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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2018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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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EMPEROR WATCH & JEWELLERY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87）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
中期業績

業績亮點

百萬港元（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變動
2017年 2018年

收入 1,827 2,454 +34.3%

毛利 487 677 +39.0%

毛利率 26.7% 27.6% +0.9百分點

純利 39 157 +302.6%

純利率 2.1% 6.4% +4.3百分點

每股基本盈利 0.57港仙 2.29港仙 +301.8%

每股中期股息 0.17港仙 0.70港仙 +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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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2018中期業績公告

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業績，連同2017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453,978 1,827,220

銷售成本 (1,776,708) (1,339,955)

毛利 677,270 487,265

其他收入 5,829 4,034

銷售及分銷開支 (417,589) (378,964)

行政及其他開支 (80,351) (72,009)

除稅前溢利 4 185,159 40,326

稅項 5 (27,975) (1,209)

期間溢利 157,184 39,117

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311) 16,98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54,873 56,101

每股盈利－基本 6 2.29港仙 0.5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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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2018中期業績公告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6月30日

於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4,264 73,047
遞延稅項資產 6,189 8,662
租金按金 138,168 135,793
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12,562 5,643

261,183 223,145

流動資產
存貨 2,874,594 2,651,111
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8 175,621 186,14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30,189 1,613,080

4,480,404 4,450,339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已收訂金及應計費用 9 254,806 283,823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4,126 4,146
應付稅項 41,257 17,780

300,189 305,749

流動資產淨值 4,180,215 4,144,59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34 1,050

資產淨值 4,440,364 4,366,68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3,484,152 3,484,152
儲備 956,212 882,533

總權益 4,440,364 4,366,685



4

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2018中期業績公告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及香港公司條
例（「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於各匯報期末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歷史成本一般基於用
作交換貨品之代價之公允價值計算。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
閱讀。

載列於本2018年中期業績初步公告中有關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雖然源於
本公司於2018年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不構成本公司於該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
報表。公司條例第436條要求披露的與這些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有關的更多資料如下：

(a) 按照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本公司已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
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b)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本集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出具核數師報
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其中不包含核數師在不就其報告出具
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包含根據公司條例
第406(2)條、第407(2)或(3)條作出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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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2018中期業績公告

附註：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呈列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7

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應用以下自2018年1月1日起生效
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以下統稱「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及相關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2號

外匯交易及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之修訂本 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4年至2016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之一部份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本 轉撥投資物業

應用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 

或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本 提早還款特性及負補償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間出售或注入資產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5年至2017年週期之年度改進1

1  於201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將予釐定之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董事現正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預計及潛在影響，而於現階段尚未確
定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財務表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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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2018中期業績公告

附註：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指已收及應收售出商品款項減退貨及交易折扣之淨額。

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所獲匯報之資料主
要依據業務所在地。此亦為本集團進行安排及籌劃之依據。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
營分部」，本集團之經營分部位於香港、澳門及亞太其他地區。各經營分部所產生之收入主
要來自銷售鐘錶及珠寶。主要營運決策者於釐定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時，概無將已識別的
任何經營分部作合併處理。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6個月

香港 澳門
亞太

其他地區 撇銷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界銷售 1,908,423 149,039 396,516 – 2,453,978
分部間銷售* 83,907 11,465 – (95,372) –

1,992,330 160,504 396,516 (95,372) 2,453,978

* 分部間銷售按成本支銷

分部溢利 215,691 12,283 31,707 – 259,681

未分配其他收入 5,829
未分配行政及其他開支 (80,351)

除稅前溢利 18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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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2018中期業績公告

附註：

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

香港 澳門
亞太

其他地區 撇銷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界銷售 1,335,712 105,427 386,081 – 1,827,220

分部間銷售* 64,196 13,503 – (77,699) –

1,399,908 118,930 386,081 (77,699) 1,827,220

* 分部間銷售按成本支銷

分部溢利 67,298 7,410 33,593 – 108,301

未分配其他收入 4,034

未分配行政及其他開支 (72,009)

