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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及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OSSIN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堡獅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92）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業績
堡獅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或「堡獅龍」）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1,021,976 1,146,243
銷售成本 (502,546) (603,589)

  

毛利 519,430 542,654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28,815 15,144
銷售及分銷開支 (404,244) (407,444)
行政開支 (113,878) (119,858)
其他營運開支 (10,210) (5,233)

  

營運業務溢利 19,913 25,263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溢利 4 19,913 25,263
所得稅開支 5 (3,009) (11,18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6,904 14,078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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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全面虧損
於往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虧損：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760) –

取消註冊附屬公司時解除外匯波動儲備 – (889)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7,591) (12,651)
  

於往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淨虧損 (9,351) (13,54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553 53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 1.03港仙 0.86港仙
   

 攤薄 1.03港仙 0.8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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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2,304 76,118
投資物業 22,963 23,847
商標 1,164 1,164
可供出售投資 230,808 232,568
票據 38,775 –
遞延稅項資產 10,809 9,638
已付按金 81,410 74,212

  

非流動資產總值 448,233 417,547
  

流動資產
存貨 311,814 259,803
應收賬款 8 63,169 51,680
應收票據 21,795 12,351
已付按金 26,779 34,475
可收回稅項 10,734 4,01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32,553 32,434
衍生金融工具 1,828 18
有抵押銀行存款 719 72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29,864 510,866

  

流動資產總值 899,255 906,365
  

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23,333 23,333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賬項 9 226,100 212,945
應付票據 70,788 30,755
應繳稅項 9,850 8,222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894 7,865
衍生金融工具 175 151

  

流動負債總值 331,140 283,271
  

流動資產淨值 568,115 623,094
  

除流動負債後資產總值 1,016,348 1,040,641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32,554 44,221
遞延稅項負債 2,374 2,374
其他應付款項 1,558 2,308

  

非流動負債總值 36,486 48,903
  

資產淨值 979,862 991,738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63,654 163,654
儲備 816,208 828,084

  

權益總值 979,862 99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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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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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披露規
定編製。

除有關下列對本集團造成影響並於本期間財務報表首次採納的新頒佈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匯
報準則（「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
用之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
用者一致：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編製財務報表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8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澄清可接納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41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之修訂－獨立財務
報表－獨立財務報表中之權益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0號及香港財務
匯報準則第12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香港財務
匯報準則第10號及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2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豁免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1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1號之修訂－聯合安排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法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期間之 

年度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之修訂

採納上述新頒佈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匯報準則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5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於此財務報表並無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頒佈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現金流量表 
－披露計劃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所得稅 
－就未變現虧損而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及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0號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及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0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公司之間的資產
出售或注資 4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之修訂 

－股份支付款項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2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4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4號之修訂－採用香港財務
匯報準則第4號保險合同時一併應用香港財務
匯報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2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之修訂 

－客戶合約收益 2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 租賃 3

1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惟可供提早採納

本集團正評估首次應用該等新頒佈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就該等新
頒佈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匯報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發表意見。

2.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業務單位之組成乃根據向不同地域客戶提供產品作分類，據此有以下
四類可申報經營分類：

(a) 香港及澳門
(b) 中國大陸
(c) 台灣
(d) 新加坡

管理層個別獨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類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定。
分類表現乃根據可申報分類溢利╱虧損評估，即計量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經調整除
稅前溢利╱虧損乃與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貫徹計量，惟有關計量不包括利息收入。

分類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及可收回稅項，此乃由於該等資產作為整體資產進行管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遞延稅項負債及應繳稅項，此乃由於該等負債作為整體負債進行管理。

分類間之銷售及轉讓乃按照當時市場價格銷售予第三方之銷售價而進行交易。



6

2. 經營分類資料（續）
地域分類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按地域分類之收益及溢利╱（虧損）分析，
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香港及澳門 中國大陸 台灣 新加坡 綜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間顧客 710,863 808,735 151,424 158,771 79,426 82,402 80,263 96,335 1,021,976 1,146,243

其他收入及收益 20,547 8,963 1,232 913 663 674 673 589 23,115 11,139          

總計 731,410 817,698 152,656 159,684 80,089 83,076 80,936 96,924 1,045,091 1,157,382
          

分類業績 44,306 55,654 (13,831) (14,815) (11,100) (15,537) (5,162) (4,044) 14,213 21,258
        

利息收入 5,700 4,005  

營運業務溢利 19,913 25,263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溢利 19,913 25,263

所得稅開支 (3,009) (11,185)  

期內溢利 16,904 14,078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銷售產生所在地劃分。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地域分類之若干資產及負債資料，連同於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比較數字。

