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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2011/2012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1 2010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5,511,437 3,264,477
銷售成本 5 (4,158,846) (2,497,220)

毛利 1,352,591 767,257
其他收入 6 32,872 28,332
銷售及分銷費用 5 (464,430) (357,253)
行政費用 5 (55,474) (38,304)
其他虧損，淨額 7 (23,567) (23,455)

經營溢利 841,992 376,577

財務收入 3,398 2,978
財務費用 — (2,548)

財務收入，淨額 8 3,398 430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2,623 831

除所得稅前溢利 848,013 377,838
所得稅開支 9 (119,993) (53,605)

期內溢利 728,020 324,233

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19,630 319,770
非控股權益 8,390 4,463

728,020 324,233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10
— 基本 1.33港元 0.65港元
— 攤薄 1.33港元 0.65港元

第8頁至第22頁之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以期內溢利應付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股息詳情載於附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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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728,020 324,233

其他全面收入：
貨幣換算差額 18,150 11,370

物業、廠房及設備轉撥至投資物業時之重估盈餘，扣除稅項 — 16,11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18,150 27,484

期內全面總收入 746,170 351,717

下列人士應佔：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37,285 346,909

— 非控股權益 8,885 4,808

期內全面總收入 746,170 351,717

第8頁至第22頁之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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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11年9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1年 

9月30日

於2011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385,361 369,942

土地使用權 12 40,494 15,188

投資物業 12 90,207 80,638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7,943 5,219

交易執照 1,080 1,080

租金按金 35,437 39,5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31,325 19,016

591,847 530,623

流動資產
存貨 3,926,971 2,630,824

貿易應收賬項 13 145,031 108,591

按金、預付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81,216 40,717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賬項 18(c) — 5,05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13,206 965,892

4,566,424 3,751,076

總資產 5,158,271 4,281,699

第8頁至第22頁之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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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1年 

9月30日

於2011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54,250 54,250
股份溢價 1,187,933 1,187,933
儲備 2,690,930 2,181,498

3,933,113 3,423,681

非控股權益 43,592 34,707

權益總額 3,976,705 3,458,388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7,017 18,503
僱員福利責任 27,966 27,966

54,983 46,46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項、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款項 14 865,333 686,400
應付一家聯營公司賬項 18(c) 710 —
銀行借貸，無抵押 15 95,000 —
即期所得稅負債 165,540 90,442

1,126,583 776,842

總負債 1,181,566 823,311

權益及負債總額 5,158,271 4,281,699

流動資產淨值 3,439,841 2,974,2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031,688 3,504,857

第8頁至第22頁之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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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期間
於2011年4月1日 54,250 1,187,933 2,181,498 3,423,681 34,707 3,458,388

全面收入
期內溢利 — — 719,630 719,630 8,390 728,020

其他全面收入
貸幣換算差額 — — 17,655 17,655 495 18,150

其他全面總收入 — — 17,655 17,655 495 18,150

全面總收入 — — 737,285 737,285 8,885 746,170

與擁有人之交易
已派股息 — — (227,853) (227,853) — (227,853)

於2011年9月30日 54,250 1,187,933 2,690,930 3,933,113 43,592 3,976,705

第8頁至第22頁之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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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10年9月30日止期間
於2010年4月1日 49,250 58,884 1,552,408 1,660,542 22,945 1,683,487

全面收入
期內溢利 — — 319,770 319,770 4,463 324,233

其他全面收入
貨幣換算差額 — — 11,025 11,025 345 11,370

物業、廠房及設備轉撥至投資物業時之重估盈餘， 

扣除稅項 — — 16,114 16,114 — 16,114

其他全面總收入 — — 27,139 27,139 345 27,484

全面總收入 — — 346,909 346,909 4,808 351,717

與擁有人之交易
已派股息 — — (137,902) (137,902) — (137,902)

於2010年9月30日 49,250 58,884 1,761,415 1,869,549 27,753 1,897,302

第8頁至第22頁之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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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47,432) (140,853)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8,449) (31,596)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32,853) 153,8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558,734) (18,642)

於4月1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65,892 286,946

匯兌差額 6,048 5,449

於9月30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13,206 273,753

第8頁至第22頁之附註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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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六福集團（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各類黃鉑金首飾、黃金裝飾品、鑽石首飾、
天然翡翠、寶石及其他配飾之零售及批發以及品牌業務。

本公司於1996年9月3日在百慕達根據百慕達公司法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anon ’ 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2, Bermuda。

