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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列位股東
13–15, avenue de la Liberté

L-1931 Luxembourg

Luxembourg

認可法定核數師報告

年度賬目審計報告

意見

我們已審計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貴公司」）的年度賬目，此年度賬目包括於2019年12月31

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賬，以及年度賬目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
概要。

我們認為，隨附的年度賬目已根據與年度賬目擬備及呈列有關的盧森堡法律及監管規定真
實中肯地呈列貴公司於2019年12月31日的財務狀況，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經營業績。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2016年7月23日有關審計專業的法律（「2016年7月23日法律」）及盧森堡金融規管當
局(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CSSF」）就盧森堡採納的《國際審計準則》
（「ISA」）進行審計。我們在2016年7月23日法律及ISA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認可法定核數
師（「Réviseur d’Entreprises agréé」）就審計年度賬目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
CSSF就盧森堡採納的國際會計師職業道德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IESBA

守則」）以及與我們審計年度賬目相關的專業道德規定，我們亦獨立於貴公司，並已履行於
該等職業道德要求下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及適
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是根據我們的專業判斷，認為對本期間年度賬目的審計最為重要的事項。這
些事項是在審計整體年度賬目及出具意見時進行處理的。我們不會對這些事項提供單獨的
意見。

我們確定並無任何關鍵審計事項須於本報告內作出溝通。



835473 \ (Samsonite) \ 14/04/2020 \ M04 / Size (210x297)

— 3 —

其他信息

董事會須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刊載於年報內的信息（包括管理層報告），但不包
括年度賬目及認可法定核數師報告。

我們對年度賬目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
結論。

結合我們對年度賬目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
否與年度賬目或我們在審計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
情況。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須報告該
事實。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報告。

董事會及管治層就年度賬目須承擔的責任

董事會負責根據與年度賬目擬備及呈列有關的盧森堡法律及監管規定擬備此等中肯的年度
賬目，並負責董事會決定為必要的內部控制，為使年度賬目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
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在擬備年度賬目時，董事會負責評估貴公司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的情況下披露與持
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以及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董事會有意將貴公司清盤或停止
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管治層負責履行監督貴公司的財務報告過程的責任。

認可法定核數師（「Réviseur d’Entreprises agréé」）就審計年度賬目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審計目標是對年度賬目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
合理保證，並出具包括我們意見的「認可法定核數師」報告。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
不能保證按照2016年7月23日法律及CSSF就盧森堡採納的ISA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
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匯總起
來可能影響年度賬目使用者倚賴年度賬目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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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據2016年7月23日法律及CSSF就盧森堡所採納的ISA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
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年度賬目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
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得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
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
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
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貴公司內部控制
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董事會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其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資料的合理性。

— 對董事會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
是否存在與事項或情況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對貴公司持續經營能力產生
重大疑慮。如果我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認可法定核數師(Réviseur 

d’Entreprises agréé)」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年度賬目中的相關披露。假若有關的披露
資料不足，則我們須出具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我們的結論是基於「認可法定核數師
(Réviseur d’Entreprises agréé)」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
導致貴公司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年度賬目的整體呈列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資料，以及年度賬目是否中肯
反映交易和事項。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管治層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
我們在審計中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我們還向管治層提交聲明，說明我們已符合有關獨立性的相關專業道德要求，並與他們溝
通有可能合理地被認為會影響我們獨立性的所有關係和其他事項，以及在適用的情況下，
相關的防範措施。

從與管治層溝通的事項中，我們決定哪些事項對本期間年度賬目的審計最為重要，因而構成
關鍵審計事項。我們會在報告中描述這些事項，除非法律法規不允許公開披露這些事項，
或在極端罕見的情況下，如果合理預期在我們報告中溝通某事項而造成的負面後果超過產
生的公眾利益，我們決定不應在報告中溝通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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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其他法律及監管規定的報告

管理層報告與年度賬目一致，並根據適用法律要求編製。

盧森堡，2020年3月18日

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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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A.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13–15, avenue de la Liberté, L-1931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159.469

（「本公司」）

致本公司股東有關本公司
自2019年1月1日起至

2019年12月31日止期間的
法定年度賬目（獨立年度賬目）的

董事會報告

2020年3月18日

各位股東台鑒：

我們欣然向閣下提呈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本財政年度」）
的法定年度賬目（獨立年度賬目），即本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損益賬及附註。

本財政年度末，本公司的股本為14,325,697.71美元，而本公司的法定股本（包括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為35,000,000美元，分為3,500,000,000股每股面值為0.01美元的股份。

本財政年度末，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分為1,432,569,771股每股面值為0.01美元的股份，全部均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本公司營運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在全球從事設計、製造、採購及分銷行李箱、商務包
及電腦包、戶外包及休閒包、旅遊配件以及個人電子設備纖薄保護殼，旗下經營的品牌主
要包括新秀麗®、Tumi ®、American Tourister ®、Speck ®、Gregory ®、High Sierra ®、Kamiliant ®、
eBags ®、Lipault ®及Hartmann ®品牌以及其他自有及獲授權的品牌。

發行於2026年到期的350.0百萬歐元年利率3.500%之優先票據

於2018年4月25日（「發行日」），本公司間接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Samsonite Finco S.à r.l.（「發行
人」）發行於2026年到期本金總額為350.0百萬歐元年利率3.500%之優先票據（「優先票據」）。
優先票據乃根據發行人、本公司及其若干直接或間接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統稱
為「擔保人」）之間所訂立日期為發行日的契約（「契約」）而按面值發行。