除稅前溢利 40,326

可呈報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
溢利指各分部所產生之溢利，包括各分部直接應佔毛利，並扣除銷售及分銷開支。此為向
主要營運決策者進行匯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之計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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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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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4. 除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銷售成本內之存貨成本（包括存貨撥備撥回14,719,000港元） 
（2017年中期：存貨撥備撥回10,105,000港元） 1,770,629 1,333,698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2,830 20,68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1,505 1,128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814 (943)
有關租賃物業之經營租賃付款
－最低租賃付款 201,094 208,095
－或然租金 17,788 14,11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其他福利費用 139,614 109,90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1,061 9,901

5. 稅項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抵免）包括：

利得稅：
香港 22,903 –
澳門 (172) 1,209
新加坡 2,771 (588)

25,502 621
遞延稅項 2,473 588

27,975 1,209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6個月，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而於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由於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未就香港稅項作出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條例，
本公司在中國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之稅率均為25%。

澳門所得補充稅乃根據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2%計算。

新加坡所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7%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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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6. 每股盈利－基本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盈利 157,184 39,117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6,870,944,869 6,882,448,129

由於兩個期間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於兩個期間並無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7.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宣派每股0.70港仙之中期股息（2017年：每股0.17港仙） 47,456 11,700

派付每股0.58港仙之2017年末期股息（2016年：無） 39,900 –

董事會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70港仙（2017年：每股0.17港
仙），合計47,456,207港元（2017年：11,700,16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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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8. 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60,991 79,334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06,055 99,378

其他中國可退回稅項 8,043 6,318

其他新加坡可退回稅項 532 1,118

175,621 186,148

零售銷售一般以現金或相關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支付之信用卡於七日內償付。於百貨公司
零售銷售之應收款項於一個月內收取。

於2018年6月30日之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包括向供應商之墊款57,209,000港元（2017

年12月31日：29,878,000港元）及應收回扣16,394,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39,891,000港元）。
其餘的均為單項不重大金額。

下列為貿易應收款項於匯報期末按發票日期（與各相應收入確認日期臨近）呈列之賬齡分析。

於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48,417 65,253

31至60日 5,129 12,821

61至90日 886 488

超過90日 6,559 772

60,991 79,334

既無逾期亦沒有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與並無拖欠記錄之信用卡銷售及百貨公司銷售之貿易
應收款項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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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8. 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續）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結餘中包括賬面總值為2,947,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4,763,000港元）
之應收百貨公司賬款，於匯報日期，該等款項已逾期，而本集團並無作出減值虧損撥備。本
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取得任何抵押品或收取任何利息。

已逾期但未作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

於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逾期1至30日 1,334 3,386

逾期31至60日 11 457

逾期61至90日 6 148

逾期超過90日 1,596 772

2,947 4,763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與百貨公司銷售有關，其於匯報日期後已陸續清償。董事
認為，由於該等結餘之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而有關結餘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因此毋
須對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

9. 應付款項、已收訂金及應計費用

於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23,334 139,170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訂金及應計費用 130,558 139,497

其他中國應付稅項 914 5,156

254,806 283,823

於2018年6月30日之其他應付款項、已收訂金及應計費用包括累計花紅及獎金6,458,000港元
（ 2017年12月31日：18,980,000港元）及應計租賃開支46,800,000港元（ 2017年12月31日：

37,500,000港元）。其餘的均為單項不重大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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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9. 應付款項、已收訂金及應計費用（續）

貿易應付款項於匯報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13,160 134,090
31至60日 10,161 4,154
61至90日 – 194
超過90日 13 732

123,334 139,170

本集團一般獲授之信貸期為30至60日。

10. 股本

於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6,801,958,129股（2017年12月31日：6,882,448,129股）普通股 3,484,152 3,484,152

本公司之股本變動概述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於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及 
2018年1月1日（經審核） 6,882,448,129 3,484,152
回購股份 (80,490,000) –