香港及澳門 中國大陸 台灣 新加坡 綜合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999,570 991,386 183,154 203,530 74,474 55,046 68,747 60,296 1,325,945 1,310,258
        

未分配資產 21,543 13,654  

總資產 1,347,488 1,323,912
  

分類負債 294,734 270,952 30,832 28,873 20,314 13,299 9,522 8,454 355,402 321,578
        

未分配負債 12,224 10,596  

總負債 367,626 33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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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5,700 4,005
專利費收入 3,674 3,333
租金收入毛額 4,094 3,847
攤銷遞延收益 11,667 –
其他 3,680 3,959

  

28,815 15,144
  

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存貨撥備╱（撥備撥回） 1,233 (4,262)
折舊 23,397 28,945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淨收益 
－不符合作為對沖活動的交易 (1,954) (3,954)

  

5.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已按期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五年：16.5%）提撥
準備。在其他地區所得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業務經營所在國家╱司法權區之
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香港
 期內支出 3,748 11,096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321) (230)
即期－其他地區
 期內支出 753 411
遞延 (1,171) (92)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3,009 1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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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派特別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22港仙
（二零一五年：1.22港仙） 19,966 19,962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特別中期股息港幣19,966,000元（二零一五年：
港幣19,962,000元）乃根據本公司之1,636,535,394股（二零一五年：1,636,195,394股）已發行股
份計算。

7.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
佔溢利港幣16,904,0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14,078,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36,535,394股（二零一五年：1,632,667,677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
佔溢利港幣16,904,0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14,078,000元）計算。計算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目為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1,636,535,394股（二零一五年：
1,632,667,677股），及假設被視作悉數行使或轉換所有具攤薄潛力普通股為普通股而按零代
價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083,111股（二零一五年：39,739,430股）。

8. 應收賬款

除現金及信用咭銷售外，本集團在一般情況下授予其貿易客戶最高60天信貸期。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扣除撥備後計應收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個月內 54,544 44,675

一至兩個月 3,317 3,441

兩至三個月 1,644 845

超過三個月 3,664 2,719
  

63,169 5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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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賬項

在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賬項內，已包括應付賬款結餘港幣81,876,000元（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港幣58,248,000元）。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計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個月內 17,257 21,185

一至兩個月 58,280 30,841

兩至三個月 3,362 1,663

超過三個月 2,977 4,559
  

81,876 5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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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局已宣派特別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22港仙（二零一五年：1.22港仙）予於二
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分別名列本公司在百慕達或香港股東名
冊主冊或分冊之股東。特別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五日或之前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六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獲派特別中期股
息，最遲須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表
格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1712-6室。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回顧期內，全球經濟仍然趨向個別發展，並出現此消彼長的情況。全球產出增長
穩定，惟增長步伐並不一致。發達國家製造業溫和復蘇，庫存減少，經濟增速快
於預期，但被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增長出乎意料的放緩所抵銷。

本集團的核心市場包括香港及澳門、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以及中東，其表現
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多種因素影響，當中包括油價下跌。全球環境疲弱及香港旅遊
業下滑，令香港經濟增長有所減慢。回顧期內，面對經濟增長放緩，香港零售業
持續下滑，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最新發佈的零售業銷貨額按月統計調查報告顯
示，二零一六年全年零售業總銷貨數量較二零一五年全年下跌7.1%，而零售業總
銷貨價值較二零一五年全年下跌8.1%。服裝銷貨數量較二零一五年全年下跌2.5%，
銷貨價值則下跌4.9%。由於中國大陸經濟仍處於由出口導向型轉型至消費導向型
的過渡期，其經濟增長於二零一六年持續放緩，是二十六年來經濟增速最緩慢的
一年，惟於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已見回升。鄰近地區亦受到中國大陸經
濟放緩的衝擊。台灣錄得近六年來最低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然而，隨著全
球需求回升，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出現復蘇。新加坡經濟同樣受到其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大陸持續的經濟增長放緩所拖累，錄得自二零零九年以來最低年度增長率。
不過在新加坡製造業及服務業明顯改善帶動下，其經濟發展在二零一六年第四季
出現反彈。自二零一五年中，油價偏低導致部分中東國家實施嚴厲的緊縮政策，



