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期報告

中
期
報
告(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 1023



公司資料 2–3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4–13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14–17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18–19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20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21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2–23

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24–25

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26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7–48

目錄



公司資料

2015中期報告 2

董事會
執行董事

楊華強先生（主席）
楊和輝先生（行政總裁）
陳加廸先生
楊健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志達先生
關保銓先生
龍洪焯先生

授權代表
楊華強先生
楊和輝先生

公司秘書
禤寶華先生

註冊辦事處
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O Box 2804

Grand Cayman KY1–1112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及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九龍
觀塘開源道56號
大眾工業大廈4–5樓

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
廣東省東莞市
厚街鎮橋頭村
第三工業區

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楊志達先生（主席）
關保銓先生
龍洪焯先生

薪酬委員會

龍洪焯先生（主席）
楊華強先生
楊志達先生

提名委員會

楊華強先生（主席）
關保銓先生
龍洪焯先生



時代集團控股有限公司3

公司資料

香港法律顧問
胡關李羅律師行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開曼群島主要股份登記及
過戶辦事處
Royal Bank of Canada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4th Floor, Royal Bank House

24 Shedden Road

PO Box 1586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登記及過戶辦事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號舖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股份代號
1023

公司網址
www.sitoy.com

公司網址
www.sitoy.com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2015中期報告 4

時代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中期報告，包
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業務回顧
製造業務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客戶的採購訂單較去年同期下降
17.2%。跌幅主要由於若干客戶改變其市場定位。由於本集團之銷售對象為高檔及奢侈
品牌客戶，收益因而下降。然而，本集團積極與國際及中國的高檔及奢侈品品牌新客戶
開拓業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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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品牌客戶在物色產品製造供應商方面更加嚴謹。製造業務不僅面對中國內地供應
商的競爭，亦面對東南亞國家的競爭。本集團並無將生產廠房遷至其他東南亞國家，因
為中國擁有較高水平的工藝技術，發展成熟的供應鏈，以及完善的物流配套設施。該等
競爭優勢讓本集團能夠繼續向其國際及中國的高檔及奢侈品品牌客戶提供穩定的質量及
服務。

儘管本集團於報告期內需應付勞工成本壓力及越趨激烈的競爭，本集團不斷自我提升，
滿足客戶更高的要求。本集團盡最大努力於具挑戰性的經營環境下把握新機遇。

回顧期內，若干既有客戶改變其策略，致使源於該客戶之收益減少，本集團整體收益亦
因此減少。預期此乃短期事項，不會對本集團造成長期影響。

零售業務

期內，本集團零售業務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業績。此分部收益較去年同期上升55.1%至
50.9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同一店舖銷售額錄得低雙位
數增長。

綜觀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擴展TUSCAN’S品牌於中國內地及香港的業務版圖。於本
期間末，本集團共擁有及經營TUSCAN’S品牌16家獨立零售店及66個百貨店專櫃，合
共82個零售店舖，分別位於上海、北京、香港、廣東、深圳、重慶、成都、雲南、湖
北、湖南及江蘇。

鑑於銷售點增加及於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第四季度開展電子商貿業務，本集團於報告期
內透過O2O（線上到線下）銷售渠道舉辦不同形式的推廣及營銷活動建立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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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九月，本集團透過電子商貿渠道推出全新自家研發品牌Fashion & Joy。
Fashion & Joy是為追求時尚、獨立、大膽前衛的年輕一族所設計和製作的摩登實用性強
且別具一格的旅行箱包、商務用品以及配件。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在深圳開設首
間Fashion & Joy零售店。

製造設施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約有180條生產線，得以支援其業務
營運。本集團的生產規模和效率讓本集團能夠迎合客戶不停轉變的要求。本集團於期內
繼續為機器及設備進行升級，以提高經營效率。

該等投資由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撥付。

產品研究、開發及設計

本集團的內部創意中心及研發中心，為客戶提供一站式設計、研究、開發及製造方案，
有助本集團應對客戶瞬息萬變的喜好及時尚潮流，並開發及製造設計複雜的產品。

透過向客戶提供高工藝水平的增值服務，將可強化本集團的行業優勢，從而吸引及挽留
國際及中國的領先高檔及奢侈品品牌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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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募集資金運用情況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上市集資金額達718.2百萬港元。下表載列首次公開發售募
集資金運用情況：