於2018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6,801,958,129 3,484,152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以總代價41,329,950港元（扣除開支前）於聯交所回購合共80,490,000股
本公司股份。所有回購股份已於其後註銷。

於本期間後，本公司進一步在市場回購其合共22,500,000股股份。所有回購股份已於其後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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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銷售享譽國際之歐洲製腕錶及旗下「英皇珠寶」品牌之自家設計的高級
珠寶首飾，為具領導地位的零售商。本公司自2008年7月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過去十年，儘管面對周期波動，本公司在經營方面取得了莫大的
進展。今年適逢本公司上市10周年，本公司一直貫徹履行其業務策略，並重申承
諾以致力發揮潛力。

本集團廣泛之零售網絡遍及香港、澳門、中國內地及新加坡地區，亦設有線上購
物平台，現員工人數超過900人。本公司擁有逾75載之歷史，代理均衡而全面的鐘
錶品牌，目標顧客群為遍及全球各地的中至高收入人士。本集團的核心策略為保
持其於大中華地區作為領先腕錶及珠寶零售集團的地位，同時放眼大中華以外地
區以擴展業務。

財務回顧
整體回顧

受宏觀經濟基本因素改善及訪港旅業暢旺所帶動，香港奢侈品消費市場增長迅速，
使本集團於本期間取得令人鼓舞的表現。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總收入增加34.3%至2,454,000,000港元（ 2017年上半年：
1,827,200,000港元）。在訪港旅業復蘇及零售銷售大幅回升之帶動下，香港市場之
收入增加42.8%至1,908,400,000港元（2017年上半年：1,335,700,000港元），佔本集
團總收入77.8%（2017年上半年：73.1%）。消費意欲上揚支持了強勁的鐘錶需求。
因此，本集團最大收入來源 — 鐘錶分部，收入上升32.1%至1,941,500,000港元（2017

年上半年：1,470,300,000港元），佔總收入79.1%（2017年上半年：80.5%）。珠寶分
部之收入增加43.6%至512,500,000港元（2017年上半年：356,900,000港元）。

毛利增加39.0%至677,300,000港元（2017年上半年：487,300,000港元）。由於高級腕
錶市場需求增加，毛利率更上升至27.6%（2017年上半年：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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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因素加上營運效率提升，使本集團純利大幅增長至157,200,000港元（2017年
上半年：39,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翻超過4倍。每股基本盈利為2.29港仙（2017
年上半年：0.57港仙）。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70港仙（2017年上半年：0.17港
仙）。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手頭現金為1,430,200,000港元（2017年12月
31日：1,613,100,000港元），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
並無銀行借貸（2017年12月31日：無）。本集團亦有可供動用之未動用銀行融資約
848,500,000港元。本集團擁有充裕的流動資金、零負債以及大筆未動用銀行融資，
在未來發展上得以保持較高的靈活性。

於本期間，本公司動用內部資源以總代價41,300,000港元在市場上回購其合共
80,490,000股股份，平均價為每股0.51港元。於本期間，該等回購股份已註銷。經
考慮本集團之現金儲備，董事相信，股份回購將為本公司股東提升價值，並為本
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帶來裨益。於本期間後，本公司進一步在市場上回購其合共
22,500,000股股份。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約為4,480,400,000港元（2017
年12月31日：4,450,300,000港元）及300,200,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305,700,000
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為14.9（2017年12月31日：14.6）及5.3
（2017年12月31日：5.9）。

鑒於本集團於2018年6月30日的財務狀況，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擁有充裕之營運資金
以應付其營運及未來發展計劃。

報告期後事項

於本期間完結後，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了一份有關收購湛揚控股有限公司（此
公司間接持有香港九龍尖沙嘴廣東道4-8號地下之商店及1樓之商店（包括由地下通
往1樓之樓梯）及廣告位B）之買賣協議，總代價為1,800,000,000港元（可予調整），
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8月27日之公告。有關此交易之進一步詳情及潛在的
財務影響將於2018年9月28日或以前發放的通函內載列。此收購須獲獨立股東於本
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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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覆蓋黃金零售地段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於香港、澳門、中國內地及新加坡擁有84間（2017年12
月31日：80間）店舖。有關分佈如下：