本公司股份於1997年5月6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除另有說明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港元呈列。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於2011年11月28日獲董事
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2011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除下述者外，所應用會計政策與如年度財務報表所述截至2011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下列新準則╱經修訂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及詮釋於2011年4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強制採納。採納此等準則修訂本並
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於2011年4月1日或之後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0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比較資料而

獲得之有限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有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9號 以權益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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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新準則╱經修訂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已頒佈但尚未於2011年4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
早採納。

 尚未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惡性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資產轉讓(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經修訂）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新增部份 金融工具 — 金融負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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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 —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2011年） 僱員福利(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 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2)

(1) 於2012年4月1日開始之本集團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13年4月1日開始之本集團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計劃於上述新訂╱經修訂準則、對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及詮釋生效時採用該等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4 分部資料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最高營運決策者（「最高營運決策者」）。最高營運決策者通過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評估業績表現
及分配資源。管理層亦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最高營運決策者按業務活動性質研究業務發展及評估下列各經營分部之表現，即：

i. 零售 — 香港、澳門及海外

ii. 零售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iii. 批發

iv. 品牌業務

最高營運決策者根據分部業績評估經營分部表現。最高營運決策者審閱之各經營分部業績並未包括財務收入及費用、
公司收入及開支。向最高營運決策者提供之其他資料所採用計量方法與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一致。

可呈報分部資產不包括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若干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遞延所得稅資產以及公司資產，全部均為
集中管理。該等資產為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總資產的對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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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客戶銷售已抵銷分部間銷售。分部間銷售按相互協定條款進行。向最高營運決策者所呈報外來客戶收入所採納計
量方法與簡明綜合損益表一致。

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
零售— 

香港、澳門 

及海外
零售— 

中國 批發 品牌業務
可呈報 

分部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商品 4,467,861 278,793 1,887,040 — 6,633,694

分部間銷售 (277,936) (259) (1,423,394) — (1,701,589)

4,189,925 278,534 463,646 — 4,932,105 

銷售黃金及鉑金廢料以及純金條 — — 381,252 — 381,252

對外客戶銷售 4,189,925 278,534 844,898 — 5,313,357

品牌費收入 — — — 182,165 182,165

顧問費收入 — — — 15,915 15,915

來自對外客戶之收入 4,189,925 278,534 844,898 198,080 5,511,437

可呈報分部業績 538,359 42,186 200,953 139,945 921,443

可呈報分部業績與期內 

溢利對賬如下：

可呈報分部業績 921,443

未分配收入 3,340

未分配開支 (82,791)

經營溢利 841,992

財務收入 3,398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2,623

除所得稅前溢利 848,013

所得稅開支 (119,993)

期內溢利 728,020

非控股權益 (8,39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71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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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
零售— 

香港、澳門
及海外

零售— 
中國 批發 品牌業務

分部間 
對銷

可呈報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929 5,133 5,140 578 — 23,780 7,622 31,402
土地使用權攤銷 — — 80 582 — 662 6 668
投資物業折舊 — — — — — — 1,098 1,098

於2011年9月30日
零售－ 

香港、澳門
及海外

零售－ 
中國 批發 品牌業務

分部間 
對銷

可呈報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723,510 663,969 2,104,325 171,381 (971,146) 4,692,039 — 4,692,039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7,943 7,943
土地及樓宇 198,089 198,089
投資物業 90,207 90,207
遞延所得稅資產 31,325 31,325
其他未分配資產 138,668 138,668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所示總資產 5,158,271

於2011年9月30日
零售— 

香港、澳門
及海外

零售— 
中國 批發 品牌業務

分部間 
對銷

可呈報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負債 (787,300) (528,654) (275,109) (184,090) 971,146 (804,007) — (804,007)

遞延所得稅負債 (27,017) (27,017)
銀行借貸，無抵押 (95,000) (95,000)
即期所得稅負債 (165,540) (165,540)
其他未分配負債 (90,002) (90,002)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所示總負債 (1,18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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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0年9月30日止6個月
零售— 

香港、澳門 

及海外
零售— 

中國 批發 品牌業務
可呈報 

分部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商品 2,447,058 170,558 1,240,542 — 3,858,158

分部間銷售 (103,601) (139) (933,051) — (1,036,791)

2,343,457 170,419 307,491 — 2,821,367

銷售黃金及鉑金廢料以及純金條 — — 316,282 — 316,282

對外客戶銷售 2,343,457 170,419 623,773 — 3,137,649

品牌費收入 — — — 110,562 110,562

顧問費收入 — — — 16,266 16,266

來自對外客戶之收入 2,343,457 170,419 623,773 126,828 3,264,477

可呈報分部業績 229,113 25,804 83,719 77,292 415,928

可呈報分部業績與期內 

溢利對賬如下：

可呈報分部業績 415,928

未分配收入 1,779

未分配開支 (41,130)