優先票據由本公司及其他擔保人按優先次級基準提供擔保。

契約包含多個可限制本公司進行（其中包括）下述事項的能力的慣常負面契諾（若干例外情
況除外）：(i)舉借或擔保額外負債；(ii)作出投資或其他受限制支付；(iii)設定留置權；(iv)出
售資產及附屬公司股權；(v)派付股息或作出其他分配，或者購回或贖回本公司的股本或次
級債務；(vi)與聯屬公司進行若干交易；(vii)訂立限制附屬公司派付股息或限制償付公司間
貸款和放款的協議；及(viii)進行合併或整合。契約亦包含關於違約事件的若干慣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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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A.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13–15, avenue de la Liberté, L-1931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159.469

（「本公司」）

經修訂及重述的優先信貸融通協議

於2016年5月13日，本公司間接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與若干貸款人及財務機構訂立信貸及擔
保協議（「原優先信貸融通協議」）。於2016年8月1日，本公司作為循環借款人加入原優先信
貸融通協議。原優先信貸融通協議就下述融通作出規定：(1)一筆為數1,250.0百萬美元的優
先有抵押A定期貸款融通（「原A定期貸款融通」）、(2)一筆為數675.0百萬美元的優先有抵押B

定期貸款融通（「原B定期貸款融通」，連同原A定期貸款融通統稱「原定期貸款融通」）及(3)一
筆為數500.0百萬美元的循環信貸融通（「原循環信貸融通」，連同原定期貸款融通統稱「原優
先信貸融通」）。

發售優先票據的同時，於2018年4月25日，本公司及其若干間接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
借款人及擔保人）及本公司其他直接與間接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擔保人）與若干貸款人
及財務機構訂立經修訂及重述的信貸及擔保協議（「信貸協議」）。信貸協議就下述融通作出
規定：(1)一筆為數828.0百萬美元的新優先有抵押A定期貸款融通（「新A定期貸款融通」）、(2)

一筆為數665.0百萬美元的新優先有抵押B定期貸款融通（「新B定期貸款融通」，連同新A定期
貸款融通統稱「新定期貸款信貸融通」）及(3)一筆為數650.0百萬美元的新循環信貸融通（「新
循環信貸融通」，連同新定期貸款信貸融通統稱「新優先信貸融通」）。

於2018年4月25日（「完成日」），新優先信貸融通下支取的所得款項總額連同發售優先票據的
所得款項總額及現有的手頭現金已用於(i)悉數償還原優先信貸融通以及(ii)支付與再融資相
關的若干佣金、費用及開支。

借款人於新優先信貸融通項下的債項由本公司及本公司若干現時直接或間接持有的受限
制重大全資附屬公司（「信貸融通擔保人」）無條件作出擔保。所有新優先信貸融通項下的債
項以及該等債項的擔保，均以本公司、其他借款人及信貸融通擔保人的絕大部分資產作抵
押（若干例外情況除外）。本公司授出的抵押包括(a)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Samsonite Sub 

Holdings S.à r.l.的股份(parts sociales )、(b)本公司的應收款項及(c)本公司擁有或將會擁有與本
公司銀行賬戶有關的所有現有及未來資產、權利及索償。新優先信貸融通包含多個可限制
本公司進行（其中包括）以下事項的能力的慣常負面契諾（若干例外情況除外）：(i)舉借額外
負債；(ii)就其股本支付股息或作出分派或贖回、回購或償付其股本或其他負債；(iii)作出投
資、貸款及收購；(iv)與其聯屬公司進行交易；(v)出售資產（包括其附屬公司的股本）；(vi)整
合或合併；(vii)重大改變其現行業務；(viii)設定留置權；及(ix)提前償還或修訂任何次級債
務或後償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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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A.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13–15, avenue de la Liberté, L-1931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159.469

（「本公司」）

新優先信貸融通亦包含於綜合入賬時適用於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的若干財務契諾。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符合該等財務契諾。

於2019年3月29日，本公司及其若干間接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借款人）與信貸協議的各
貸款人訂立經HSBC Bank USA, National Association（作為新A定期貸款兼循環貸款管理代理）
及BANK OF AMERICA, N.A.（作為新B定期貸款管理代理）確認的信貸協議之修訂協議（「信貸
協議之第一份修訂協議」），信貸協議之第一份修訂協議中載列的修訂處理(i)根據《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入賬租賃導致的若干變化，以維持訂約方訂立信貸協議的原有意向；(ii)負
面契諾的靈活性，以促進若干現金池安排；及(iii)就本公司一間間接附屬公司擬進行的潛在
融資交易額外提高負面契諾的靈活性。

於2020年3月16日（「2020年再融資完成日」），本公司及其若干直接與間接持有的全資附屬公
司與若干貸款人及財務機構訂立信貸協議第二份修訂協議（「信貸協議之第二份修訂協議」）
（「2020年再融資」）。根據2020年再融資的條款，信貸協議之第二份修訂協議就下述融通作
出規定：(1)一筆為數800.0百萬美元的經修訂優先有抵押A定期貸款融通（「經修訂A定期貸款
融通」）及(2)一筆為數850.0百萬美元的經修訂循環信貸融通（「經修訂循環信貸融通」）。根據
信貸協議之第二份修訂協議，經修訂A定期貸款融通及經修訂循環信貸融通的到期日均獲
延長約兩年，該兩項融通的餘額將於2020年再融資完成日的第五個週年日到期全數償清。
經修訂A定期貸款融通及經修訂循環信貸融通項下的借款利息於2020年再融資完成日起開始
計息。

