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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業績

景福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集團」）之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虧損為港幣二千六百八十八萬元。

集團業績摘要

二零零三年度集團經審核之綜合業績與上年度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之財政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566,785 765,367
銷售成本 (448,940) (661,824)

毛利 117,845 103,543
其他經營收益 5,483 7,254
分銷及推銷成本 (89,761) (90,720)
行政開支 (33,795) (27,654)
非買賣投資減值 (20,227) —
其他經營開支 (859) (857)

扣除融資成本前之經營虧損 3 (21,314) (8,434)
融資成本 (5,502) (7,924)

經營虧損 (26,816) (16,358)
應佔溢利／（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96 —
　聯營公司 — (297)

除稅前虧損 (26,720) (16,655)
稅項 4 (161) 578

除稅後虧損 (26,881) (16,077)
少數股東權益 1 13

股東應佔虧損 (26,880) (16,064)

股息 — —

每股虧損 5 （6.2仙） （3.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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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會計政策

於本年度，集團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該等會計實務準則於二

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 ： 財務報表之呈報

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經修訂）： 外幣換算

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 現金流量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經修訂）： 僱員福利

除了呈報上之變動外，採納此等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上年度之賬目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集團主要從事黃金首飾、珠寶、鐘錶及禮品零售，金條買賣，證券經紀及鑽石批發。

a. 第一報告方式 — 業務分部資料

集團之三項主要業務環節：

1. 零售及金條買賣

2. 證券經紀

3. 鑽石批發

零售及

金條買賣 證券經紀 鑽石批發 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545,745 4,804 16,236 566,785

分部業績 21,796 (2,368) 1,514 20,942

未分配業績 (42,256)

扣除融資成本前之

　經營虧損 (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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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及

金條買賣 證券經紀 鑽石批發 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742,489 8,084 14,794 765,367

分部業績 8,695 (3,476) 641 5,860

未分配業績 (14,294)

扣除融資成本前之

　經營虧損 (8,434)

b. 第二報告方式  —  地區分部資料

集團超過百分之九十之營業額、業績、資產及負債均來自本地之業務。

3. 扣除融資成本前之經營虧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扣除融資成本前之經營虧損

　已包括及扣除下列收支賬項：

收入

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1,344 1,371

利息收入 756 1,836

出售附屬公司溢利 — 646

出售持至到期日之證券之溢利 — 164

買賣上市投資已變現及

　未變現之淨溢利 — 108

租金收入減支出

　—  自置土地及房屋 519 454

　—  分租租約 1,689 1,150

支出

商譽攤銷 50 —

銷貨成本 446,676 648,046

固定資產折舊 4,918 5,880

固定資產減值損失 — 738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583 104

買賣上市投資已變現及

　未變現之淨虧損 44 —



4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以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百分之十六計算。由於集團上年度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

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在綜合損益表支銷／（貸記）之稅項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利得稅 161 —

上年度撥備超額 — (578)

161 (578)

5.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乃根據集團本年度股東應佔虧損港幣二千六百八十八萬元（二零零二年：港幣一千六百零六萬四千元）

及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四億三千五百零七萬一千六百五十股（二零零二年：四億三千五百零七萬一千六百五

十股）計算。

股息

董事會已宣佈不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無）及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二年：  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集團之整體營業額與上年度比較下跌百分之二
十六，主要是由於金條批發買賣營業額之減少。集團之金條批發買賣營業額下跌至港幣
三千萬元，主要是由於集團將黃金提煉及其相關之金條買賣業務轉移至內地之合營公司
經營所致。此間位於內地之合營公司已成功地完成其機械提煉之基本測試，並開始為集
團作出貢獻。

雖則本地消費意慾仍然疲弱，在有效之市場策略帶動下，集團之金飾、珠寶、鐘錶及禮
品零售之營業額錄得輕微增長百分之二點九至港幣五億一千六百萬元。由於香港股票市
場持續成交疏落，證券經紀部之收益下跌百分之四十點六。

集團錄得之綜合經營虧損淨額為港幣二千六百八十一萬六千元。扣除非買賣投資減值損
失之後，本年度之經營虧損淨額為港幣六百五十八萬九千元。集團之業績略有改善，主
要是由於零售業務之營業額及其相關毛利均有增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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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為港幣五億八千三百萬元
及港幣一億五千五百萬元，銀行存款及現金為港幣二千六百萬元，而無抵押之銀行貸款
及透支則為港幣一億四千萬元。

基於集團之借款總額為港幣一億七千三百萬元及股東權益為港幣四億三千九百萬元，整
體之借款與資本比率維持於百分之三十九點四之健康水平。

僱員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合共約有二百三十名僱員。僱員之薪酬乃按工作性質
而釐訂，僱員更可按表現獲得花紅以為獎勵。

展望

由於非典型肺炎之影響及不利之經濟因素仍然存在，譬如本地失業率持續高企及企業減
薪情況普遍化等，預料本地零售業仍會沉寂一段日子。

集團將加強積極推銷「how」品牌之珠寶，以迎合年輕一族顧客之需求，並計劃於來年開辦
多兩間以「how」品牌為主之概念零售店。管理層並將繼續提供更多職員培訓計劃，以維持
高質素之顧客服務。

集團現已分別於北京及杭州兩地各自開辦了三間特許經營零售店，並計劃於山東省及浙
江省再開辦兩間特許經營零售店。管理層並考慮將集團業務多元化，希望能藉此增加其
穩定之收益。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公佈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規定而須載列之財務及其他有關資料，將
於適當時間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內公佈。

承董事會命
楊秉樑
主席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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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常會通告

敬啟者：本公司定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正假座九龍彌敦道一
三零號美麗華酒店頂樓宴會廳舉行股東週年常會，商議下列事項：

（一）省覽及通過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審核賬目，董事會及核數師報告
書。

（二）選舉董事及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三）聘請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釐定核數師酬金。

（四）作為特別事項，考慮及酌情通過下列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在本決議案第(c)段之規限下，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會於有關期間行使
本公司一切權力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之額外股份，並作出或授予可
能須行使此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認購權；

(b) 本決議案第(a)段之批准將授權本公司董事會於有關期間作出或授予可能須於有關
期間結束以後行使此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認購權；

(c) 本公司董事會根據本決議案第(a)段之批准所配發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配發  （不
論根據認購權或其他形式而配發）之股本面值總額  （惟根據供股或以股代息計劃
除外）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期之已發行股份總面值百分之二十；及

(d)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日期至下列日期  （取其較早者）止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常會結束時；

(ii)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常會之期限
屆滿時；及

(iii)透過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之日；及

「供股」乃指本公司董事會在指定期間內，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之股份持有人按其當時持股比例提出售股建議  （惟本公司董事會可能會就零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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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或由於香港以外任何地區之法例或任何認可管制機構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規
定而產生之限制或責任作出視為必須或適宜之豁免或其他安排）。」

承董事會命
秘書

張潔文
謹啟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一日

註冊辦事處：

香港德輔道中30－32號
景福大廈九樓

附註：

每位股東均有權委任不超過兩位代表（結算所或其代理人之股東則可委任超過兩位代表）
出席及投票，代表人不須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如委派代表，必須填妥委派代表書，並連
同有關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指如有而言）或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副本於開會四十八
小時前送達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登記，方為有效。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