經營溢利 376,577

財務收入 2,978

財務費用 (2,548)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831

除所得稅前溢利 377,838

所得稅開支 (53,605)

期內溢利 324,233

非控股權益 (4,46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31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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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0年9月30日止6個月
零售— 

香港、澳門
及海外

零售— 

中國 批發 品牌業務
分部間 

對銷
可呈報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325 4,180 4,702 — — 20,207 3,805 24,012

土地使用權攤銷 — — 76 — — 76 — 76

於2011年3月31日
零售— 

香港、澳門
及海外

零售— 

中國 批發 品牌業務
分部間 

對銷
可呈報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068,987 414,841 1,702,170 135,470 (892,896) 3,428,572 — 3,428,572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5,219 5,219

土地及樓宇 194,307 194,307

投資物業 80,638 80,63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016 19,016

其他未分配資產 553,947 553,947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所示總資產 4,281,699

於2011年3月31日
零售— 

香港、澳門
及海外

零售— 

中國 批發 品牌業務
分部間 

對銷
可呈報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負債 (813,317) (339,560) (192,799) (165,794) 892,896 (618,574) — (618,574)

遞延所得稅負債 (18,503) (18,503)

即期所得稅負債 (90,442) (90,442)

其他未分配負債 (95,792) (95,792)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所示總負債 (823,311)



六福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14

中期報告2011/2012

本集團之收入主要來自位於香港及中國之客戶。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香港 3,965,523 2,351,883

中國 912,838 584,896

其他地區 633,076 327,698

5,511,437 3,264,477

按所在地劃分之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分析如下︰

於2011年9月30日 於2011年3月31日
香港 中國 其他地區 總額 香港 中國 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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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3,639 98,422 13,300 385,361 270,646 88,604 10,692 369,942

土地使用權 — 40,494 — 40,494 — 15,188 — 15,188

投資物業 79,717 10,490 — 90,207 80,638 — — 80,638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7,943 — — 7,943 5,219 — — 5,219

交易執照 1,080 — — 1,080 1,080 — — 1,080

租金按金 27,247 30 8,160 35,437 33,300 470 5,770 39,540

389,626 149,436 21,460 560,522 390,883 104,262 16,462 51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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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成本
— 已售存貨成本（附註(i)） 4,038,426 2,451,041

— 存貨撇銷至可變現淨值 64,017 —

— 品牌業務成本（附註(i)） 56,403 46,179

4,158,846 2,497,22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11,323 149,013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租金 133,062 119,797

廣告及宣傳開支 22,566 18,761

支付信用卡公司之佣金開支 46,420 26,175

投資物業折舊 1,098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402 24,012

土地使用權攤銷 668 76

其他 73,365 57,723

總額 4,678,750 2,892,777

指：
銷售成本 4,158,846 2,497,220

銷售及分銷費用 464,430 357,253

行政費用 55,474 38,304

4,678,750 2,892,777

附註(i)：  已售存貨成本及品牌業務成本包括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35,956,000港元（2010年：29,363,000港元）。

6 其他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增值稅退款 27,277 21,290

租金收入 2,726 2,462

其他 2,869 4,580

32,872 28,332



六福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16

中期報告2011/2012

7 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黃金交易之衍生金融工具虧損 (23,114) (23,562)

（提撥）╱回撥滯銷存貨撥備 (453) 107

(23,567) (23,455)

8 財務收入，淨額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344 207

外匯收益淨額 2,054 2,771

3,398 2,978

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 — (2,548)

財務收入，淨額 3,398 430

9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2010年9月30日止6個月：16.5%）提撥準備。

海外溢利之稅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當時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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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簡明綜合損益表內扣除之稅項金額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81,252 28,080

— 中國企業所得稅 35,634 18,557

— 海外稅項 10,663 5,10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761) —

遞延稅項 (3,795) 1,864

119,993 53,605

本集團於中國之若干附屬公司符合外商投資生產性企業之資格，自其首個獲利年度起獲豁免繳納所得稅兩年及其後三
年減半的優惠。該等附屬公司於2011年之稅率為12.5%，將由2012年起增至25%。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719,630,000港元（2010年：319,770,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數542,507,850股（2010年：492,507,850股）計算。

由於期內並無已發行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故截至2011年及2010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
相同。

11 股息
於2011年6月28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建議派付截至2011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42港元，共
227,853,000港元。有關股息獲股東於2011年8月29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已於期內派付，並反映為截至2011年9