首次公開發售募集資金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所用資金 未動用餘額

百萬港元 百分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英德製造設施第二階段 251.4 35% 141.3 110.1

升級現有製造設施的機器及工具 143.6 20% 49.8 93.8

擴展零售業務 251.4 35% 136.3 115.1

營運資金 71.8 10% 71.8 –
 

718.2 100% 399.2 319.0
 

未來前景

展望將來，由於經營環境充滿變數，製造業的競爭越見激烈，本集團預期往後六個月將
挑戰重重。為作好準備迎接艱鉅的市場環境，本集團將加強核心競爭優勢，引入更多國
際及中國的高檔及奢侈品品牌客戶。與此同時，本集團將使用製造旅行箱拉捍及硬箱的
產能，從而投放更多資源進一步開拓日益增長的旅行用品市場。接下來六個月，本集團
將積極與高檔及奢侈國際旅行用品零售商建立合作伙伴關係，同時拓展中國內地市場。

就零售業務而言，本集團計劃於中國內地及香港，特別是在上海、北京及中國西南部建
立更多TUSCAN’S品牌形象店。本集團將就開設新店舖採取審慎的措施，著重提升個
別店舖的質素及整體店舖格局。於未來六個月，本集團將推出更多綜合推廣及營銷活
動，以建立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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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發展新品牌Fashion & Joy而言，鑑於目標客戶為前衛的年輕一族，故本集團將重點運
營電子商務分銷網絡。為了提高此品牌於客戶中的知名度，本集團將於往後六個月對網
上營銷作出更多投資。

零售業務發展由首次公開發售之所得款項撥付。

財務回顧
收益

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2,068.3百萬港元減至截至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1,736.9百萬港元，跌幅為16.0%。有關跌幅主要源於高
檔及奢侈品牌客戶需求減少。然而，零售分部的銷售增加已抵銷部分影響。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1,559.3百萬港元減至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1,283.7百萬港元，跌幅為17.7%。有關減
幅與同期收益下跌幅度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509.0百萬港元減至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453.2百萬港元，跌幅為11.0%，與同期收益減幅一致。毛
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24.6%，上升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26.1%，全賴嚴謹控制成本及零售業務貢獻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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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69.0百萬港元增至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79.1百萬港元，增幅達14.6%，乃源於同期零售業
務進一步擴張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129.8百萬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135.7百萬港元，增幅4.5%。輕微增幅主要由於零售
業務及旅行用品業務之進一步發展所致。

所得稅開支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現行法例，本集團毋須就其收入或資本收益繳納稅項。此
外，派發的股息亦毋須繳納開曼群島或英屬處女群島預扣稅。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就本集團於相關期間在香港產
生的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的香港利得稅稅率16.5%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就所有於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應課稅溢利按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
日獲批准及生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所釐定的法定稅率25%計算。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實際稅率為18.8%（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9.1%）。



2015中期報告 10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250.4百萬港元，減少42.4百萬
港元，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208.0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溢利佔收益百分比維持於12.0%，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12.1%相若。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開支達28.7百萬港元，主要與
興建英德第二期製造設施、對東莞及英德的現有製造設施升級以及擴大零售業務有關。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
公司。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鑑於本集團於管理其財務資源方面持續採納審慎方針，故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狀況保持
穩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達1,130.9百萬港元（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1,362.4百萬港元）。本集團擁有充足的財務資源及穩健的現金狀
況以滿足業務發展、經營及資本開支的營運資金需求。新投資機會（如有）將由本集團的
內部資源提供資金。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銀行及其他借貸，
因此，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呈報資本負債比率
（即債項淨額除以資本總額加債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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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承受交易貨幣風險。該等風險來自業務單位以單位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所進行買
賣。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97.0%銷售（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97.9%）均以進行銷售的業務單位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當中
約45.7%（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45.5%）的成本以單位的功能貨幣計值。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外匯遠期合約及其他尚未行使金融衍生工
具。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數23.1百萬港元之定期存款已抵押作為本集團銀行信
貸之擔保（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22.9百萬港元之定期存款）。

