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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和珠寶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
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益 4 205,527 410,850
銷售成本 (164,749) (340,102)  

毛利 40,778 70,748
銷售及分銷成本 (6,840) (6,318)
行政費用 (40,370) (56,158)
其他經營收入 4,233 6,667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公平值之變動 604 403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 (6,485)
財務擔保負債攤銷所產生之收入 3,608 2,878
以股份為基礎之報酬 – (2,14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22,291
融資成本 5 (4,622) (7,888)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74,377 (11,955)  

除所得稅前溢利 6 71,768 12,043
所得稅開支 7 (120) (2,325)  

期內溢利 71,648 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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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公平值之變動，淨額 253 (147)
於出售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時轉撥 655 –
換算海外業務、聯營公司及 
合營企業之匯兌差額 59,064 (51,40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59,972 (51,55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31,620 (41,834)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71,650 9,571
非控制權益 (2) 147  

71,648 9,718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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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1,622 (41,981)
非控制權益 (2) 147  

131,620 (41,834)
  

港仙 港仙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9

基本 1.05 0.14 
  

攤薄 1.05 0.14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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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5,312 64,999
土地使用權 34,968 32,908
投資物業 10 1,229,638 37,800
採礦權 11 674,314 646,73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12 980,389 854,828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14,631 15,285
遞延稅項資產 5,762 5,762  

3,005,014 1,658,321  

流動資產
存貨 170,301 169,937
貿易應收款項 13 103,071 96,08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745 10,088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6,374 5,770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26 16
現金及現金等額 95,867 374,648  

385,384 656,54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4 (49,895) (58,70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3,988) (40,067)
銀行貸款 15 (661,000) (119,000)
融資租賃承擔 (314) (377)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6 (600) (576)
衍生金融工具 (44) (143)
財務擔保負債 (7,216) (7,216)
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 18 – (4,606)
稅項撥備 (2,680) (2,309)  

(765,737) (232,997)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380,353) 423,5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24,661 2,08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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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180) (314)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6 (85,997) (82,036)
財務擔保負債 (6,314) (9,921)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7 (350,000) –
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 18 (54,803) –
遞延稅項負債 (151,282) (145,132)  

(648,576) (237,403)  

資產淨值 1,976,085 1,844,465
  

權益
股本 19 560,673 560,673
儲備 1,421,812 1,290,19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82,485 1,850,863
非控制權益 (6,400) (6,398)  

權益總額 1,976,085 1,844,465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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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22,270) (77,320)

投資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186,385) 1,093,243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927,289 (599,758)  

現金及現金等額（減少）╱增加 (281,366) 416,165
於七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額 374,648 45,632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2,585 (5,04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額 95,867 456,754
  

現金及現金等額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95,867 456,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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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購股權儲備
不可分派

儲備 其他儲備 注資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資產重估

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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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560,673 6,409 273,606 (5,610) 28,567 (38,503) 36,385 7,848 981,488 1,850,863 (6,398) 1,844,465
            

與擁有人之交易 560,673 6,409 273,606 (5,610) 28,567 (38,503) 36,385 7,848 981,488 1,850,863 (6,398) 1,844,465
            

期內溢利 – – – – – – – – 71,650 71,650 (2) 71,648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公平值之變動，淨額 – – – – – – – 253 – 253 – 253
於出售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時轉撥 – – – – – – – 655 – 655 – 655
換算海外業務、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匯兌差額 – – – – – 59,064 – – – 59,064 – 59,064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59,064 – 908 71,650 131,622 (2) 131,620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560,673 6,409 273,606 (5,610) 28,567 20,561 36,385 8,756 1,053,138 1,982,485 (6,400) 1,976,085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560,673 4,269 273,606 (5,397) 28,567 (21,386) – 6,583 883,182 1,730,097 (6,156) 1,723,941

確認以股份為基礎之報酬 – 2,140 – – – – – – – 2,140 – 2,140
            

與擁有人之交易 560,673 6,409 273,606 (5,397) 28,567 (21,386) – 6,583 883,182 1,732,237 (6,156) 1,726,081
            