2020年再融資不影響B定期貸款融通的條款。

現金池協議

於2019年11月21日，本公司與J.P. Morgan Bank Luxembourg S.A.（「JPM」）訂立現金池遵循協議
（「遵循協議」），據此，本公司作為「客戶」受JPM與Samsonite IP Holdings S.à r.l.（本公司全資附
屬公司）於2019年11月21日訂立的現金池協議（「現金池協議」）約束。根據現金池協議條款規
定的安排，本集團於JPM所開立計息銀行賬戶的餘額，連同本公司其他亦為現金池協議「客
戶」的若干附屬公司於JPM所開立銀行賬戶的餘額，共同組成資金「名義現金池」（「名義現金
池」）。現金池協議允許包括本公司在內的客戶自JPM獲取短期透支借款，金額至多為名義
現金池內所有賬戶的淨餘額總和（計及因本公司或其他「客戶」已提取透支融通而存在的負
餘額）。本公司須共同及個別就作為「客戶」參與現金池協議的各附屬公司的責任負責。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根據現金池協議提取JPM的透支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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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A.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13–15, avenue de la Liberté, L-1931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159.469

（「本公司」）

股份獎勵計劃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於2019年3月13日修訂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定義見下文），該修訂
獲本公司於2019年6月6日舉行的股東大會批准。上述股東大會亦向董事會授出一般授權，
以就總數不超過8,534,685股新股份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受限制股份單
位」）獎勵。

於下文所述日期本公司所授出的購股權及受限制股份單位獲行使後，根據本公司股東於2012

年9月14日採納的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經不時修訂，「股份獎勵計劃」）規則，於本財政年度
期間已發行下文所述數目的新普通股：

— 於2013年1月8日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後：於本財政年度期間發行222,676股普通股；

— 於2018年10月11日授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歸屬後：於本財政年度期間發行1,252,461股普
通股；及

— 於2018年12月4日授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歸屬後：於本財政年度期間發行154,254股普通
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的規則，本公司向本公司一名執行董事、本
公司附屬公司若干主要管理人員及其他僱員授出購股權及受限制股份單位如下：

於2019年6月17日，本公司授出可行使以認購10,462,500股普通股的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
16.04港元。於2019年11月22日，本公司授出可行使以認購170,712股普通股的購股權，行使
價為每股16.62港元。該等購股權須於授出日起四年期內按比例歸屬，當中25%的購股權於
授出日的各個週年日歸屬，惟承授人須於適用歸屬日仍持續受聘於本集團或持續向本集團
提供服務。該等購股權的年期為10年。

於2019年6月17日，本公司授出涉及4,074,414股股份的時間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時間掛鈎
受限制股份單位」）。於2019年11月22日，本公司授出涉及108,144股股份的時間掛鈎受限制
股份單位。該等時間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須於三年期間內按比例歸屬，即三分之一的上述
時間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將於每個授出日的週年日歸屬，惟承授人須於適用歸屬日仍持續
受聘於本集團或持續向本集團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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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A.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13–15, avenue de la Liberté, L-1931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159.469

（「本公司」）

於2019年6月17日，本公司授出涉及1,455,327股目標股份的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績效
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假設達到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所適用的表現條件目標水平）。
表現目標覆蓋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根據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歸屬
的實際股份數目視乎向相關承授人授出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所適用的表現條件達成程
度而有所不同，從而確保實際支付與本公司表現掛鈎。於2019年6月17日授出的績效掛鈎受
限制股份單位涉及的最高股份數目為2,910,654股股份。於2019年6月17日授出的績效掛鈎受
限制股份單位將於授出日的第三個週年日歸屬，惟以表現條件達成為前提，且有關承授人
須於歸屬日仍持續受聘於本集團或持續向本集團提供服務。

於本財政年度期間，本公司並無動用本公司直接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Samsonite Sub Holdings 

S.à r.l.於2014年9月16日向本公司授出本金額最多為10,000,000美元的計息綜合貸款融資。

於本財政年度期間，本公司並無進行對其本身股份的任何收購。

本公司已開設名為「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的分公司，位於香港九龍海港城港威
大廈第2座25樓。

於本財政年度期間，本公司並無從事任何研究及╱或開發活動。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可能會受到本公司集團面對的主要風險及不確定因素所影響（有關
此事宜的更多解釋，請參閱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0）。

冠狀病毒（2019冠狀病毒疫症）爆發觸發全球衛生緊急事故，對環球旅遊業造成衝擊。有關
2019冠狀病毒疫症對本公司及綜合附屬公司於2020年的綜合影響載於本公司截至2019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年報「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 其他財務資料」。

由於2019冠狀病毒疫症的規模與持續時間以及其對本公司2020年餘下時間的影響仍未明朗，
故此董事會決定不建議向股東作出2020年的現金分派。董事會擬於日後當2019冠狀病毒疫
症對本公司的暫時性影響減退時，恢復以往的慣例，建議每年向股東作出現金分派。

除上述信貸協議之第二份修訂協議外，並無其他重大期後事項影響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度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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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A.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13–15, avenue de la Liberté, L-1931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159.469

（「本公司」）

本公司於下一財政年度將繼續從事作為一家控股公司的活動。

經營業績顯示本財政年度錄得虧損2,056,690.18美元。於2019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總額為
1,951,860,442.68美元。