存貨周轉天數

存貨周轉天數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46天微升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47天。由於本集團有力監控存貨水平，故存貨周轉天數維持穩
定。

貿易應收賬款周轉天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貿易應收賬款周轉天數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年度的29天相比，微升至31天。由於執行嚴格信貸控制政策，本集團並無
面臨任何重大信貸風險。根據以往經驗，董事認為，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毋須
作出減值撥備，原因為信貸質量並無重大變動，且所有結餘被視為可全數收回。

貿易應付賬款周轉天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貿易應付賬款周轉天數增至42天，而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為34天。周轉天數顯著上升主要由於供應商組合變動。
貿易應付賬款為免息，並一般於90天內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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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外承擔及安排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資產負債表外安排或或然事項。

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逾12,000名僱員。除基本薪金之外，亦向表
現良好的僱員提供績效獎金。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根據中國法例及法規為僱員購買社
會保險、住房公積金及其他若干僱員福利及遵從法定僱用準則及客戶要求，如最低工資
水平及最長工時。此外，本集團為多數僱員提供員工宿舍，為若干高級僱員提供家庭宿
舍。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各種便利及康樂設施，如食堂、運動場、圖書館及互聯網中
心。本集團將繼續改善製造設施的工作環境及僱員的居住設施。董事相信，本集團向職
員提供的薪酬方案及額外福利與市場標準及慣例相比具競爭力。

鑑於人力資源管理是保持及進一步增強本集團於手袋、小皮具及旅行用品較強專業知識
及工藝技能的重要因素，內部僱員培訓中心將在新招募員工被委派往本集團製造設施工
作前提供職前培訓計劃，並不時為僱員提供不同程度的在職培訓，讓其增加技術及提升
生產力。

股息以及記錄日期
董事向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港仙），以報答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中期股息將向於二零
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預期中期股息會於二零一五年四
月十七日或之前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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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股
東登記，此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息，所有經填妥
的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
司香港股份登記及過戶辦事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以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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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彼等被當
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已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或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另
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的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楊華強先生 實益擁有人╱個人權益 434,720,000 43.41%

楊和輝先生 實益擁有人╱個人權益 234,080,000 23.37%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
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
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
列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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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據董事所知，概無人士（上文所披露的本公司董事或主
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列入
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董事及有關僱員進行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監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彼等全部確認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標準規定。

可能擁有本集團的內幕消息的有關僱員亦須遵守條款不比標準守則所載者寬鬆的書面指
引。

本公司並無發現有關僱員未遵守此等指引的情況。

董事資料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董事資料變動載列如下：

1. 楊志達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不再為香港葡萄酒商會副會長及獲接納為香港
葡萄酒商會理事。彼自二零一四年九月起已擔任Th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Accountants大中華發展工作委員會委員。

2. 關保銓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辭任香港何耀棣律師
事務所顧問，並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日加入梁陳彭律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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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本公司承諾建立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冀能成為一家具透明度及負責任的企業，
以開放態度向本公司股東負責。董事會致力於遵守企業管治原則並已採納良好的企業管
治常規，專注於內部監控、公平披露及向本公司全體股東負責等領域，確保本公司所有
業務的透明度及問責性，以達致法律及商業標準。本公司相信，有效的企業管治是為本
公司股東創造更多價值的關鍵因素。董事會將繼續不時審閱及改善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常
規，以確保本集團由有效董事會領導以為本公司股東帶來最大回報。

董事會已採納一套企業管治常規，此等常規符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要求或有更多限制。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成立具有書面職權範圍的審核委
員會。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
委員會由楊志達先生（主席）、關保銓先生及龍洪焯先生組成，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
績及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核數
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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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批准及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向本公
司提供靈活方案，以向購股權計劃參與人士給予鼓勵、回饋、酬勞、報酬及╱或提供利
益。於採納日期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行使、
註銷或失效購股權。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購股權計劃並沒有未獲行使之購股
權。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華強先生、楊和輝先生、陳加廸先生及楊健先生；
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志達先生、關保銓先生及龍洪焯先生。