期內溢利 – – – – – – – – 9,571 9,571 147 9,718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公平值之變動，淨額 – – – – – – – (147) – (147) – (147)
換算海外業務、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匯兌差額 – – – – – (51,405) – – – (51,405) – (51,405)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51,405) – (147) 9,571 (41,981) 147 (41,834)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560,673 6,409 273,606 (5,397) 28,567 (72,791) – 6,436 892,753 1,690,256 (6,009) 1,68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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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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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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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除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資產及負債以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時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年度之本集團全年財務報告採用者一致。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及經挑選之解釋附註。該等附註載有自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本集團全年財務報告以來，對理解本集團財務狀況及業績變動有重要
性之事件及交易之解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之完整財務報告所規定之所有資料。

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有關之財務資料乃作為比較資料而載入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告，並不構成該年度之本公司法定全年綜合財務報告，惟其摘錄自該等財務報告。根
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436條須予披露關於該等法定財務報告之進一步
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告。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告發表報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述核數師於並無
就其報告發表保留意見之情況下，提請注意之強調事項；及並無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
407(2)或(3)條作出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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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概要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及修訂。所應用之準則及修訂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開始之中期期間之中期財
務報告有關，並就本集團於有關中期期間之中期財務報告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內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對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呈報之金額
及╱或載列之披露資料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下列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告有關並已經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編製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有關之財政期間尚未生效，亦並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2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 轉讓投資物業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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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性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出售或 
注入資產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 客戶合約收益（釐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年度改進（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循環）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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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該等修訂原擬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期間生效。生效日期已延遲╱移除。

該等修訂仍可提早應用。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照其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之報告釐定營運分部，該等報告用於評估表現及分配資
源。

主要營運決策者確定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已將本集團四大（二零一六年：四大（經
重列））業務類別定為持續經營業務下之營運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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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有關計量分部業績之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本集團已劃分以下可呈報分部：

－ 設計、製造、推廣及買賣珠寶首飾及鑽石；

－ 物業投資；

－ 採礦業務；及

－ 投資

期內，本集團完成收購Ontrack Ventures Limited（「Ontrack」）及其附屬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
Ontrack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資產為一幅位於香港灣仔道232號之地塊。因此，物業投資於下
文呈報之分部資料中重列為持續經營業務，詳情載於附註24。是項收購已於二零一七年十月
二十五日完成。

由於各產品及業務類別需要不同資源及市場推廣方法，因此各營運分部之管理工作均獨立進
行。所有分部間轉讓（如有）按公平價格進行。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設計、製造、推廣及
買賣珠寶首飾及鑽石 物業投資 投資 採礦業務 綜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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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經重列）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收益自外界客戶 205,373 275,383 – 133,500 154 206 – 1,761 205,527 410,850

          

分部業績 7,911 (8,691) (2,845) 47,820 (489) (6,140) (5,014) (6,296) (437) 26,693
        

以股份為基礎之報酬 – (2,140)
未分配（開支）╱收入 (1,879) 3,338
財務擔保負債攤銷所產生之收入 3,608 2,878
融資成本 (3,901) (6,771)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74,377 (11,955)  

除所得稅前溢利 71,768 1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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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收益指經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已售出貨品之發票淨值、銷售發展中物業及投資之股息收
入。

本集團收益之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銷售貨品 205,373 275,383
銷售金礦 – 1,761
銷售發展中物業 – 133,500
投資之股息收入 154 206  

205,527 410,850
  

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利息開支：
銀行貸款 3,742 6,101
最終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之利息開支 1,155 –
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之利息開支 346 797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之利息開支 – 870
融資租賃承擔之融資費用 14 23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所產生之應歸利息開支 2,645 2,418  

總借貸成本 7,902 10,209
  

減：投資物業及發展中物業資本化之借貸成本 (3,280) (2,321)  

4,622 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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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達致：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已售出存貨成本 164,749 340,10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290 3,050
土地使用權攤銷 701 655
採礦權攤銷 – 141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最低租賃付款 1,500 2,622
存貨撥備* 2,841 4,993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遠期貨幣合約 29 (180)