我們建議批准向閣下提呈的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賬目，並將2,056,690.18

美元虧損結轉至下一財政年度。

最後，我們謹此敦請閣下透過特別決議案授權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及認可法定核數師(réviseur 
d’entreprises agréé )於本財政年度期間履行其職責。

簽署：Kyle F. Gendreau

職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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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A.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於2019年12月31日
（以美元呈列）

附錄附註構成年度賬目的一部分

附註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資產
固定資產 3

　聯屬公司之股份 1,944,943,754.10 2,059,943,754.10

　其他貸款 — —

金融資產總額 1,944,943,754.10 2,059,943,754.10

固定資產總額 1,944,943,754.10 2,059,943,754.10

流動資產
　債務人 4

　　聯屬公司之欠款 4.1

　　　一年內到期及應付 229,543.97 6,009,980.88

　　　超過一年後到期及應付 — —

　　聯屬公司之欠款總額 229,543.97 6,009,980.88

　　其他債務人 4.2

　　　一年內到期及應付 185,692.57 153,552.85

　　　超過一年後到期及應付 12,768.80 12,768.80

　其他債務人總額 198,461.37 166,321.65

債務人總額 428,005.34 6,176,302.53

　銀行及手頭現金 5 6,429,885.00 11,452,002.76

流動資產總額 6,857,890.34 17,628,305.29

預付款項 58,798.24 69,752.95

資產總額 1,951,860,442.68 2,077,641,8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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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A.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續）
於2019年12月31日
（以美元呈列）

附錄附註構成年度賬目的一部分

附註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資本、儲備及負債
資本及儲備 6
　已認購股本 14,325,697.71 14,309,403.80
　股份溢價賬 289,100,326.99 288,607,874.18
　儲備
　　其他儲備（包括公允價值儲備）
　　　其他可供動用儲備 1,680,239,796.60 1,805,253,863.75

　儲備總額 1,680,239,796.60 1,805,253,863.75
　溢利或虧損結轉 (34,015,838.91) (24,805,797.50)
　財政年度溢利或虧損 (2,056,690.18) (9,210,041.41)

資本及儲備總額 1,947,593,292.21 2,074,155,302.82

撥備 7
　稅項撥備 — —
　其他撥備 962,735.26 1,105,459.58

撥備總額 962,735.26 1,105,459.58

債權人 8
　應付信貸機構款項
　　　一年內到期及應付 — —
　應付信貸機構款項總額 — —

　貿易債權人 8.1
　　　一年內到期及應付 181,289.89 158,993.53

　貿易債權人總額 181,289.89 158,993.53

　應付聯屬公司款項 8.2
　　　一年內到期及應付 2,831,043.89 1,986,448.32

　應付聯屬公司款項總額 2,831,043.89 1,986,448.32

　其他債權人 8.3
　　稅務機關 198,384.07 181,674.09
　　其他債權人
　　　一年內到期及應付 93,697.36 53,934.00

　其他債權人總額 292,081.43 235,608.09

債權人總額 3,304,415.21 2,381,049.94

資本、儲備及負債總額 1,951,860,442.68 2,077,641,8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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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A.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損益賬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以美元呈列）

附註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其他營運收入 9 3,151,458.42 4,964,150.10

原材料及消耗品以及其他外部開支 10

 其他外部開支 (2,779,942.19) (10,891,237.04)

原材料及消耗品以及其他外部開支總額 (2,779,942.19) (10,891,237.04)

員工成本 11

 工資及薪金 (172,320.62) (1,635,971.26)

 社會保障成本 (4,349.38) (1,530.94)

員工成本總額 (176,670.00) (1,637,502.20)

其他營運開支 12 (2,029,054.43) (1,939,906.98)

其他應收利息及類似收入 13

 來自聯屬公司 — 255,740.79

 其他利息及類似收入 39,977.39 759,675.96

其他應收利息及類似收入總額 39,977.39 1,015,416.75

應付利息及類似開支 14

 其他利息及類似開支 (267,265.56) (517,404.63)

應付利息及類似開支總額 (267,265.56) (517,404.63)

所得稅 15 — (83,328.40)

除稅後溢利或虧損 (2,061,496.37) (9,089,812.40)

並無計入上述項目之其他稅項 16 4,806.19 (120,229.01)

財政年度溢利或虧損 (2,056,690.18) (9,210,041.41)

附錄附註構成年度賬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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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A.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年度賬目附註
於2019年12月31日
（以美元呈列）

1. 一般資料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1年3月8日註冊成立並根據盧森堡法律組織為一
家無限期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13–15, avenue de la Liberté, L-1931 Luxembourg。本公司已向盧
森堡商業登記處註冊，註冊編號為B節159.469號。

本公司的財政年度於每年1月1日開始及於12月31日結束。

本公司的目的為以任何形式持有盧森堡及境外公司的權益及任何其他形式的投資；透
過購買、認購或任何其他方式進行的收購，以及透過出售、交換或其他方式轉讓任何
類型的證券；以及管理、控制及發展其投資組合。其可特別透過注資、認購、期權、
購買或其他方式收購所有及任何類型的可轉讓證券，並透過出售、轉讓、交換或其他
方式變現上述者。

本公司可同樣地收購、持有、出讓，以及授權使用及再授權使用各類型的知識產權，
包括但不限於各類型商標、專利、版權及牌照。本公司可作為授權人或獲授權人，並
可進行所有管理、發展及獲利於其知識產權投資組合所需或必要的業務。