承董事會命
時代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華強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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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致時代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緒言
我們已審閱第20頁至第48頁所載時代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
統稱「本集團」）的中期財務資料，當中包括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中期簡明綜
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有關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全面收益表、權
益變動表及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說明附註。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中期財務報表報告須遵照其相關條文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
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本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該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
為根據我們的審閱對該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我們協定的委聘條款，僅向　閣
下（作為整體）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內容向任何其他
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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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審閱範圍
我們已按照國際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工作」。審閱中期財務資料主要包括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進行分
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範圍遠小於根據國際核數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故我們無法
保證我們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我們的審閱結果，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後附的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
大方面未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添美道一號
中信大廈
22樓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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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1,736,929 2,068,314

銷售成本 (1,283,743) (1,559,284)    

毛利 453,186 509,030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8,914 8,461

銷售及分銷成本 (79,126) (68,998)

行政開支 (135,745) (129,774)

其他開支 (909) (9,182)    

除稅前溢利 5 256,320 309,537

所得稅開支 6 (48,285) (59,143)    

期內溢利 208,035 250,39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08,035 250,394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仙） 8 20.77 25.00    

報告期間的股息詳情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7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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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208,035 250,394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 30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7,978 11,64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7,978 11,67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16,013 262,072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16,013 26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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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435,005 428,837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9,817 19,924
無形資產 4,140 4,140
遞延稅項資產 18,726 17,084
預付款項 5,944 108    

非流動資產總值 483,632 470,093    

流動資產
存貨 304,378 299,024
貿易應收賬款 10 359,257 229,30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2,394 66,994
持至到期投資 111,552 –
已抵押定期存款 23,071 22,9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30,918 1,362,362    

流動資產總值 1,981,570 1,980,61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1 225,930 202,66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4,803 120,256
應繳稅項 87,059 147,295    

流動負債總額 447,792 470,212    

流動資產淨值 1,533,778 1,510,40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17,410 1,980,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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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93 17    

非流動負債總額 1,193 17    

資產淨值 2,016,217 1,980,480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100,153 100,153

儲備 1,916,064 1,880,327    

權益總額 2,016,217 1,980,480    

董事 董事
楊華強 楊和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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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合併儲備*

法定
儲備金*

匯兌
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100,153 1,010,081 4,030 42,492 30,406 793,318 1,980,480

期內溢利 – – – – – 208,035 208,03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 7,978 – 7,97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7,978 208,035 216,013

股息 – – – – – (180,276) (180,276)

轉撥自保留溢利 – – – 3,106 – (3,106) –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00,153 1,010,081 4,030 45,598 38,384 817,971 2,0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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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合併儲備*

法定
儲備金*

可供出售
投資重估
儲備*

匯兌
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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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 100,153 1,010,081 4,030 32,610 (400) 34,936 559,344 1,740,754

期內溢利 – – – – – – 250,394 250,39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
扣除稅項 – – – – 30 – – 30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 – 11,648 – 11,64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30 11,648 250,394 262,072

股息 – – – – – – (160,245) (160,245)

轉撥自保留溢利 – – – 3,805 – – (3,805) –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00,153 1,010,081 4,030 36,415 (370) 46,584 645,688 1,842,581         

* 該等儲備賬包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的綜合儲備1,916,06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742,42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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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90,041 392,880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44,871) (51,505)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80,276) (160,24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235,106) 181,130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62,362 834,697

匯率變動的影響淨額 3,662 4,829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30,918 1,02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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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時代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
曼群島公司法第二十二章（一九六一年第三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註冊成立為獲
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 O. Box 2804, Grand Cayman KY1-1112,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手袋、小皮具及旅
行用品。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完成的集團重組，本公司成為組成本集團的其他附
屬公司的控股公司。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2.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
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須與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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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惟採納下列經修訂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則除外。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的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
（經修訂）（修訂本）－投資實體的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僱員福利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的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
呈列－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
就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款額披露的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衍生工具更替及
對沖會計法之延續的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

採納該等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
務影響，亦未對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造成任何重大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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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並擁有兩個呈報經營分部
如下：