淨匯兌（收益）╱虧損 (3,665) 7,507
財務擔保負債終止確認所產生之收入 – (5,087)
貿易應收款項撥備 494 730
出售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之虧損 198 –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40 16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2,259) 23

  

* 金額已計入「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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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扣除之所得稅開支金額為：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即期稅項
香港 73 4,545
中華人民共和國 85 24  

158 4,569  

遞延稅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 (38) (2,244)  

120 2,325
  

香港利得稅乃以本期間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六年：16.5%）計
算。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之司法權區現時適用之稅率計算，並
根據該等司法權區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作出。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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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71,650 9,571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831,182,580 6,831,182,580

購股權涉及之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1,056,759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831,182,580 6,832,239,339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溢利71,65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溢利9,571,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831,182,580股（二零一六年：6,831,182,580股）計算。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由於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故於計算每股攤薄
盈利時並無假設購股權獲行使。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授出之潛在具攤薄普通股獲轉換，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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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投資物業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賬面金額 37,800 472,930
添置 8,785 4,106
資本化之借貸成本 3,280 794
公平值調整所得收益淨額 – 70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477,830)
由物業、廠房及設備轉撥 – 37,100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24） 1,179,773 –  

期末賬面金額 1,229,638 37,800
  

11. 採礦權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賬面淨額 646,739 656,334
攤銷 – (656)
匯兌調整 27,575 (8,939)  

期末賬面淨額 674,314 646,739
  

賬面總額 1,005,514 964,396
累計攤銷 (4,552) (4,366)
累計減值撥備 (326,648) (313,291)  

賬面淨額 674,314 646,739
  

採礦權按成本減去累計攤銷及減值撥備列賬，並根據礦石礦藏之已探明及可能礦藏儲備總量
以生產單位法攤銷。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就採礦權計提
攤銷（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65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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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資產淨值 252,264 141,198
視作對一間合營企業出資（附註a） 37,490 37,490
給予合營企業之貸款（附註b） 690,640 676,140
註銷一間合營企業 (5) –  

980,389 854,828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附註c） 26 16
  

附註：

(a) 有關結餘乃視作對一間合營企業之全資附屬公司之出資，相當於本公司就該公司進行
之銀行信貸融資向銀行提供之財務擔保合約之公平值。

(b) 給予合營企業之貸款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c) 應收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還款。

13.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按照行業慣例及考慮客戶之信譽、還款記錄及經營年期後釐訂授予客戶之信貸條
款。每名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額。本集團對其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逾期款項由高
級管理層定期審閱。

於報告日期，扣除撥備後根據銷售確認日期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即期 31-60日 61-90日 90日以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未經審核結餘 13,667 41,835 23,211 24,358 103,071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 
經審核結餘 32,546 16,894 11,023 35,622 9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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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日期，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即期 31-60日 61-90日 90日以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未經審核結餘 8,983 8,815 10,605 21,492 49,89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 
經審核結餘 8,488 13,583 7,959 28,673 58,703

     

15. 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一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部分
－有擔保 50,000 10,000
－有抵押及有擔保 119,000 89,000  

169,000 99,000

須於一年後償還並載有按要求還款條文之 
銀行貸款部分
－有擔保 20,000 20,000
－有抵押及有擔保 472,000 –  

661,000 119,000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之 
還款時間表如下：
須於一年內償還 169,000 99,000
須於第二年償還 20,000 20,000
須於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償還 472,000 –  

661,000 1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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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銀行貸款（續）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融資由下列項目作抵押╱擔保：

(a)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以及土地使用權之法定押記；

(b) 本集團簽立之公司擔保；及

(c) 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之普通股。

本集團以港元計值之銀行貸款661,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19,000,000港元）之
浮動年利率介乎1.36%至3.51%（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43%至2.84%）。

1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附註(a)） 600 576

  

非流動負債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附註(b)） 85,997 82,036

  

附註：

(a)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b)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毋須於由報告日期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賬面
金額乃採用市場年利率4.75%及7.34%計算。

17.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應付款項為無抵押、按年利率1.5%計息及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到期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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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 – 4,606

  

非流動負債
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 54,803 –

  

期內，陳聖澤博士（「陳博士」）墊付一筆50,000,000港元之貸款，該貸款為無抵押、按年利率
1.5%計息及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六日到期償還。