月30日止期間之保留盈利分配。

於2011年11月28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宣佈派發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53港元，共
287,529,000港元。此股息並無在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列作應付股息，惟將反映為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保
留盈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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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開支

物業、廠房及 

設備 土地使用權 投資物業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面淨值，於2011年4月1日 369,942 15,188 80,638 465,768

匯兌調整 1,519 275 — 1,794

添置 45,838 25,699 10,667 82,204

出售 (536) — — (536)

期內折舊╱攤銷 (31,402) (668) (1,098) (33,168)

賬面淨值，於2011年9月30日 385,361 40,494 90,207 516,062

賬面淨值，於2010年4月1日 379,635 15,463 — 395,098

匯兌調整 1,682 124 — 1,806

添置 31,995 — — 31,995

出售 (583) — — (583)

重估盈餘（附註） 19,298 — — 19,298

轉讓（附註） (81,560) — 81,560 —

期內折舊╱攤銷 (24,012) (76) — (24,088)

賬面淨值，於2010年9月30日 326,455 15,511 81,560 423,526

附註：

本集團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於2010年9月30日（即該等租賃土地及樓宇轉撥至投資物業當日）由獨立估值師重估之公開巿
值合共81,560,000港元。截至2010年9月30日止期間上述重估計入重估儲備，經扣除有關遞延所得稅負債3,184,000港元後，
重估盈餘為16,114,000港元。

於2011年9月30日，並無已抵押銀行融資及銀行借貸。於2010年9月30日，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及借貸以賬面值分別為
196,528,000港元及81,560,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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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收賬項
本集團銷售主要包括現金銷售及信用卡銷售。百貨商場特許銷售及向批發客戶銷售之信貸期一般為0至90天。

貿易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1年 

9月30日
於201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29,218 86,473

31至60日 14,480 17,789

61至90日 414 2,953

91至120日 319 40

超過120日 600 1,336

145,031 108,591

貿易應收賬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並無貿易應收賬項已減值（2010年：無）。

14 貿易應付賬項、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款項
貿易應付賬項、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款項包括貿易應付賬項492,757,000港元（2011年3月31日：332,845,000港元），其賬
齡分析如下：

於2011年 

9月30日
於201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314,410 193,330

31至60日 91,816 78,973

61至90日 40,050 15,720

91至120日 12,268 26,702

超過120日 34,213 18,120

492,757 332,845

貿易應付賬項、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5 銀行借貸，無抵押
於2011年9月30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為無抵押，並按浮動利率計息。銀行借貸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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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於2011年 

9月30日
於201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800,000,000股（於2011年3月31日：8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80,000 80,000

已發行及繳足：
542,507,850股（於2011年3月31日：542,507,850股）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54,250 54,250

17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2011年 

9月30日
於201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作出撥備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37,257 12,587

已授權但未訂約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 62,531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2011年9月30日，本集團就土地及樓宇根據不可撤銷之經營租賃而於未來支付之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於2011年 

9月30日
於201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09,096 189,603
一年後但不超過五年 268,348 256,656
超過五年 3,299 2,399

480,743 448,658

若干經營租約實際付款乃按上文所述最低承擔與根據相關商舖銷售額某一百分比所釐定金額之較高者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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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未來經營租賃安排
根據不可撤銷之經營租賃而於未來收取之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於2011年 

9月30日
於201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
一年內 3,972 4,260

一年後但不超過五年 7,344 9,189

11,316 13,449

18 關連人士之交易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為六福（控股）有限公司（「六褔控股」），為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直接擁有本公司43.17%

股份。本公司餘下股份分散持有。

黃偉常先生及其家屬（包括黃浩龍先生及黃蘭詩小姐）為黃氏家族信託（「信託」）之全權受益人。該信託為桂記祥珠寶金
行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桂記祥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實益擁有六福控股36.72%已發行股份。六福控股
餘下股份由多名股東持有。

黃偉常先生、黃浩龍先生及黃蘭詩小姐均為本公司董事。

(a) 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與本公司董事楊寶玲小姐及泰一投資有限公司（「泰一」）訂立服務合約（「服務合約」），為期1

年（2010年：2年）。根據服務合約，泰一同意讓楊小姐向本集團於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期間提供獨家服務，以推
廣本集團的產品及服務，代價為112,500港元（2010年：143,370港元）。

 (b) 與聯營公司之交易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2010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分包費用 (i) 5,591 —