本公司可向其持有直接或間接參與權益或構成與本公司同集團公司一部分的公司借出
及授出所有及任何援助、貸款、墊支或擔保。

本公司亦可在盧森堡及海外進行任何及所有與其業務有關的活動，包括但不限於設計、
製造、推廣、進口、出口、存放、分銷及出售（其中包括）行李箱、袋、旅遊及其他配件
及相關貨品，以及所有用於製造的產品及物料。

此外，本公司可進行所有及任何直接或間接與其本身公司目的或可能推動其發展或取
得成果有關的商業、工業及金融業務（包括流動及固定）。

本公司自2011年6月16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本公司於2011年12月12日於香港成立分公司。就香港法例而言，本公司自2011年4月16

日起於香港設立營業地點，並自2011年5月26日起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XI部登記註冊
為「非香港公司」。

根據1915年8月10日經修訂法律第XVII章，本公司亦編製綜合賬目，該賬目存放於商業
公司登記處並已按盧森堡法律的條文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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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A.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年度賬目附註（續）
於2019年12月31日
（以美元呈列）

2. 主要會計政策

2.1 呈列基準

年度賬目已根據盧森堡法律及監管規定，並假設持續經營及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年度賬目已根據盧森堡大公國的法律及監管規定以及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會計政
策及估值原則（根據2012年12月19日的法律制定的政策及原則（經修訂）除外）由董
事會釐定及應用。

編製年度賬目須使用若干重大會計估計，董事會亦須於應用該等會計政策的過程
中作出判斷。對假設作出任何更改將可能對更改假設期間的年度賬目造成重大影
響。董事會認為相關假設屬適當，因此年度賬目中肯地呈列其財務狀況及業績。

賬冊及紀錄乃以美元呈列且年度賬目已根據下文所述的估值規則及會計政策編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與「稅項撥備」項目有關的101,761.03美元金額已
重新分類至「其他債權人」，確保與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數字具有可
比性。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與「其他貸款」項目有關的53,934.00美元金額已重
新分類至「其他債務人」，確保與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數字具有可比
性。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與「來自聯屬公司的其他應收利息及類似收入」
項目有關的14,889.27美元金額已部分重新分類至「其他利息及類似收入」，確保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數字具有可比性。

2.2 最初以外幣呈列的項目的轉換基準

以美元以外的貨幣呈列的交易按交易時的實際匯率換算為美元。

以美元以外的貨幣呈列的長期資產按交易時的實際匯率換算為美元。於結算日，
該等資產維持按歷史匯率換算。

其他資產個別以其按歷史匯率計算的價值或結算日當日的匯率釐定的價值之較低
者估值，而其他負債則以其按歷史匯率計算的價值或結算日當日的匯率釐定的價
值之較高者估值。僅未變現的匯兌虧損方會記入損益賬。已變現匯兌收益及虧損
乃於變現時記入損益賬。

銀行現金按結算日的實際匯率換算。匯兌虧損及收益記入該年度的損益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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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金融資產

聯屬公司之股份以購買價估值。

根據董事會意見，倘出現持久價值貶值，則就金融資產作出價值調整，以於結算
日彼等應佔的較低數值計算。倘作出價值調整之原因不再適用，則此等價值調整
乃予以終止。

2.4 債務人

債務人按其面值估值，倘其可收回性減低，則可予價值調整。倘作出價值調整的
原因不再適用，則此等價值調整乃予以終止。

2.5 撥備

撥備擬為應付已確定性質並於結算日可能產生或肯定產生，但金額或其產生的日
期未能確定的虧損或債務。

本公司財政年度之估計稅項負債相應的稅項撥備於「其他債權人」一欄記錄。該等
預付款項於資產負債表「其他債務人」項下的資產列示。

2.6 債權人

債權人按有關償付價值記賬。倘賬面上的應償還金額大於所收到的金額，則有關
差額會以資產列示並以線性法於債務期間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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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資產

金融資產包括以下項目：

名稱（註冊辦事處） 擁有權百分比

Samsonite Sub Holdings S.à r.l. 

13–15, avenue de la liberté, L-1931 Luxembourg

100.00%

根據2002年12月19日的盧森堡法律第67(3)條的規定，財政年度的資本、儲備及損益金額
已被省略。

有關款項計入存放於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13–15, avenue de la Liberté, L–1931 

Luxembourg)的綜合賬目。

年內變動如下：
年初

收購成本
年內

償付股份溢價
年末

收購成本
年末

賬面淨值
名稱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Samsonite Sub Holdings S.à r.l.

Luxembourg 2,059,943,754.10 (115,000,000.00) 1,944,943,754.10 1,944,943,754.10

4. 債務人

4.1 聯屬公司之欠款

聯屬公司之欠款包括以下項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一年內到期及應付：
PTL Holdings Inc — 4,588,245.98
Samsonite LLC 20,371.44 1,350,535.49
Samsonite Importaciones SA de CV 92,286.09 71,199.41
Samsonite UK 56,331.52 —
Samsonite Asia 4,671.86 —
Samsonite Hong Kong 18,384.43 —
Tumi Hong Kong 37,498.63 —

229,543.97 6,009,980.88

該等餘額均未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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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其他債務人

其他債務人包括以下項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一年內到期及應付：
2011年至2016年企業所得稅墊款 20,413.75 20,413.75
2017年淨財產稅墊款 501.78 7,994.93
應收雜項款項 3,030.77 6,489.32
應收增值稅 161,746.27 118,654.85