另一筆人民幣4,000,000元（相等於約4,803,000港元）之貸款亦由陳博士墊付，該貸款為無抵
押、免息及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到期償還。

19. 股本

普通股數目 總計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831,182,580 560,673

  

股本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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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下之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詳情
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於期初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於期末

港元

二零一四年 
六月十九日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至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0.138 20,000,000 – – 20,000,000

二零一四年 
七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0.121 10,000,000 – – 10,000,000

二零一五年 
七月七日

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至 
二零二五年七月六日

0.245 40,000,000 – – 40,000,000

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日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六年十一月二日

0.149 40,000,000 – – 40,000,000
    

110,000,000 – – 110,000,00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於年初 年內授出 年內行使 於年末

港元

二零一四年 
六月十九日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至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0.138 20,000,000 – – 20,000,000

二零一四年 
七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0.121 10,000,000 – – 10,000,000

二零一五年 
七月七日

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至 
二零二五年七月六日

0.245 40,000,000 – – 40,000,000

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日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六年十一月二日

0.149 – 40,000,000 – 40,000,000
    

70,000,000 40,000,000 – 110,000,000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購股權獲授出及行使（二零一六年：並無
購股權獲行使）。

尚未行使購股權之加權平均行使價為0.179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0.179港元），而尚
未行使購股權之加權平均剩餘合約年期為7.5年（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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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下表提供有關如何釐定該等金融資產公平值的資料，以及按照公平值計量輸入值之可觀察程
度，公平值計量所應歸入之公平值架構內之層次（第1至3層）。

• 第1層：相同資產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

• 第2層：為第一層報價以外，其他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從價格推衍）可觀察之工具
及衍生工具之輸入值；及

• 第3層：並非根據可觀察之市場數據之工具之輸入值（無法觀察之輸入值）。

第1層 第2層 第3層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在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8,222 – – 8,222
－在海外上市之股本證券 2,179 – – 2,179

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
－在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6,374 – – 6,374

衍生金融工具 – (44) – (44)    

16,755 (44) – 16,731
    

第1層 第2層 第3層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在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8,784 – – 8,784
－在海外上市之股本證券 2,270 – – 2,270

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
－在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5,770 – – 5,770

衍生金融工具 – (143) – (143)    

16,824 (143) – 16,681
    

期內，第1層與第2層之間並無公平值計量轉撥，亦無項目轉入或轉出第3層（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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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79 696
投資物業 5,581 –  

6,760 696
  

23. 經營租賃承擔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以經營租賃安排租用若干商舖及員工宿舍。租賃（包括或然租金）按固定息率或參考
業務水平磋商，租期由一至三年（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一至三年）不等，並可選擇於到期
日或本集團與各有關業主相互協定之日期續訂租賃及重新磋商條款。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按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到期情況，本集團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595 2,654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706 3,986  

5,301 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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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收購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本集團與Hillcharm Limited（「賣方」）訂立一份初步買賣協議，收
購Ontrack Ventures Limited（「Ontrack」）全部已發行股本及Ontrack結欠賣方之全部公司間貸
款，總代價為1,180,000,000港元（可予調整）。Ontrack為Pacific Gate Investment Limited之控股
公司，而Pacific Gate Investment Limited之主要資產為一幅位於香港灣仔道232號之地塊（地盤
面積約為5,798平方呎）。是項收購經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
會上批准後，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完成。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
月二十五日之通函內。

經調整代價約1,179,883,000港元於完成時以現金結付。由於是項收購並不符合業務合併之定
義，故是項交易已入賬列作收購資產。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並不構成一項業務。是項交
易已入賬列作於本集團之日常物業投資業務過程中收購投資物業。

於收購日期確認之所收購可識別資產及負債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所收購資產淨值
投資物業 1,179,773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30
其他應付款項 (120) 

資產淨值 1,179,883
 

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所收購現金及現金等額結餘 –
已付代價 1,179,883 

1,17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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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中期期間內有下列關連人士交
易：

(a)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對一間由陳博士擔任董事及主要
管理人員之關連公司產生應歸利息開支2,645,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418,000港元）。

