支付予本公司董事及若干最高薪僱員之金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7,820 7,116
離職後福利 29 50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1,628 736
  

 9,477 7,902
  

b) 財務安排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董事之貸款 64,000 65,000
  

該貸款為無抵押，年息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所報之港元最優惠利率加1%計息，
並須按要求償還。

14. 資產抵押

本集團若干銀行信貸抵押資產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土地及樓宇 871 3,319
租賃預付款項 532 21,081
投資物業 117,690 144,827
存貨 160,941 159,611
已抵押銀行存款 420 3,965

  

 280,454 33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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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5. 承擔

於報告日，本集團有以下尚未履行的承擔。

經營租賃承擔－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之經營租賃與租戶到期情況，擁有未來最低租賃應收收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3,179 3,429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179 5,601

  

 7,358 9,030
  

經營租賃承擔－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到期情況，擁有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21,289 189,852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836,087 803,511
超過五年 348,671 455,212

  

 1,406,047 1,448,575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沒有提供之資
本承擔為8,65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7,400,000港元）。

16. 或然負債

據董事所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涉及彼等認為屬重大之任何訴訟、仲裁或索償，
而就董事所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尚未完結或面臨威脅或被提出彼等認為屬重大
之訴訟或索償。

17. 經營之季節性因素

本集團之手錶銷售業務受季節性波動影響，在日曆年的第一季度及第四季度有較高的銷售額。
此乃由於假日期間。本集團之投資控股業務則沒有特定的季節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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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為577,500,000港元，相較
於去年同期的518,700,000港元，上升11%（二零一一年：12%），乃因為香港店舖數量
的增加，輕微抵銷了中國內地營業額的下降。當扣除在北京現有的旗艦店後，於報告期
內之平均同店銷售較去年同期減少18％。主要由於市場競爭激烈，毛利率下跌2.7％至
29.2％。

分銷成本增加51％至210,100,000港元，主要由於集團在北京新旗艦啟用，以及在香
港和中國內地新店產生之租金開支及折舊費用增加所致。行政開支與去年比較金額為
20,500,000港元。其他開支本期間減少5,000,000港元，由於買賣證券之未變現虧損之
公允值估值減少所致。於本期間物業投資沒有重估而集團在去年作出20,300,000港元之
估值收益。本期間融資成本增加7,500,000港元，乃因為與去年同期比較銀行貸款及一
名董事的貸款增加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結餘總額為46,43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90,111,000港元）。結餘減少主要由於存貨增加。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借貸比率（以總借貸除以總權益）為62%（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3%）。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貨幣為港元、人民幣及瑞士法郎。本集團對外匯風險實行監控，會在必要
及適當時運用金融工具對沖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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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經過多年的增長，中國正經歷經濟放緩階段。儘管經濟調整，由於政府透過政策繼續努
力支持其內部消費及內地經濟來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國國內對外國奢侈品的需求
仍保持審慎樂觀。本集團的零售策略是利用超級富豪的消費需求，以及新興中產階層的
快速增長和財富，以保持集團在中國之核心業務，並在香港審慎選擇零售門市發展。

本集團已採取適中及審慎的方法發展符合市場需求的零售業務，以求在開設新店後把集
團的投資回報提高至最大限度。由於市場需求的變化及租金持斷高漲，現有零售門店正
積極進行檢討和重整，低於本集團預期的表現均會關閉。該等措施將提高集團零售店舖
質素，並製訂集團之核心策略，專注於少數選擇性合適地點，當經濟恢復動力時，其有
潛力表現較優。自一九九二年以來，作為第一個在中國獨資擁有手錶零售的外商，本集
團將繼續與領先的著名瑞士品牌合作，以促進雙贏商業夥伴關係，並豐富其採購的產品
種類。本集團亦加強了存貨控制以優化營運資金。

隨著完成國際知名頂級手錶品牌貨品選購，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在北京開業面積
3,000平方米之冠亞名表城旗艦店己展現可靠的銷售增長。該北京門店憑藉自去年啟動
之客戶忠誠計劃，及在全城熱話將在旗艦店開幕之貴賓廳，逐漸加強其市場地位及競爭力。

由於香港仍然是中國內地旅客一個理想的購物目的地，本集團之發展策略是選擇高人流
的黃金地段來擴大市場份額。在廣東道著名購物區的一個卓越地段已得到保證，預期新
店於二零一三年年中啟業。廣東道新店將提供頂級手錶品牌，以獲得本地消費者及中國
內地旅客更大的銷售量。