185,692.57 153,552.85

其他債務人超過一年後到期及應付款項包括12,768.80美元的租金押金（2018年：
12,768.80美元）。

5. 銀行及手頭現金

銀行現金包括以下項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HSBC Luxembourg往來賬戶（美元） 4,856,676.04 1,156,535.41
HSBC Hong Kong往來賬戶（美元） 244,516.00 72,590.21
JP Morgan往來賬戶（美元） 100,000.00 —
HSBC Hong Kong往來賬戶（417,496.80港元） 53,589.89 236,749.78
HSBC Hong Kong往來賬戶（729,858.26港元） 93,694.55 53,934.00
HSBC Hong Kong購股權（8,424,809.26港元） 1,081,408.52 9,932,193.36

6,429,885.00 11,452,0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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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資本及儲備

於2019年，本公司透過發行1,629,391股每股面值為0.01美元的股份增加股本16,293.91美
元。於2019年，股份溢價增加492,452.81美元。

法定股本（包括已認購股本）的金額為35,000,000.00美元。

於2019年12月31日，股本為14,325,697.71美元，分為1,432,569,771股每股面值為0.01美元
的股份。

年內變動如下：

已認購股本
股份溢價及
類似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年度業績 總計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於2019年1月1日的結餘 14,309,403.80 288,607,874.18 1,805,253,863.75 (24,805,797.50) (9,210,041.41) 2,074,155,302.82
　業績分配 — — — (9,210,041.41) 9,210,041.41 —
　向股東作出之分派 — — (125,000,000.00) — — (125,000,000.00)
　增資 2,226.76 492,452.81 — — — 494,679.57
　儲備貢獻 14,067.15 — (14,067.15) — — —
　年度業績 — — — — (2,056,690.18) (2,056,690.10)

於2019年12月31日的結餘 14,325,697.71 289,100,326.99 1,680,239,796.60 (34,015,838.91) (2,056,690.18) 1,947,593,292.21

根據盧森堡法律，本公司須分配年度收入淨額的最少5%至法定儲備，直至此儲備相等
於已認購股本的10%為止。此儲備不得分派。

增加的已認購股本總額16,293.91美元中的14,067.15美元獲認購為受限制股份單位 — 紅
股。

7. 撥備

撥備包括以下項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審計費用 251,366.46 222,560.19

董事袍金 225,332.36 166,522.17

法律費用 21,000.00 88,286.61

雜項費用 465,036.44 628,090.61

962,735.26 1,105,4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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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債權人

8.1 貿易債權人

貿易債權人包括以下項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一年內到期及應付：
貿易債權人 181,289.89 158,993.53

181,289.89 158,993.53

8.2 應付聯屬公司款項

應付聯屬公司款項包括以下項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一年內到期及應付：
Samsonite Asia往來賬目 — 15,890.93

Samsonite LLC往來賬目 1,578,938.93 474,823.00

Samsonite UK往來賬目 — 1,337.87

Samsonite SAS往來賬目 — 2,612.62

Samsonite Malaysia往來賬目 601.89 —
Samsonite Middle East往來賬目 6,473.45 —
Samsonite IP Holdings S.à r.l.之互相開支 1,240,297,50 1,240,297.50

Samsonite South Asia 4,732.12 —
Tumi Inc — 138,675.96

Global Licensing — 3,893.12

Speck — 49,164.41

Samsonite AG Switzerland — 28,740.61

Delilah EU Investments S.à r.l. — 31,012.30

2,831,043.89 1,986,448.32

該等餘額均未計息。

於2018年12月31日，並無公司間應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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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其他債權人

其他債權人一年內應付款項包括以下項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稅務機關 198,384.07 181,674.09

應付股東款項（股息） 93,697.36 53,934.00

292,081.43 235,608.09

9. 其他營運收入

其他營運收入包括以下項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收取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Luxembourg費用 — 3,074,314.43

收取購股權費用 3,151,458.42 1,889,835.67

3,151,458.42 4,964,150.10

10. 其他外部開支

其他外部開支包括以下項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租金費用 60,273.32 67,835.17

法律費用 663,498.75 1,962,752.35

會計及行政費用 36,069.63 13,617.67

銀行費用 7,589.38 7,789.99

審計費用（法定審計費用 — KPMG） 90,497.60 146,457.17

稅務顧問費用 226,704.10 329,078.60

差旅及代表費用 80,121.60 375,069.77

一般開支 1,490,745.57 7,769,373.77

諮詢服務費 — 98,342.58

保險費 124,419.30 120,919.97

2,779,942.19 10,891,237.04



 

— 23 —

835473 \ (Samsonite) \ 14/04/2020 \ M04 / Size (210x297)

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A.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年度賬目附註（續）
於2019年12月31日
（以美元呈列）

11. 員工成本

本公司於財政期間僱用2名員工（2018年：3名），
按類別劃分的明細如下：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僱員（香港分公司） 2 2
僱員（盧森堡） — 1

員工成本包括以下項目： 美元 美元

薪金及工資（香港分公司） 172,320.62 146,897.87
薪金及工資（盧森堡） — 1,489,073.39
薪金及工資的社會保障（香港分公司） 4,349.38 1,530.94

176,670.00 1,637,502.20

12. 其他營運開支

其他營運開支包括以下項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董事袍金 1,746,962.82 1,741,057.19
董事袍金不可抵扣的增值稅 282,091.61 198,849.79