(b)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就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應付陳博士之利
息為34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797,000港元）。

(c)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對最終控股公司產生利息1,155,000
港元。

(d)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計入僱員福利開支之主要管理人員報酬包括下列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短期僱員福利 5,877 6,817
離職後福利 231 251  

6,108 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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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報告日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本集團與A Glory Communications Limited（「A Glory」）訂立一
份買賣協議（「買賣協議」），出售Wealth Plus Developments Limited（「Wealth Plus」）已發行股
本之50%及Wealth Plus結欠本集團之股東貸款。Wealth Plus為由本集團及A Glory各自持有50%
權益之合營企業。Wealth Plus之唯一全資附屬公司上海海錦房地產有限公司（「海錦」）擁有
位於中國上海楊浦區之「紫荊廣場」。

根據買賣協議，代價金額預期約為1,308,000,000港元，可因應於完成日期（即二零一八年四月
二十日）營業時間結束時之海錦銀行貸款（包括當時累計未付之利息）金額調整。代價應以現
金結清，而為數130,800,000港元之訂金已於買賣協議日期由A Glory支付予本集團。出售事項
構成本公司一項非常重大出售交易，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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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經營業績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收益由去年中期期間之
410,850,000港元（經重列）減少約50%至205,527,000港元。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i)鑽石
打磨業務自二零一七年五月起中止；及(ii)再無來自出售一項投資物業3個樓層之一次性
收益約133,500,000港元所致。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71,650,000港元，
而去年中期期間之溢利則為9,571,000港元。溢利大增之主因在源於本集團主要因合營
企業所持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而錄得應佔合營企業溢利約74,377,000港元。於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為1.05港仙（二零一六年：0.14港仙）。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珠寶首飾貿易及鑽石業務之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之275,383,000港元減少約70,010,000港元或25.4%至二零一七年同期之
205,373,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暫停鑽石打磨業務所致。儘管美國消費者信心漸見回升，
惟奢侈品市場仍需更長時間方能全面復蘇。英國及歐洲市場則繼續偏軟。即使回顧期
內之環境充滿挑戰，本集團珠寶業務仍然錄得穩定收益，使本分部錄得不俗業績。本集
團將繼續實行產品多元化之業務策略，加強營銷，務求提高於珠寶業之市場佔有率。

物業投資方面，本集團已完成收購Ontrack Venture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
股本及待售貸款，總代價約為1,180,000,000港元。Ontrack Ventures Limited及其附屬公
司持有一幅位於香港灣仔道232號之地塊。該地塊乃一幅清理妥當之地盤，地盤面積約
為5,798平方呎。本集團擬將該地塊重建為一棟約25層高、總樓面面積約為86,970平方呎
之高級寫字樓及零售綜合樓宇，持有作長期租賃投資用途。地基工程將於二零一八年
中動工，而樓宇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第二季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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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物業市場復甦，董事會認為此乃本集團將其投資變現之良機。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八
年一月二十二日訂立一份買賣協議，出售Wealth Plus Developments Limited（「Wealth 
Plus」）已發行股本之50%。Wealth Plus為本集團擁有50%權益之合營企業，透過其附屬
公司持有上海楊浦區名為「紫荊廣場」之11層高購物商場。出售代價約為1,308,000,000
港元（可予調整），本集團已收取訂金130,800,000港元。此項交易預期將於二零一八年
四月二十日完成。出售所得款項將令本集團得以削減借貸及改善營運資金狀況，迎接
未來可能湧現之機遇。

採礦業務方面，紅莊金礦之採礦業務規模極微。元嶺礦區之前報告之所有黃金資源已
經開採耗竭。重探舊礦井及開發新礦井之可行性研究等活動正在進行。與此同時，本公
司正在審視元嶺礦區東北部之第二期勘探結果。