(a) 製造：為品牌生產手袋、小皮具及旅行用品，並由其他公司轉售；及

(b) 零售：為本集團自有品牌製造及零售手袋、小皮具及旅行用品。

管理層就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決策個別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的業績。
分部表現按計量經調整除稅前溢利的呈報分部溢利作為評估基準。計量經調整除
稅前溢利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的方法一致，惟公司及未分配開支並不計入有關計
量。

分部資產不包括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資產，此乃由於該等資產為按組別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負債，此乃由於該等負債為按組別管理。

分部間銷售及轉讓按當時市價參考出售予第三方時所訂售價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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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製造 零售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1,686,001 50,928 1,736,929

分部間銷售 1,581 – 1,581
    

1,687,582 50,928 1,738,510

對賬：
分部間銷售對銷 (1,581)
    

收益總額 1,736,929
    

分部業績 259,989 (9,279) 250,710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5,610
    

除稅前溢利 256,320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21,157 3,275 24,43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29 – 229

存貨（撇減撥回）╱撇減至
可變現淨值 (12,404) 467 (11,937)

經營租賃租金 4,519 17,300 21,819

資本開支* 19,046 9,609 2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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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製造 零售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2,035,473 32,841 2,068,314

分部間銷售 2,511 – 2,511
    

2,037,984 32,841 2,070,825

對賬：
分部間銷售對銷 (2,511)
    

收益總額 2,068,314
    

分部業績 320,349 (10,616) 309,733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96)
    

除稅前溢利 309,537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17,739 2,420 20,15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29 – 229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10,869 – 10,869

經營租賃租金 4,374 12,846 17,220

資本開支* 59,773 2,969 62,742
    

* 資本開支包括期內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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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下表對比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上一年度財務報表之日（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的分部資產總值及分部負債總額。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製造 零售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159,690 82,225 2,241,915

對賬：
分部間應收款項對銷 (26,419)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49,706
    

資產總值 2,465,202
    

分部負債 439,843 35,254 475,097

對賬：
分部間應付款項對銷 (26,419)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307
    

負債總額 448,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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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經審核）

製造 零售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911,451 102,553 2,014,004

對賬：
分部間應收款項對銷 (40,722)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477,427
    

資產總值 2,450,709
    

分部負債 463,354 46,928 510,282

對賬：
分部間應付款項對銷 (40,722)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669
    

負債總額 47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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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

(a)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北美洲 986,582 1,108,413

歐洲 452,223 408,900

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 123,251 183,565

其他亞洲國家 143,068 271,253

其他 31,805 96,183
   

1,736,929 2,068,314
   

以上收益資料以產品付運至客戶分銷中心的地區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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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續）

(b) 非流動資產
   

於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內地及香港 464,906 453,009
   

以上非流動資產資料以資產的所在地為基準，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製造分部向一大客戶的銷售產生的收
益為972,855,000港元（未經審核），佔本集團收益逾10%，包括向一組據悉受該
客戶共同控制的實體進行的銷售。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製造分部向兩大客戶的銷售產生的收
益分別為959,028,000港元（未經審核）及508,147,000港元（未經審核），佔本集團
收益逾10%，包括向一組據悉受該等客戶共同控制的實體進行的銷售。



2015中期報告 36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指售出貨品的發票淨值減退貨、貿易折扣及各類政府附加費（視適用情況而
定）。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貨品 1,736,929 2,068,314
   

其他收入及收益
來自客戶及供應商的補償 6,822 –

利息收入 6,557 4,149

來自銀行金融產品之投資收入 3,132 –

政府補助金 – 4,095

匯兌收益淨值 1,863 –

其他 540 217
   

18,914 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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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於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得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1,283,743 1,559,284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及薪金 403,148 432,915

－退休金計劃供款 16,715 10,072
   

419,863 442,987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24,432 20,15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29 229

經營租賃租金 21,819 17,220

存貨（撇減撥回）╱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11,937) 10,869

核數師酬金 1,236 1,39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863) 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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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6.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就其成員公司註冊及經營所在司法權區所產生或源自該等地區的溢利按實
體基準繳納所得稅。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納
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於報告期間，已就於香港產生的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6.5%）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中國內地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溢利按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批准及生效的中國企業
所得稅法釐定的法定稅率25%（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5%）
計提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撥備。