2,029,054.43 1,939,906.98

13. 其他應收利息及類似收入

其他應收利息及類似收入包括以下項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其他應收利息及類似收入
來自聯屬公司（利息） — 255,740,79
其他利息收入 28,124.55 14,889.27
已變現匯兌收益 11,852.84 744,786.69

39,977.39 1,015,416.75

14. 應付利息及類似開支

應付利息及類似開支包括以下項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其他應付利息及類似開支
未變現匯兌虧損 236,622.71 194,740.07
已變現匯兌虧損 30,642.85 322,664.56

267,265.56 517,4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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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所得稅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企業所得稅及市營業稅 — 83,328.40

— 83,328.40

16. 並無列入第1至15項之其他稅項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美元 美元

淨財產稅 (4,806.19) 120,229.01

17. 資產負債表外財務承擔

發行於2026年到期的350.0百萬歐元年利率3.500%之優先票據
於2018年4月25日（「發行日」），本公司間接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Samsonite Finco S.à r.l.（「發
行人」）發行於2026年到期本金總額為350.0百萬歐元年利率3.500%之優先票據（「優先票
據」）。優先票據乃根據發行人、本公司及其若干直接或間接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連同
本公司統稱為「擔保人」）之間所訂立日期為發行日的契約（「契約」）而按面值發行。

優先票據由本公司及其他擔保人按優先次級基準提供擔保。

契約包含多個可限制本公司進行（其中包括）下述事項的能力的慣常負面契諾（若干例
外情況除外）：(i)舉借或擔保額外負債；(ii)作出投資或其他受限制支付；(iii)設定留置
權；(iv)出售資產及附屬公司股權；(v)派付股息或作出其他分配，或者購回或贖回本公
司的股本或次級債務；(vi)與聯屬公司進行若干交易；(vii)訂立限制附屬公司派付股息
或限制償付公司間貸款和放款的協議；及(viii)進行合併或整合。契約亦包含關於違約
事件的若干慣常規定。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

經修訂及重述的優先信貸融通協議
於2016年5月13日，本公司間接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與若干貸款人及財務機構訂立信貸
及擔保協議（「原優先信貸融通協議」）。於2016年8月1日，本公司作為循環借款人加入
原優先信貸融通協議。原優先信貸融通協議就下述融通作出規定：(1)一筆為數1,250.0
百萬美元的優先有抵押A定期貸款融通（「原A定期貸款融通」）、(2)一筆為數675.0百萬美
元的優先有抵押B定期貸款融通（「原B定期貸款融通」，連同原A定期貸款融通統稱「原
定期貸款融通」）及(3)一筆為數500.0百萬美元的循環信貸融通（「原循環信貸融通」，連同
原定期貸款融通統稱「原優先信貸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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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售優先票據的同時，於2018年4月25日，本公司、其若干間接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作
為借款人及擔保人）以及本公司若干其他直接與間接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擔保人）
與若干貸款人及財務機構訂立經修訂及重述的信貸及擔保協議（「信貸協議」）。信貸協
議就下述融通作出規定：(1)一筆為數828.0百萬美元的新優先有抵押A定期貸款融通（「新
A定期貸款融通」），(2)一筆為數665.0百萬美元的新優先有抵押B定期貸款融通（「新B定
期貸款融通」，連同新A定期貸款融通統稱「新定期貸款信貸融通」）及(3)一筆為數650.0

百萬美元的新循環信貸融通（「新循環信貸融通」，連同新定期貸款信貸融通統稱「新優
先信貸融通」）。

於2018年4月25日（「完成日」），新優先信貸融通下支取的所得款項總額連同發售優先票
據的所得款項總額及現有的手頭現金已用於(i)悉數償還原優先信貸融通以及(ii)支付與
再融資相關的若干佣金、費用及開支。

借款人於新優先信貸融通項下的債項由本公司及本公司若干現時直接或間接持有的受
限制重大全資附屬公司（「信貸融通擔保人」）無條件作出擔保。所有新優先信貸融通項
下的債項以及該等債項的擔保，均以本公司、其他借款人及信貸融通擔保人的絕大部
分資產作抵押（若干例外情況除外）。本公司提供的抵押包括(a)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
司Samsonite Sub Holdings S.à r.l.的股份(parts sociales)、(b)本公司的應收款項及(c)本公司
擁有或將會擁有與本公司銀行賬戶有關的所有現有及未來資產、權利及索償。

新優先信貸融通包含多個可限制本公司進行（其中包括）以下事項的能力的慣常負面契
諾（若干例外情況除外）：(i)舉借額外負債；(ii)就其股本支付股息或作出分派或贖回、
回購或償付其股本或其他負債；(iii)作出投資、貸款及收購；(iv)與其聯屬公司進行交
易；(v)出售資產（包括其附屬公司的股本）；(vi)整合或合併；(vii)重大改變其現行業務；
(viii)設定留置權；及(ix)提前償還或修訂任何次級債務或後償債務。

新優先信貸融通亦包含於綜合入賬時適用於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的若干財務契諾。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符合該等財務契諾。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

股份獎勵計劃
於2012年9月14日，本公司股東採納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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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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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12月31日
（以美元呈列）

購股權
於2019年6月17日，本公司向本公司一名執行董事及若干主要管理人員及本集團其他僱
員授出可行使以認購10,462,500股普通股的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16.04港元。該等購股
權須於授出日起四年期內根據年期平均（「按比例」）歸屬，即25%的上述購股權於每個
授出日的週年日歸屬，惟承授人須於適用歸屬日仍持續受聘於本集團或持續向本集團
提供服務。該等購股權的年期為10年。