展望

二零一八年，我們預料消費者需求將維持疲軟，直至第二及第三季為止。預期鑽石與珠
寶行業將經歷進一步整合，而若干市場分部將面對重大困難及挑戰。本集團將繼續向
客戶提供最佳產品及服務，從而鞏固其市場地位。鑑於市場環境急劇變化，我們亦推行
新業務策略及項目，讓我們可於不久將來發掘新機會及市場。期內，董事會一直致力與
策略性夥伴合作探求新商機，以期令本集團業務更多元化。因此，本集團已與一名夥
伴成立一間合營企業，以收購Joint Able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51%股本權益。Joint Able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品牌時尚珠寶之零售及買賣。我們的管理層將繼續積極
物色潛在商機，冀能為本公司及其股東帶來更佳回報及價值。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六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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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債項淨額除以權益總額加
債項淨額計算）為0.35（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零）。債項淨額按銀行借貸及其他借貸
總和減現金及現金等額計算。現金及現金等額為95,867,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374,648,000港元），主要以港元、美元、人民幣及英鎊計值。銀行貸款為661,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19,000,000港元），主要以港元計值。其他借貸涉及應
付關連公司款項以及控股股東及最終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為數約491,400,000港元（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87,218,000港元）。銀行貸款以本集團投資物業、若干租賃土地及
樓宇以及土地使用權之第一法定押記作抵押，並以本集團簽立之公司擔保作出擔保。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額減少及借貸增加，主要是由於
收購一幅位於香港灣仔道232號之地塊所致。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賬面淨值為1,243,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51,236,000港元）之投資物業、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以及土地使用權已抵押
予若干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授一般銀行信貸融資之擔保。

或然負債

本公司就借予其附屬公司之銀行貸款提供661,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19,000,000港元）之擔保。本公司亦就其一間合營企業之附屬公司獲授之有期貸款信
貸融資向一間銀行提供人民幣356,564,000元（相等於約428,126,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人民幣358,425,000元（相等於約412,763,000港元））之擔保。根據有關擔
保，倘銀行未能收回有關貸款，則本公司須承擔向銀行還款之責任。於報告日期，由於
董事認為該等貸款出現未能償還之機會不大，故並無就本公司於擔保合約下之責任作
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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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本集團借貸全部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港元借貸之利息參照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或最優
惠利率釐定，而人民幣借貸之利息則參照中國人民銀行之貸款基準利率釐定。本集團
亦採用遠期外匯合約以儘量減低因英鎊匯率波動而產生之匯率風險。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資本結構並無任何變動。鑒於本集團目前之財務
狀況，在並無出現不可預見之情況下，管理層預期無需改變資本結構。

於一間合營公司之投資

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Top Grace International Limited（「Top Grace」）與一名合營企
業夥伴（「合營夥伴」）就成立一間公司（「合營公司」）訂立一份合營協議。Top Grace及
合營夥伴各自擁有合營公司已發行股本之50%。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九日，合營公司訂立一份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購Joint Able Limited
（「Joint Able」）及其附屬公司之51%股本權益，總代價為40,000,000港元（「代價」）。
Joint Able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在香港從事品牌時尚珠寶之零售及買賣。合營
夥伴及Top Grace各自須出資20,000,000港元（即代價之50%），相當於彼等各自擁有合
營公司股份之權益。合營公司獲提供溢利保證，由完成起計之五年期內，Joint Able須達
至目標純利合共58,500,000港元。

須予公佈交易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買賣協議（「Ontrack
協議」），內容有關收購Ontrack Venture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主要資產為一幅位於香
港灣仔道232號之地塊）全部股本權益，總代價為1,180,000,000港元，可按照Ontrack協
議之條款作出若干調整（「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非常
重大收購，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大會上以股數表決方式獲得批
准。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完成。收購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之公告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之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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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資產

期內，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出售位於中國之兩項住宅物業，代價為人民幣
2,400,000元（相當於約2,882,000港元），出售收益約人民幣1,851,000元（相當於約
2,222,000港元）已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內確認。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本集團與A Glory Communications Limited（「A Glory」）訂
立一份買賣協議（「Wealth Plus協議」），出售Wealth Plus Developments Limited（「Wealth 
Plus」）已發行股本之50%及Wealth Plus結欠本集團之股東貸款（「出售事項」）。Wealth 
Plus為由本集團及A Glory各自持有50%權益之合營企業。Wealth Plus之唯一全資附屬公
司上海海錦房地產有限公司擁有位於中國上海楊浦區之「紫荊廣場」。根據Wealth Plus
協議，代價金額預期約為1,308,000,000港元（可予調整）。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非
常重大出售交易，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之公告及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26。