所得稅開支的主要部份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香港
期內開支 39,157 46,313

就過往年度即期所得稅作出調整 (1,690) 11

即期－中國內地
期內開支 11,189 15,438

遞延稅項 (371) (2,619)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48,285 5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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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7.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六個月期間已宣派及派付的普通股股息：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
末期股息：18港仙（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16港仙） 180,276 160,245

   

有待批准的建議普通股股息
（未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確認為負債）：
建議中期－每股普通股10港仙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10港仙） 100,153 100,153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董事會議決自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綜合保留溢利中建議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
股息每股普通股10港仙（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0港仙）。



2015中期報告 40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001,532,000股（截至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001,532,000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已發行
潛在攤薄普通股，故該等期間概無就所呈列每股基本盈利進行調整。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28,655,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62,742,000港元）的成本收購物業、廠房及
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為
24,43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0,159,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為682,000港
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958,000港
元），由此產生出售淨虧損為67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66,000港元）。

本集團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土地位於香港，並根據中期租約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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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0. 貿易應收賬款
   

於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359,257 229,307
減值 – –
   

359,257 229,307
   

本集團與客戶間的貿易條款以信貸交易為主。本集團向客戶授出不同信貸期。信
貸期包括付運前電匯、即期信用狀、介乎14至105天的信用狀及電匯等。個別客
戶的信貸期按逐項交易基準授出。本集團會嚴格控制其未清償的應收款項，並密
切監控以將信貸風險降至最低。高級管理人員會定期審閱逾期結餘。貿易應收賬
款均為無抵押且不計息。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的貿易應收賬款根據發票日期（扣除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357,497 228,619
91日至180日 957 606
180日以上 803 82
   

359,257 22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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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0. 貿易應收賬款（續）
並非個別或集體視作減值的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逾期亦未減值 314,527 182,955

已逾期但未減值
少於90日 43,877 46,205

91日至180日 762 147

180日以上 91 –
   

359,257 229,307
   

未逾期亦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大量最近並無拖欠還款記錄的分散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多名與本集團有良好交易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本
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加強其他信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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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1. 貿易應付賬款

於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225,930 202,661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的尚未償付貿易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207,515 191,153

91日至180日 12,780 5,116

181日至365日 5,635 6,392
   

225,930 202,661
   

貿易應付賬款為免息，一般於90日限期支付。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
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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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2. 股本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本公司法定及已發行股本變動如下：

普通股數目 面值
港元

（未經審核）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法定普通股：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00,000,000 3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1,532,000 100,153,200

   

1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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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4. 經營租賃安排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其若干辦公室物業。物業租約年期介乎一至十年。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本集團於不可撤銷經營租約項下的日後最低租賃款項總額期
限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4,022 15,328

第二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6,972 13,503
   

40,994 28,831
   

若干零售店的經營租賃亦稱為或然租金，或然租金乃根據各自的租賃協議所訂明
之條款及條件，按經營之營業額若干百分比收取。由於該等店舖的未來營業額於
報告期末未能準確釐定，故未有計及有關或然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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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5. 承擔
除上文附註14所述的經營租賃承擔外，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有以下資本承
擔：

於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4,363 7,951

無形資產 1,890 2,115
   

6,253 10,066
   

16.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5,121 4,883

離職後福利 77 75
   

向主要管理人員支付的薪酬總額 5,198 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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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7. 公平值等級
本集團採用以下等級釐定及披露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第一級： 可識別資產或負債根據活躍市場報價（未調整）計量的公平值

第二級： 根據估值技術計量的公平值，當中對所記錄公平值有重大影響的所有
輸入數據均可直接或間接觀察

第三級： 根據估值技術計量的公平值，當中對所記錄公平值有重大影響的任何
輸入數據並非以可觀察市場數據（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基準

按公平值計量的資產：

本集團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至到期投資： 111,552 – – 11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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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8. 報告期間後事項
自報告期間後至財務報表日期止並無發生重大事項。

19. 批准財務報表
董事會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批准並授權刊發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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