店舖數目

香港 25
澳門 6
中國內地 47
新加坡 6

總數 84

該等店舖包括獨立珠寶店、特定品牌之鐘錶專賣店，以及締造一站式購物體驗的
多品牌鐘錶店（附設或不設珠寶櫃檯）。

本集團位於香港的零售店舖策略性地開設於主要黃金購物地段，包括銅鑼灣羅素
街、尖沙咀廣東道及中環皇后大道中。雄踞於這些黃金地段，有助本集團受惠暢
旺人流及提升品牌知名度，對領先的鐘錶零售商而言最為重要。

鞏固於香港之領導地位

本集團繼續與主要瑞士鐘錶品牌供應商維持穩固及長期業務關係，並繼續於大中
華地區擁有全面之鐘錶代理權，涵蓋全線系列產品。加上優質客戶服務及駐足於
本港黃金零售地段，使本集團繼續鞏固其於香港之領導地位。

加強珠寶業務

本集團繼續為顧客提供優質「英皇珠寶」產品。在全面產品種類中，本集團以優質
鑽飾及精緻翡翠為重點，並承諾提供高水平服務，為此本集團豐富設計元素以滿
足顧客之多元化品味，讓「英皇珠寶」之精選系列更添魅力，提升品牌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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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全新推出的「Yo Yo」系列設計採用溫厚堅實的黑玉髓 — 象徵力量及正
能量的寶石，以中性的設計打造出男女可佩戴的珠寶款式。為了演繹全新設計所
展露的都市風格，本集團特別邀請了著名藝人謝霆鋒先生，於其全新歌曲作品《放
肆》中真情演繹全新「Yo Yo」系列。

「英皇珠寶」今年特別於母親節呈獻「Mini Me」親子珠寶系列，以各款富有母愛的
可愛動物造型作設計靈感，為媽媽和子女推出合襯的款式，其象徵每一對母親和
子女之間幸福溫馨的深厚情感，向天下溫馨感人的舐犢之情致敬。此系列以熊貓、
長頸鹿、小狗、貓咪與熊啤啤的神態造型，打造出可愛趣緻的親子珠寶吊墜套裝，
襯托出媽媽和子女相親相愛的一面，特別適合出席參加親子派對或作慶祝初生嬰
兒的紀念禮物。

近年，本集團銳意加強「英皇珠寶」於新興購物區之地理覆蓋，以把握本地年輕顧
客之市場潛力。於本期間，本集團在九龍灣德福廣場一期及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共
開設兩間「英皇珠寶」店，均座落於大型住宅項目。該等店舖以柔和色調配搭粉飾，
打造出和諧、舒適的氛圍以及呈現精緻珠寶首飾的完美布置。

發揮集團協同效益

本集團憑藉與英皇集團旗下其他公司所產生的協同效應而享有獨特優勢。舉例而
言，英皇集團旗下另一上市公司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擁有多項位於著名購物
區之優質零售物業。本集團以公平磋商原則向其租賃該些黃金零售地點，以確保
客流量。另一協同效應源於與英皇集團旗下兩間私營企業英皇娛樂集團及英皇電
影之合作。本集團邀請其尊尚貴賓出席電影首映禮，並贊助藝人佩戴珠寶首飾。
該等設有知名藝人、電影明星和城中名人參與其中的曝光場合，對提升「英皇」的
品牌知名度甚為重要，在華語社區尤其如此。

前景
面對近日中美貿易磨擦升級，引發香港股票市場下跌及人民幣轉弱所導致的市場
波動，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市況。排除這些不明朗因素，在中國中產階層擴張及收
入水平增長的因素支持下，本集團相信奢侈品市場將呈健康增長。憑藉基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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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交通便捷、品類齊全的奢侈品產品、顧客對產品信譽之關注度增加以及優質客
戶服務，香港仍為中國人的首選購物熱點。縱然市場波動，作為香港領先的鐘錶
及珠寶零售商，本集團對今年餘下時間的經營環境抱審慎樂觀的態度。本集團將
繼續致力積極回應市場變化，並充分發揮其核心競爭力。