11

以控制急升的財政赤字，該地區二零一六年的經濟表現為自二零零九年全球經濟
危機以來最為疲弱的一年。

於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整體收益下跌11%，而擁有人應佔期
內溢利則上升20%。然而，受惠於更有效的市場營銷策略，本集團毛利率顯著提
升4個百分點至51%。香港及澳門市場、中國大陸市場和台灣市場的同店毛利在經
歷過一年或以上的負增長後，已見止跌回穩。受油價下跌拖累，中東地區經濟環
境持續惡化，影響了出口特許經營業務的整體表現。不過，本集團的出口特許經
營業務足跡遍佈28個國家，其長線發展依然保持樂觀，這從出口特許經營商積極
開設新店舖的營運策略可以反映出來。在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出口
特許經營業務增加了16間店舖。

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下跌11%至港幣10.22億元（二
零一五年：港幣11.46億元）。毛利下滑4%至港幣5.19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5.43

億元），有賴於更有效的市場營銷策略，毛利率增加4個百分點至51%（二零一五年：
47%）。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營運溢利為港幣2.0千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2.5千萬元），營
運溢利率為2%（二零一五年：2%）。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為港幣1.7千萬元（二
零一五年：港幣1.4千萬元），每股基本盈利為1.03港仙（二零一五年：0.86港仙）。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港幣4.31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3.40億元），現金淨額為港幣4.31億元（二零一五年：
港幣3.40億元）。此外，本集團持有一項投資基金港幣2.31億元（二零一五年：無）
及一項票據港幣3.9千萬元（二零一五年：無）。

營運效益

直接管理店舖方面，香港及澳門同店銷售額下跌6%（二零一五年：14%跌幅），但
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跌幅收窄。中國大陸及台灣店舖表現相若，同店銷售額均錄
得2%跌幅（二零一五年：分別為8%跌幅及14%跌幅）。新加坡同店銷售額下跌8%（二
零一五年：1%跌幅）。本集團整體同店銷售額下跌6%（二零一五年：12%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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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澳門和中國大陸同店毛利增長均持平（二零一五年：分別為20%跌幅及14%
跌幅）。台灣同店毛利錄得1%增長（二零一五年：17%跌幅），而新加坡同店毛利
則下跌5%（二零一五年：1%跌幅）。本集團整體同店毛利下跌1%（二零一五年：
17%跌幅）。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直接管理店舖的零售樓面總面積增長5%至
495,900平方呎（二零一五年：473,700平方呎），主要由於中國大陸零售樓面總面
積增長16%至236,700平方呎（二零一五年：204,700平方呎）所致。每平方呎銷售額
下降11%至港幣3,2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3,600元）。

油價持續下跌導致中東地區經濟嚴重收縮，令本集團在該地區的出口特許經營業
務放緩，進而導致本集團營運溢利下跌。

回顧期內，本集團營運開支佔總收益52%（二零一五年：46%）。下表為本集團營
運開支的詳細情況：

營運開支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

百萬元
佔收益
百分比

港幣
百萬元

佔收益
百分比

轉變 
(%)

收益 1,022 100% 1,146 100% -11%
     

銷售及分銷開支 404 40% 408 36% -1%
行政開支 114 11% 120 10% -5%
其他營運開支 10 1% 5 0% +95%

     

總營運開支 528 52% 533 46% -1%
     

業務回顧
分銷網絡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業務遍佈全球32個國家和地區，店舖總數
目增至952間（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947間）。其中，直接管理店舖增至287間（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280間），特許經營店舖數目為665間（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667間）。

香港及澳門地區繼續為本集團的核心市場及主要收益來源。直接管理店舖數目為
41間（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42間）。出口特許經營業務在全球營銷網絡增加16
間店舖，總數達644間（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628間），足跡遍佈28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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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新增直接管理店舖12間至159間（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47

間），特許經營店舖則減少至21間（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39間），店舖總數目
達180間（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86間）。台灣及新加坡地區整合表現欠佳的店
舖，店舖數目分別減少至67間（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70間）及20間（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21間）。

按地域和店舖類型劃分之分佈如下：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直接管理
店舖

特許經營
店舖

直接管理
店舖

特許經營
店舖

香港及澳門 41 – 42 –

中國大陸 159 21 147 39

台灣 67 – 70 –

新加坡 20 – 21 –

其他國家及地區 – 644 – 628
    

總計 287 665 280 667
    

市場及品牌推廣

本集團繼續致力於品牌推廣，舉辦多項推廣活動，宣揚「就是快樂」的核心品牌價
值。通過推行品牌合作及授權產品，承諾為其所有市場提供優質的日常服飾，並
進一步加強其獨特的企業形象。

品牌合作及授權產品

本集團延續其發展策略，與國際知名品牌授權夥伴合作，以加強品牌認知度及提
高整體銷售額。於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推出三個新的品牌授
權項目，分別為bossini x Disney TSUM TSUM 《Stack Up The Fun Together》系列，
bossini x Minions 《GO BANANAS》系列及bossini x Disney TSUM TSUM 《Just Chillin’ 