於2019年11月22日，本公司向本集團若干僱員授出可行使以認購170,712股普通股的購
股權，行使價為每股16.62港元。該等購股權須於授出日起四年期內按比例歸屬，即25%

的上述購股權於每個授出日的週年日歸屬，惟承授人須於適用歸屬日仍持續受聘於本
集團或持續向本集團提供服務。該等購股權的年期為10年。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購股權的詳情及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加權平均
行使價

於2019年1月1日尚未行使 76,733,623 25.83港元
　年內授出 10,633,212 16.05港元
　年內行使 (222,676) 17.36港元
　年內註銷╱沒收（「失效」） (10,694,276) 26.86港元

於2019年12月31日尚未行使 76,449,883 24.35港元

於2019年12月31日可行使 43,450,021 24.61港元

購股權數目
加權平均
行使價

於2018年1月1日尚未行使 84,925,858 25.61港元
　年內授出 9,759,856 26.81港元
　年內行使 (9,129,278) 22.71港元
　年內失效 (8,822,813) 28.04港元

於2018年12月31日尚未行使 76,733,623 25.83港元

於2018年12月31日可行使 32,986,377 23.77港元

受限制股份單位（「受限制股份單位」）
本公司授出兩類受限制股份單位：時間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時間掛鈎受限制股份單
位」）及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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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
本公司授出的時間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須於三年期間內按比例歸屬，即三分之一的
上述時間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於每個授出日的週年日歸屬，惟承授人須於適用歸屬日
仍持續受聘於本集團或持續向本集團提供服務。時間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的開支按本
公司股份於授出日的收市價計算，惟須扣減預計未來股息的貼現價值而於歸屬期內按
比例確認，亦須扣除預期會沒收的時間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的開支。

於2019年6月17日，本公司向其一名執行董事及若干主要管理人員及本集團其他僱員授
出涉及4,074,414股股份的時間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

於2019年11月22日，本公司向本集團若干僱員授出涉及108,144股股份的時間掛鈎受限
制股份單位。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時間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詳情及變動
如下：

時間掛鈎
受限制股份
單位數目

時間掛鈎
受限制股份
單位的每股
加權平均
公允價值

於2019年1月1日尚未行使 4,884,072 22.50港元
　年內授出 4,182,558 14.54港元
　年內歸屬並轉換為普通股 (1,406,715) 23.40港元
　年內註銷╱失效 (935,364) 20.80港元
於2019年12月31日尚未行使 6,724,551 17.60港元

時間掛鈎
受限制股份
單位數目

時間掛鈎
受限制股份
單位的每股
加權平均
公允價值

於2018年1月1日尚未行使 — —
　年內授出 4,893,837 22.50港元
　年內註銷╱失效 (9,765) 22.40港元
於2018年12月31日尚未行使 4,884,072 22.50港元

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
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僅於若干預先確定的累計表現目標達成後，方會於授出日的
第三個週年日全數歸屬，惟承授人須於歸屬日仍持續受聘於本集團或持續向本集團提
供服務。並非按市況標準授出的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的相關開支在績效期內基於
達到相關表現目標的概率按比例確認，並已扣除已沒收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的開
支。於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歸屬時可能發行的股份數目介乎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
單位所涉目標股份數目的0%（倘無法達到最低表現要求）至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所
涉目標股份數目的200%（倘達到或超過預先確定的最高表現要求）。與市況相關的績效
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的開支於歸屬期內確認，並按授出日採用蒙特卡羅模擬方法釐定
的公允價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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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6月17日，本公司向一名執行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團隊的若干成員授出涉及
1,455,327股目標股份的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假設達到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所
適用的表現條件目標水平）。表現目標覆蓋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根
據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歸屬的實際股份數目視乎向承授人授出績效掛鈎受限制股
份單位所適用的表現條件達成程度而有所不同，從而確保實際支付與本公司表現掛鈎。
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涉及的最高股份數目為2,910,654股股份。於2019年6月17日授
出的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將於2022年6月17日歸屬，惟以表現條件達成為前提，且
有關承授人須於歸屬日仍持續受聘於本集團或持續向本集團提供服務。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詳情及變動
如下：

績效掛鈎
受限制股份
單位數目

績效掛鈎
受限制股份
單位的每股
加權平均
公允價值

於2019年1月1日尚未行使 1,564,366 17.91港元
　年內授出（以目標水平歸屬） 1,455,327 12.56港元
　年內註銷╱失效（以目標水平歸屬） (109,562) 17.78港元
於2019年12月31日尚未行使（以目標水平歸屬） 2,910,131 15.24港元

績效掛鈎
受限制股份
單位數目

績效掛鈎
受限制股份
單位的每股
加權平均
公允價值

於2018年1月1日尚未行使 — —
　年內授出（以目標水平歸屬） 1,564,366 17.91港元
於2018年12月31日尚未行使（以目標水平歸屬） 1,564,366 17.91港元

購股權、時間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或績效掛鈎受限制股份單位獎勵於歸屬後至失效時
仍未發行的相關股份，可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於日後予以授出。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

18. 期後事項

本公司已評估於2019年12月31日（報告日期）後至2020年3月18日（本財務資料獲董事會授
權刊發日期）所發生的事項。

於2020年3月16日，本公司與若干貸款人及財務機構訂立經修訂信貸協議。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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