在女性權益擴張、女性在社會之地位不斷提升及消費力持續增加下，珠寶業具有
相當優勢，可受惠於現代女性之崛起。本集團致力鞏固「英皇珠寶」在華語社區之
品牌形象。展望將來，本集團將專注於豐富其產品款式以及實施顧客分層策略，
以進一步提升於輕奢華珠寶市場之滲透率。本集團亦將透過拓展其在本地購物區
之地理覆蓋、加強產品曝光以及實施一系列的社交媒體活動，積極吸引年輕消費者。

有見中國內地旅客外遊的增長潛力，本集團認為其他亞洲國家之消費需求仍然正
面。隨著本集團於中國以外首個零售據點－新加坡成功著陸，本集團計劃進一步
擴展其覆蓋至馬來西亞。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市場擴展機遇，以提高其於國際市場
之地位。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交易主要以港元、澳門元、人民幣、美元及新加坡元計值。於本期間，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僱有805名（ 2017年6月30日：730名）銷售人員及234名
（2017年6月30日：194名）辦公室職員。於本期間，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
為150,700,000港元（2017年上半年：119,800,000港元）。僱員薪酬乃根據個人職責、
能力及技術、經驗及表現以及市場薪酬水平釐定。員工福利包括醫療及人壽保險、
公積金及其他具競爭性福利待遇。

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以激勵或獎勵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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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欣然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70港仙（「中期
股息」）（2017年：每股0.17港仙），合計約47,500,000港元（2017年：11,700,000港元）。
中期股息將於2018年9月27日（星期四）派付予於2018年9月19日（星期三）名列本公
司股東登記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釐定股東享有中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於2018年9月18日（星期二）至2018年9

月19日（星期三）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符合領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18

年9月17日（星期一）下午4時30分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
有限公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
會計師行審閱或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該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
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即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且不
應由同一人擔任。本集團行政總裁楊諾思女士亦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彼為董事
會提供強而穩健之領導才能，同時帶動本集團業務之策略發展。彼將確保所有董
事會成員一直明瞭本集團的經營方式、業務情況及發展，及於董事會會議上董事
均就當前事項收到充足、完整及可靠之資料。此外，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就董事
會審議之事項提供獨立及公正之意見。董事會認為，董事會現時之架構功能有效
運作，且不擬作出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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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自行訂立之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英皇鐘錶珠寶證券
守則」），其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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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的規定標準。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
彼等於本期間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及英皇鐘錶珠寶證券守則所規定之買賣準則。

可能擁有本集團未公佈的股價敏感資料之相關僱員亦須遵守本公司之書面指引，
其內容與標準守則一致。於本期間內概無發現相關僱員違反指引。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以總代價41,329,950港元（扣除開支前）於聯交所回購合共
80,490,000股本公司股份。所有回購股份已於其後註銷。

期內進行回購之資料如下：

回購股份之月份
回購股份
之數目

已付每股
最高價

已付每股
最低價

已付總代價
（扣除開支前）

港元 港元 港元

2018年4月 4,010,000 0.495 0.480 1,970,150

2018年5月 22,790,000 0.520 0.485 11,394,100

2018年6月 53,690,000 0.530 0.510 27,965,700

總計 80,490,000 41,329,950

進行回購是為了提高本公司的資產淨值和每股盈利。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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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2018中期業績公告

刊發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已於聯交所網站 (h t tp : / /www.hkexnews .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emperorwatchjewellery.com)刊載。本公司於本期間之中期報告將於適
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可於前述網站查閱。

承董事會命
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主席
楊諾思

香港，2018年8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之成員為：

執行董事： 楊諾思女士
 黃志輝先生
 范敏嫦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嬋玲女士
 廖慶雄先生
 陳慧玲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