控股股東、最終控股公司及關連公司提供之墊款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本公司（作為借款人）與陳聖澤博士（「陳博士」，作為貸款
人）訂立一份貸款協議，內容有關為數50,000,000港元之貸款信貸融資。該等貸款為無
抵押、按年利率1.5%計息及須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六日償還。根據另一份貸款協議，亦
由陳博士墊付人民幣4,000,000元（相等於約4,803,000港元），該貸款為無抵押、免息及
須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償還。進一步詳情載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8。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本公司（作為借款人）與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Tamar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作為貸款人）訂立一份貸款協議，內容有關為數350,000,000
港元之貸款信貸融資。該等貸款為無抵押、按年利率1.5%計息及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
二十四日償還。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未償還陳博士為主要管理人員╱最終實益擁
有人之公司之本金額合共為93,710,000港元。該等貸款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一至三年
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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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人數、薪酬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693名（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828
名）僱員，當中大部分位於中國。本集團主要按業內一般慣例釐定僱員薪酬。本公司已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可向合資格人士（包括董
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向其若干董事授出120,000,000份購股權，行
使價為每股0.138港元或0.121港元或0.245港元或0.149港元，惟須受本公司購股權計劃
之條款規限。自授出購股權以來，10,000,000份購股權已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內獲行使。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已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如下：

購股權數目

承授人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於二零一七年
七月一日之

結餘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日╱月╱年） （港元）

陳偉立先生 19/06/2014 19/06/2014 – 
18/06/2024

0.138 10,000,000 – – 10,000,000

07/07/2015 07/07/2015 – 
06/07/2025

0.245 10,000,000 – – 10,000,000

03/11/2016 03/11/2016 – 
02/11/2026

0.149 10,000,000 – – 10,000,000

陳慧琪女士 19/06/2014 19/06/2014 – 
18/06/2024

0.138 10,000,000 – – 10,000,000

07/07/2015 07/07/2015 – 
06/07/2025

0.245 10,000,000 – – 10,000,000

03/11/2016 03/11/2016 – 
02/11/2026

0.149 10,000,000 – – 10,000,000

任達榮先生 07/07/2015 07/07/2015 – 
06/07/2025

0.245 10,000,000 – – 10,000,000

03/11/2016 03/11/2016 – 
02/11/2026

0.149 10,000,000 – – 10,000,000



33

購股權數目

承授人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於二零一七年
七月一日之

結餘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日╱月╱年） （港元）

黃君挺先生 25/07/2014 25/07/2014-
24/07/2024

0.121 10,000,000 – – 10,000,000

07/07/2015 07/07/2015 – 
06/07/2025

0.245 10,000,000 – – 10,000,000

03/11/2016 03/11/2016 – 
02/11/2026

0.149 10,000,000 – – 10,000,000

    

110,000,000 – – 110,000,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起始或結束時，該計劃
下並無其他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期內任何時間亦無授出、行使或註銷其他購股權或有
其他購股權失效。

金融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採取保守策略進行金融風險管理，而其承受之市場風險被控制在最低水平。除
英國之附屬公司外，本集團所有交易及借貸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期內，本
集團訂有若干遠期外匯合約以減低因英鎊匯率波動而產生之匯率風險。管理層將持續
監控因英鎊及近期人民幣波動而產生之外匯風險，並於必要時採取適當措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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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三百五十二
條存置之登記名冊內記錄，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十五部所界定者）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短倉，或根據上市發
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載列如下：

董事姓名
本公司之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相關權益 總計

陳聖澤 – 5,063,395,220 
（附註1）

– 5,063,395,220 74.12%

鄭小燕 – 5,063,395,220 
（附註1）

– 5,063,395,220 74.12%

陳炳權 200,000 – – 200,000 0.003%

陳偉立 2,700,000 – 30,000,000 
（附註2）

32,700,000 0.48%

陳慧琪 – – 30,000,000 
（附註2）

30,000,000 0.44%

任達榮 2,400,000 – 20,000,000 
（附註2）

22,400,000 0.33%

黃君挺 – – 30,000,000 
（附註2）

30,000,000 0.44%

附註：

1. 該等權益由陳博士、鄭小燕女士及陳偉立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Tamar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
持有。