管理費收入 (i) 292 240

購買貨品 (ii) — 61,606

租金收入 (iii) 212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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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根據相互協議釐訂之條款收取分包費用及管理費收入。

(ii) 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根據相互協議釐訂之價格及條款購買貨品。

(iii) 根據相關租賃協議釐訂之條款收取租金收入。

 (c) 與一家聯營公司之結餘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應要求償還。

 (d)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袍金 633 645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29,554 26,091

按表現及酌情發放之花紅 449 180

退休金計劃供款 193 182

30,829 27,098

19 季節性
黃金首飾及黃金飾物、鑲石首飾及寶石以及其他配件之零售受季節性波動影響。由於財政年度第三及第四季之節日較多，
故該段期間為需求高峰期。



六福集團（國際）有限公司23

中期報告2011/2012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就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53港元（2010年：0.26港元）。中期股息將於2011年

12月22日向於2011年12月13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

中期業績
本集團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收入由去年的3,264,477,000港元增加68.8%至約5,511,437,000港元。股東應

佔溢利約719,630,000港元，較去年的319,770,000港元增加125.0%。每股基本盈利為1.33港元（2010年：0.65港元）。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整體表現令人非常鼓舞。遊客人數持續增加及人民幣升值刺激消費，加上我們於旅遊旺區

策略地開設多間零售店，令集團業務持續受惠。本集團之零售業務佔總收入81.1%，共錄得4,468,459,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77.8%。此外，來自批發業務之收入佔總收入15.3%，達844,89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35.4%。

本集團近年不斷努力，以提升於中國的市場滲透率。期內，本集團於中國增設81間零售店，包括68間品牌店及13

間自營店。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本集團於全球共設有780間零售店（包括品牌店），當中738間位於中國、31間

位於香港、6間位於澳門、1間位於新加坡、2間位於美國及2間位於加拿大。

雖然黃金價格近期波幅較大，亦無損顧客對黃金的殷切需求。與去年同期比較，本集團來自日常黃金業務（不包

括黃金廢料及純金條）之收入錄得98.1%的增幅。

行業回顧
中國旅客繼續為本集團業績作出主要貢獻。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公佈之數據顯示，於2011年首九個月，訪港中

國旅客達20,383,966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23.6%。本集團繼續受惠於中國旅客人數增加，而中國旅客均願意花

費巨額在香港購買奢侈品（包括黃金及珠寶首飾）。

業務回顧
香港市場

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期間，來自香港市場的收入為3,965,523,000港元（2010年：2,351,883,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68.6%。

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本集團於香港經營31間店舖。

期內，本集團透過一系列聯合推廣、贊助及展覽會，致力加強其值得信賴的品牌形象及提升其於市場的優越品

牌知名度，並取得理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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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

本集團積極加強及穩固其於中國珠寶市場的零售網絡及據點。

期內，本集團於中國新開設81間零售店，令中國品牌店總數累積至686間，並於中國設有52間自營店。

鑒於中國經濟增長強勁及本集團於中國零售網絡擁有高覆蓋率，來自中國市場的批發、零售及品牌業務收入增

加56.1%至912,838,000港元（2010年：584,896,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16.6%。

澳門市場

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本集團於澳門經營6間店舖。

澳門旅遊業的興旺表現令本集團持續受惠。於2011年首九個月，抵澳中國旅客人次錄得大幅增長。於回顧期間，

來自澳門店舖之收入為584,46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85.3%。

本集團於5月在澳門銀河綜合渡假城開設其於當地第6間店舖。該渡假城集博彩、渡假、休閒於一身，是旅客最新

的必到熱點。新店優越的地理位置預期可進一步提升本集團於澳門之零售業務。

海外發展
本集團致力拓展其海外業務及提升其「香港名牌 國際演繹」之企業發展。期內，本集團於海外市場經營5間店舖，

包括2間（1間自營店及1間品牌店）位於加拿大、2間自營店位於美國及1間自營店位於新加坡。

市場推廣及宣傳
本集團參與各種不同類型之市場推廣活動及宣傳計劃，務求加強其品牌定位。

期內，本集團繼續積極構思及執行多項市場推廣活動。以下為部份重要活動：

• 連續十四年贊助「香港小姐競選」金鑽后冠及名貴珠寶首飾

• 獲邀成為「2011環球小姐華彬大賽」冠軍后冠獨家贊助商

• 擔任「南方新絲路模特大賽」之獨家珠寶贊助商，並邀請冠、亞、季軍及9位選手出席「囍福結婚金飾新品發

佈會2011專場秀」活動

• 邀請歌影視紅星林峯先生續任國內「愛恆久」系列代言人

• 贊助林峯先生的「Light Up My ’ Live林峯演唱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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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邀請林峯先生與著名影星及模特兒熊黛林小姐出席於武漢及北京之公關活動