本集團正考慮建議集資，以強化集團之財政實力及提供店鋪發展所需之營運資金。本集
團已盡最大努力，加強管理架構和實施最佳做法，經過一段時間的內部整合及宏觀經濟
挑戰後，集團以自己的途徑來提高股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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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582名僱員。本集團按照市場趨勢向僱員提供
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並提供獎勵（如酌情花紅、股份獎勵及員工購股權）以激勵僱員。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透過高質素的董事會、有效的內部監控對本公司全體股東之透明度及問責性
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的所有條文，惟對守則條文A.4.1條、A.6.7條
及D.1.4條以下之偏離者除外：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及實施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之私人法案，百慕達1989年公
司法案（「1989年法案」）。根據1989年法案第3(e)條，擔任執行主席或董事總經理的董
事毋須根據公司細則在每次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

由於本公司受1989年法案之條文約束，現時無法修訂公司細則，以完全反映守則之規定。
故此，本公司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修訂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從而令（其中包括），(i)每名本公司董事（不包括擔任主席或董事總
經理之董事）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ii)可於股東大會上藉普通決議案而非特別決議
案罷免董事；(iii)獲委任填補臨時空缺或作為董事會新增成員的董事，須於獲委任後首
屆股東大會而非獲委任後的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經股東重選。

為提升良好企業管治常規，董事會主席楊仁先生已向董事會確認彼將自願最少每三年一
次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按照守則之規定退任董事職務，惟倘符合資格，彼可於股
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楊仁先生為主席，而行政總裁之職能則由餘下之執行董事分擔。

守則條例A.4.1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輪值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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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續）

期內，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但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最少每三年輪值
退任一次及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充足措施以確保本公司
之企業管治常規並不比守則所定者寬鬆。

王穎妤女士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因個人事務關係，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
年九月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此等情況偏離守則之守則條文A.6.7條規定。

守則條文第D.1.4條規定，董事應清楚地認識到適當委託安排。公司應該有正式的董事
委任函件載列其委任之主要條款及條件。

本公司與其董事並無訂立任何書面委任信函。然而，董事會確認：（ i）各董事  已受到適
用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的法律和法規（包括上市規則，以及受託責
任）規管，以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行事；（ii）彼等在其專業中均信譽卓著；（iii）採
納本公司目前之安排已有數年及已證明有效。因此，董事會認為各董事在目前的安排下，
可以負責任地及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董事會將持續檢討及改善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及標準，以確保業務經營及決策過程受
到適當及審慎的規管。

遵照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操守準則」），該準則之條款之嚴
格程序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之規定準則。

全體董事均確認於回顧期內，彼等均遵守所上載之操守準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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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
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列入而已列入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或依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通知
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其相關股份之好倉

  持有每股0.02港元 總權益佔已
  之普通股及其相關 發行股本總額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如有）數目 概約百分比
   %

楊仁先生 附註1  1,815,551,305 53.13
楊明強先生 附註2  11,037,000 0.32
楊明志先生 附註4  10,224,000 0.30
Mr. Andre’ Francois Meier 附註3  34,170,000 1.00
賴思明先生 附註3  1,250,000 0.04
王穎妤女士 附註3  1,250,000 0.04
李達祥先生 附註3  1,250,000 0.04

附註1： 楊仁先生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權益之1,815,551,305股股份中，(a) 

179,389,000股股份（其中10,000,000股為購股權）屬楊仁先生之個人權益；(b) 4,023,000

股股份由林金鳳女士（楊仁先生之配偶）持有；(c) 1,268,168,460股股份由世雄國際有限公
司持有；(d) 4,662,000股股份由Debonair Company Limited持有；(e) 49,931,820股股份
由Goodideal Industrial Limited持有；(f) 6,376,680股股份由Hexham International Limited

持有；(g) 7,116,345股股份由Goodness Management Limited持有及(h) 295,884,000股
股份由Chanchhaya Trustee Holding Corporation（作為Eav An Unit Trust之受託人）持
有。世雄國際有限公司、Debonair Company Limited、Hexham International Limited、
Goodness Management Limited均由楊仁先生全資擁有，而 Goodideal Industrial Limited

由楊仁先生擁有87%。Eav An Unit Trust為全權信託，楊仁先生為該信託之創立人，受益
人包括楊仁先生、其妻子及彼等之子女。

附註2： 楊明強先生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權益之11,037,000股股份中，(a) 3,537,000

股股份（其中7,500,000股為購股權）屬楊明強先生之個人權益。

附註3： 個人權益為有關董事持有之有關購股權。

附註4： 所有10,224,000股股份均為楊明志先生之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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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股份及其相關股份之好倉（續）

除上文及「二零零二購股權計劃」部分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
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證中擁有，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通
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
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備存的登記冊內或根
據標準守則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此外，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各
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概無獲授予或行使認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本或債務證券之任何權利。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訂
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可藉著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
債券而獲取利益，且並無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其配偶或其年齡在十八歲以下之子
女獲授予任何權利以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或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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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股本中之重大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據任何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
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所存置之登記冊或按照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36條須予知會之權益或淡倉：