2. 該等權益指董事獲授之購股權涉及之本公司相關股份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日期，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記入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
三百五十二條存置之登記名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個
人、公司或其他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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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陳博士及鄭小燕女士（彼等之權益載列於上文「董事
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短倉」一節）外，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三十六
條所記錄，概無任何人士已登記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

上市規則第13.20條及第13.22條有關向聯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之持續披露規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0條及第13.22條之披露責任，本集團提供之財務資助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仍然存在。財務資助合共相當於上市規則第14.07(1)條所界定之資產比
率約32.9%。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財務資助之金額載列如下：

實體名稱
本集團持有之

應佔權益
股東貸款或

墊款 公司擔保 財務資助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Wealth Plus Developments Limited
（「Wealth Plus」）及其附屬公司

50% 676,140,000 
（附註1）

428,126,000 
（附註2）

1,104,266,000

RETA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
（「Reta」）及其附屬公司

50% 14,500,000
（附註3）

– 14,500,000

附註：

1. 股東貸款或墊款已用作發展及完成位於中國上海市楊浦區之購物商場「紫荊廣場」之建築及
相關開支。尚未償還之股東貸款或墊款為免息、無抵押及無固定還款期。

2. 本公司就借予Wealth Plus旗下一間附屬公司之定期貸款向一間銀行提供合共人民幣356,564,000
元（相等於約428,126,000港元）之擔保。擔保期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之首次提取日期
起計為期三年。

3. 期內，本集團投資於Reta之50%股本權益，而Reta則擁有Joint Able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之51%
股本權益，Joint Able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在香港從事品牌時尚珠寶之零售
及買賣。該貸款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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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22條之規定，根據其可得的最新財務報告，合營企業之合併未經審
核財務狀況表及本集團在該等聯屬公司中應佔之權益載列如下：

合併未經審核
財務狀況表 本集團應佔之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3,018,960 1,499,796
流動資產 119,125 47,256
流動負債 (948,136) (461,290)
非流動負債 (1,602,887) (794,199)  

資產淨值 587,062 291,563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載之所有守
則條文，並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遵守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以
下偏離情況除外：

1. 守則條文A.2.1

守則條文A.2.1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期內，陳偉立先生（「陳偉立先生」）為董事會主席。陳偉立先生負責監督本集團之
發展方向，並同時領導董事會。彼確保董事會能夠有效地運作及履行職責，並及時
就所有重要及適當事宜進行討論。陳偉立先生亦負責確保全體董事知悉有關董事
會會議上討論之事宜，並確保全體董事及時接收足夠及完備可靠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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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立先生之母親鄭小燕女士為本公司董事總經理，負責本集團之日常管理及市
場推廣業務。

雖然本公司未有設立行政總裁一職，惟董事會認為現行之職責分工已足夠，足以
確保權力及授權取得平衡。

2. 守則條文A.4.1

守則條文A.4.1訂明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一百一十五(A)條及第一百一十五(D)條最少每三年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
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一次及膺選連任。由於非執行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席退任
一次及膺選連任，故董事會認為偏離守則條文A.4.1之情況不算嚴重。

3. 守則條文C.2.5

守則條文C.2.5訂明發行人應設立內部審核功能。沒有內部審核功能之發行人須每
年檢討是否需要增設此項功能，並披露為何沒有這項功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設立內部審核功能。經計
及本集團營運之規模及複雜程度，本公司認為現行組織架構及管理層緊密監察可
為本集團提供足夠之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董事會轄下之審核委員會定期檢討本
集團內部監控系統及風險管理之成效。董事會將每年檢討是否需要設立內部審核
功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符合守則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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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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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
查詢，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列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基準以及本集團之財務監控、風險管理及
內部監控系統進行商討，並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告已獲審核委員會批准。

代表董事會
恒和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偉立

香港，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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