• 推出全新「愛很美」電視廣告系列

• 透過香港及中國主流電視頻道播放大量電視廣告，並作為電視節目及重頭劇集之產品贊助商

• 贊助無線電視翡翠台黃金時段節目中的「日期及時間提示」資訊、由林峯先生主演的電視劇集「不速之約」及

「Come2me林峯演唱會」

• 贊助由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的「2011香港夏日流行音樂節『繼續‧忘我‧ON AND ON』演唱會」

• 贊助樂壇天后王菲小姐的「王菲2011巡唱武漢站演唱會」

• 於五‧一勞動節、母親節、十‧一國慶等重要節日推出新產品及重點推廣產品，以大型宣傳活動刺激消費

者意欲，以提升銷售業績

• 與國內不同地區的廣播電台合作，以提升品牌影響力及增強促銷效果

• 繼續於香港全線中國旅行社、辦理回鄉証卡服務中心及中銀信用卡中心播放飾金金價資訊

• 與中國銀聯、莎莎化妝品及豐澤電器於十‧一國慶聯合舉行「連環刷!連環賞!」推廣活動

• 於國內重點城市投放地鐵及巴士站燈箱廣告

• 策略性地於行走全港不同路線的九巴巴士投放車尾廣告，大大提高廣告宣傳效力

• 首次於母親節期間在廣受歡迎的網上平台facebook舉辦「炮製繽“Fun”Mother ’ s Day」有獎遊戲

• 「六福珠寶 — 飾金報價」iPhone App讓顧客隨時隨地掌握最新飾金金價資訊

• 繼續於結婚網站「新婚生活易」設報金價欄目，並投放通欄廣告及軟文介紹

• 於「淘寶商城」所設的「六福珠寶官方旗艦店」投入服務，並舉辦不同促銷活動，以提升瀏覽量

• 於新浪網及騰訊網的「六福珠寶官方微博」為集團宣傳企業文化、公司動向、產品推介、促銷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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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網上通欄廣告、軟文介紹及社交平台積極開拓網上宣傳渠道

• 參與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婚紗暨結婚用品博覽2011」

• 於廣受歡迎的旅遊指南如＜香港自由行資訊＞及＜香港地圖＞投放廣告

• 贊助網易「夢幻西遊」網絡遊戲冠軍獎品

• 贊助生活易「情繫香港在山頂集體婚禮」活動及余仁生「愛MaMa最強 — Hug!」母親節網上活動

• 贊助一年一度於長洲舉行的「包山嘉年華2011」之得獎獎座及紀念品

• 贊助國內萬千百貨的「首屆珠寶鐘錶文化週」活動

產品
期內，本集團推出一系列設計獨特、手工精細並具有不同節慶特色的新產品，以迎合多元化的客戶層面。推廣

產品系列如下：

• 母親節「媽媽最美」系列

• 與世界黃金協會聯合推廣的K-gold elite「意尚」18K金飾系列之「舞蝶」、「幻變」、「迴盪」及「透心」

• 為結婚顧客而設的「婚嫁」系列

• 與世界黃金協會聯合推廣的「囍福」結婚金飾系列

• 由歌影視紅星林峯先生續任國內代言人的「Love Forever愛恆久」系列

• 與國際鉑金協會聯合推廣的鉑金婚慶及非婚慶首飾系列

• 千足金「金飾魅力」系列

• 「Love is Beauty愛很美」系列

獎項
本集團一直秉承其致力提供優質產品及卓越服務的核心宗旨。期內，本集團榮獲香港優質旅遊服務協會頒發的

「2011年傑出優質商戶獎 — 優異獎」及「10年優質商戶嘉許狀」殊榮，以及榮膺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辦的「2011香

港工商業獎：顧客服務獎」，以嘉許本集團優越超卓的顧客服務。本集團亦獲《東周刊》頒發「傑出企業策略大獎

2011」，表揚本集團於業務發展、策略及品牌管理等方面的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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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致力優化管理系統，行政及人力資源部及珠寶設計部同時通過ISO9001:2008品質管理系統的準則，足證

本集團的品質管理系統達致專業水平。

本集團一向重視員工人才培訓及其發展，投放大量資源助員工提升專業知識，期內，本集團於僱員再培訓局主

辦的「ERB人才企業嘉許計劃」中，榮獲「人才企業」殊榮，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更是不遺餘力，於「樂施米義賣