  持有每股0.02港元
  之普通股及其相關 佔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附註  股份（如有）之權益  概約百分比
   %

林金鳳女士 1 1,815,551,305 53.13
世雄國際有限公司 2 1,268,168,460 37.11
Chanchhaya Trustee Holding Corporation 3 295,884,000 8.66
Covenhills Limited 4 485,104,860 14.20
Lei Shing Hong Investment Limited 5 235,098,000 6.88
Lei Shing Hong Capital Limited 5 235,098,000 6.88
Lei Shing Hong Limited 5 235,098,000 6.88
Lead Star Business Limited 5 235,098,000 6.88
Lau Yu Chak 5 235,098,000 6.88

附註：

1. 此等股份中4,023,000股股份由林金鳳女士所持有，而餘下1,811,528,305股股份則由楊仁先生
（林金鳳女士之配偶）持有權益，楊仁先生之權益披露於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
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內。

2. 世雄國際有限公司由楊仁先生全資擁有，楊仁先生亦為該公司之董事。

3. Chanchhaya Trustee Holding Corporation為全權信託Eav An Unit Trust之受託人，該信託之受
益人包括楊仁先生、其妻子及彼等之子女。

4. Covenhills Limited由梁留德先生、Leong Lum Thye先生、Leong Yoke Kheng小姐及Leong 

Siew Khuen先生均等擁有。

5. Lei Shing Hong Investment Limited由Lei Shing Hong Capital Limited全資擁有，Lei Shing 

Hong Capital Limited由Lei Shing Hong Limited全資擁有。Lei Shing Hong Limited由Lead 

Star Business Limited持有36.57%，Lead Star Business Limited由Lau Yu Chak先生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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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股本中之重大權益（續）

上文所披露之所有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及其相關股份之好倉。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
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其他被列入本公司登記冊之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
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
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列入本公
司須予備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日，本公司之股東批准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購
股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目的乃鼓勵合資格承授人致力為本公司及其股
東整體之利益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之價值。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合資格承授人指(i)
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聯屬公司之任何僱員或任何與業務有關之顧問、代理人、
代表或顧問；或(ii)向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聯屬公司提供貨物或服務之任何供
應商、代理商或顧問；或(iii)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聯屬公司之任何客戶；或(iv)
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聯屬公司之業務盟友或合資企業夥伴。

更新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授權上限（「更新」）及修訂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條例之
規則（「修訂」）已在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之股東週年大會被確認。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發行146,800,000股購股
權予合資格承授人認購本公司股本每股0.02港元之普通股，視乎承授人的接受及其他條
件能否實現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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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續）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3,300,000股購股權已失效，但期內並無已授出、
已行使或已註銷之購股權。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149,920,000
股（二零一一年：126,100,000股）。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行使
價分別為0.394港元及0.263港元。

承授人

本期初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本期內授出
之購股權數目

本期內失效
之購股權數目

本期內行使
購股權獲得之

股份數目

本期末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已歸屬購股權之期限 可行使購股權之期限 

每股
行使價

董事

楊仁先生 10,000,000 – – – 10,000,000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0.394港元

楊明強先生 7,500,000 – – – 7,500,000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0.394港元

賴思明先生 1,250,000 – – – 1,250,000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0.394港元

王穎妤女士 1,250,000 – – – 1,250,000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0.394港元

李達祥先生 1,250,000 – – – 1,250,000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0.394港元

Andre’
 Francois 
 Meier先生

34,170,000 – – – 34,170,000 二零一一年
十月二十六日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至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0.263港元

55,420,000 – – – 55,420,000

員工 97,800,000 – (3,300,000) – 94,500,000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0.394港元

總計 153,220,000 – (3,300,000) – 149,920,000



30

其他資料（續）

股份獎勵計劃（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本公司之股東已通過採用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二
零一零年）」）。

「股份獎勵計劃（二零一零年）」乃為期十年之酌情股份獎勵及持有計劃，主要為鼓勵或
有利於經董事局決定之有資格參與該計劃及會或將會獲得新股份獎勵之本集團獲選僱
員持有股份。董事將按適用條款使用該計劃獎勵新股份予該等獲選之本集團僱員作為該
等員工對本集團之貢獻之鼓勵或獎勵。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已授出、已行使、已註銷或已失效之獎勵及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並無授予股份獎勵計劃（二零一零年）下未行使之獎勵。

承董事會命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鄭嘉聰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封面
	財務摘要
	簡明綜合收益表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企業管治
	權益披露
	其他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