大行動2011」 — 「集團訂米（機構組）籌款獎」活動中榮膺冠軍，及連續多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商界展關懷」

標誌。

設計
本集團致力向客戶提供設計時尚的優質產品。本集團的設計團隊表現卓越、屢獲殊榮，共設計逾20,000款時尚珠

寶產品供顧客選購。本集團亦積極參與多個本地及國際珠寶設計比賽。

前景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致力建立品牌及提升品牌知名度，投放更多資源，發揮固有優勢，著力開拓商機，加快

於中國及海外珠寶零售市場的步伐、積極擴大產品種類及確立長遠市場策略。

中國顧客繼續為本集團的業績作出主要貢獻。訪港中國旅客人次持續上升及人民幣升值均有利於本集團的業務

增長。本集團對香港及中國的零售市場持樂觀態度。

本集團矢志加快擴展中國的零售網絡，進一步提升其市場份額，並將迅速擴大其於區內之銷售網絡及品牌據點。

本集團相信，中國市場將繼續成為集團業務發展的增長動力。此外，本集團積極物色合適地點，以擴展其於海

外市場的零售網絡。

本集團積極擴大產品種類，向潛在顧客提供更多不同類型產品以供選擇。本集團透過與著名鐘錶品牌合作，進

軍高檔鐘錶市場。目前，本集團的零售網絡售賣15個鐘錶品牌，包括波爾、雪鐵納、崑崙、時度、英納格、漢米

爾頓、海瑞溫斯頓、浪琴、艾美、美度、歐米茄、翡麗詩丹、雷達、豪雅及天梭。

為鞏固本集團於行業的領導地位，本集團將時刻為顧客提供優質珠寶及卓越服務。同時，本集團亦會制定策略

性市場策略，藉以提升其品牌形象及知名度。

委任新董事
於2011年10月1日，本集團欣然委任葉澍堃GBS太平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漢雄MH太平紳士為非執行董事、王巧

陽小姐及鍾惠冰小姐為執行董事，同時重新委任許照中太平紳士為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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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澍堃GBS太平紳士於2002年至2007年間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李漢雄MH太平紳士為香

港建築師學會資深會員以及香港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及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之會員。王巧陽小姐及鍾惠冰小姐於

珠寶行業分別擁有超逾17年及23年經驗。許照中太平紳士已由獨立非執行董事重新委任為本集團的非執行董事。

僱員
截至2011年9月30日，本集團約有3,560名僱員（2011年3月31日：3,366名僱員）。管理層定期檢討及審批薪酬政策。

薪酬待遇乃經考慮相近市場水平後釐定。花紅及其他獎賞則與本集團表現及個別員工表現掛鈎。此政策旨在以

金錢獎賞，鼓勵員工發揮最佳業務表現。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核心業務為金飾及珠寶零售及批發。截至2011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手頭現金約達413,000,000港元（2011

年3月31日：約966,000,000港元）。本集團的期終銀行借款佔股本比率為2.4%（2011年3月31日：零），此乃按銀行

借貸總額約95,000,000港元（2011年3月31日：零港元）相對股東權益總額約3,933,000,000港元（2011年3月31日：

約3,424,000,000港元）的比例計算。

本集團的收支項目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列值。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2011年9月30日及2011年3月31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2011年12月13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該日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

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2011年12月12日下午4時30分送達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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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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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證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2011年9月30日，除下文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發行人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記

錄於該條例所述登記冊；或(b)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

倉：

I.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實益擁有人 配偶 受控制法團 信託受益人 權益總額 佔股份百分比

黃偉常先生 3,664,561 280,000 

附註(d)

242,820,176 

附註(a)及(b)

1,511,050 

附註(c)

248,275,787 45.76%

謝滿全先生 247,344 242,820,176 

附註(a)及(b)

243,067,520 44.80%

黃冠章先生 2,678,090 242,820,176 

附註(a)及(b)

245,498,266 45.25%

陳偉先生 3,839,022 242,820,176 

附註(a)及(b)

246,659,198 45.47%

李樹坤先生 

（於2011年 

7月14日辭世）

6,370,229 245,406,800 

附註(a)、(b)、
(e)及(f)

251,777,029 46.41%

黃浩龍先生 375,000 1,511,050 

附註(c)

1,886,050 0.35%

黃蘭詩小姐 209,000 1,511,050 

附註(c)

1,720,050 0.32%

附註(a)   黃偉常先生、謝滿全先生、陳偉先生、李樹坤先生及黃冠章先生均為董事，連同彼等之聯繫人士共同控制
六福（控股）有限公司超過一半投票權，該公司則持有234,185,672股本公司股份。該等董事被視為於同一批
股份中擁有權益，因而已就證券及期貨條例作重複披露。

附註(b)   黃偉常先生、謝滿全先生、陳偉先生、李樹坤先生及黃冠章先生均為董事，連同彼等之聯繫人士共同控制
龍寶投資有限公司超過三分之一投票權，該公司則持有8,634,504股本公司股份。該等董事被視為於同一批
股份中擁有權益，因而已就證券及期貨條例作重複披露。

附註(c)   黃偉常先生、陸翠兒女士、黃浩龍先生及黃蘭詩小姐為黃氏家族信託（「信託」）之全權受益人。該信託為桂
記祥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而該公司則為1,511,050股本公司股份之實益擁有人。

附註(d)   黃偉常先生之配偶陸翠兒女士持有280,000股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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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e)   李樹坤先生持有華亨錦安投資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33.3%，而該公司則持有630,624股本公司股份。

附註(f)   李樹坤先生持有華亨錦安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51%，而該公司則持有1,956,000股本公司股份。

II. 於最終控股公司六福（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實益擁有人 配偶 受控制法團 信託受益人 權益總額 佔股份百分比

黃偉常先生 7,536,363 36,724,007 

附註(a)

44,260,370 44.26%

謝滿全先生 406,556 82,853 

附註(b)

489,409 0.49%

劉國森先生 1,600 1,600 0.002%

黃冠章先生 4,585,920 

附註(c)

4,585,920 4.59%

陳偉先生 6,639,130 6,639,130 6.64%

李樹坤先生 

（於2011年 

7月14日辭世）

7,291,338 1,093,575 

附註(d)

8,384,913 8.38%

楊寶玲小姐 60,000 60,000 0.06%

黃浩龍先生 36,724,007 

附註(a)

36,724,007 36.72%

黃蘭詩小姐 36,724,007 

附註(a)

36,724,007 36.72%

附註(a)   黃偉常先生、陸翠兒女士、黃浩龍先生及黃蘭詩小姐為黃氏家族信託（「信託」）之全權受益人。該信託為桂
記祥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而該公司則為六福（控股）有限公司36,724,007股股
份之實益擁有人。

附註(b)  謝滿全先生之配偶方惠瓊女士持有六福（控股）有限公司82,853股股份。

附註(c)   黃冠章先生連同彼之配偶蘇麗湘女士控制WKC Investments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而該公司則持有六福（控
股）有限公司4,585,920股股份。

附註(d)   李樹坤先生持有華亨錦安投資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33.3%，而該公司則持有六福（控股）有限公司1,093,575

股股份。



六福集團（國際）有限公司31

中期報告2011/2012

主要股東
於2011年9月30日，除下文披露者外，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悉，除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外，

概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

或淡倉。

股東名稱 實益擁有人 受控制法團 權益總額 佔股份百分比

六福（控股）有限公司 234,185,672 234,185,672 43.17%

董事藉購入股份或債券權利獲取之利益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作出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

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審核委員會
為符合於2005年1月1日前適用的最佳應用守則，董事會已成立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審核委員會，以監

督本公司的會計及財務申報程序和內部監控制度。自2011年4月1日以來，審核委員會曾舉行多次會議以審閱包

括本公司2010/11年度年報、內部監控及新會計準則應用對本集團財務申報的影響、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

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及本集團的資訊科技控制環境等事宜。

中期業績已由外聘核數師及本集團審核委員會審閱。

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致力維持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原則著重高素質的董事會、健

全的內部監控及對全體股東的透明度及問責性。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內，本公司已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原則，並已遵守所有守則條文及（如適用）建議最佳常規。

薪酬委員會
為符合守則，董事會於2005年4月7日成立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執行董事組成。薪酬委員

會須就本公司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提供建議、釐定具體薪酬待遇、審閱及批准以

表現計算的薪酬、審閱及批准因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任何離職或終止聘用而應繳付的酬金、監督本公司或本集

團僱員福利結構的任何重大變動及檢討薪酬政策的持續合適程度及相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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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後確認，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彼等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

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入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承董事會命 

行政總裁
黃偉常

2011年11月28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偉常先生（行政總裁）、謝滿全先生、羅添福先生、黃浩龍先生、黃蘭詩小姐、
王巧陽小姐及鍾惠冰小姐；非執行董事為黃冠章先生、陳偉先生、楊寶玲小姐、許競威先生、許照中太平紳士及
李漢雄MH太平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盧敏霖先生（主席）、戴國良先生及葉澍堃GBS太平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