Out》系列。

bossini x Disney TSUM TSUM 《Stack Up The Fun Together》系列提供奪目和色彩豐
富的設計，產品以經典角色如米奇老鼠、米妮老鼠及備受追捧的反斗奇兵動畫電
影人物巴斯光年和三眼仔，聯同廣受歡迎的迪士尼電影玩轉腦朋友主角作為主題。
服裝系列包括T恤、短裙、短褲及牛仔裙，適合各年輕少女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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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集團與環球影城合作推出bossini x Minions 《GO BANANAS》系列，以迷你
兵團系列電影的角色，推出包括有T恤、毛衣、運動衛衣及工人褲的產品。這些產
品不僅能給顧客帶來歡笑，還宣揚了本集團「就是快樂」的核心品牌價值。

bossini x Disney TSUM TSUM 《Just Chillin’ Out》系列再度以迪士尼TSUM TSUM人
物為主題的合作授權項目。此系列服飾色彩繽紛，產品包括有簡約的衛衣及短裙
等。旨在創造風格獨特、容易搭配的造型。

按市場劃分之營運表現

於回顧期內，香港及澳門地區仍然是本集團主要的收益來源。香港及澳門地區零
售及出口特許經營業務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的69%（二零一五年：71%），中國大
陸市場收益佔總收益的15%（二零一五年：14%）；台灣及新加坡市場則分別佔8%（二
零一五年：7%）及8%（二零一五年：8%）。本集團總收益及每平方呎銷售總額分
別下跌11%至港幣10.22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11.46億元）及港幣3,200元（二零
一五年：港幣3,600元）。

香港及澳門

到訪香港及澳門旅客人數不斷下跌，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訪客，加上消費情緒持
續低迷，香港及澳門零售市場繼續受壓。訪客減少，加上港元強勢及和暖的冬季，
拖累了香港及澳門市場的消費，不過於回顧期內，同店毛利在經歷超過一年的負
增長後，已見止跌回穩。

油價下跌打擊中東經濟，拖累本集團出口特許經營業務。然而本集團對此業務前
景維持樂觀，在該地區繼續新增出口特許經營店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持續拓
展出口市場，出口特許經營店舖數目達644間（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628間），
遍及28個國家。

香港及澳門地區，包括零售及出口特許經營業務，總收益為港幣7.12億元（二零
一五年：港幣8.09億元），下跌12%。零售業務的同店銷售額下降6%（二零一五年：
14%跌幅），而同店毛利增長持平（二零一五年：20%跌幅）。香港及澳門零售樓面
總面積輕微減少至154,800平方呎（二零一五年：155,400平方呎），而每平方呎銷
售額下降7%至港幣6,5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7,000元）。直接管理店舖數目為41

間（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42間）。市場營運溢利為港幣4.9千萬元（二零一五年：
港幣5.6千萬元），營運溢利率則為7%（二零一五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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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於回顧期內，由於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及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中國大陸經濟持續
放緩。此外，人民幣持續貶值，並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明顯波動。

受中國大陸華南地區和暖的冬季影響，中國大陸市場收益下降5%至港幣1.51億元（二
零一五年：港幣1.59億元）。同店銷售額下降2%（二零一五年：8%跌幅），而同店
毛利增長則持平（二零一五年：14%跌幅）。每平方呎銷售額下降8%至港幣1,100元
（二零一五年：港幣1,200元）。隨著新增12間直接管理店舖，零售樓面總面積增長

16%至236,700平方呎（二零一五年：204,700平方呎），直接管理店舖增至159間（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47間），加上特許經營店舖21間（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39間），中國大陸總店舖數目為180間（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86間）。營運虧
損為港幣1.3千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1.2千萬元虧損），營運溢利率則為負9%（二
零一五年：負8%）。

台灣

於二零一六年台灣錄得六年以來最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台灣地區總收益下跌4%

至港幣7.9千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8.2千萬元）。每平方呎銷售額上升5%至港幣
2,0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1,900元），而零售樓面總面積下跌8%至76,900平方呎（二
零一五年：83,500平方呎）。同店銷售額下降2%（二零一五年：14%跌幅），而同店
毛利增長1%（二零一五年：17%跌幅）。由於關閉了表現欠佳的店舖，直接管理店
舖減少至67間（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70間）。營運虧損收窄至港幣1.1千萬元（二
零一五年：港幣1.5千萬元虧損），營運溢利率則為負14%（二零一五年：負18%）。

新加坡

新加坡經濟受困於其主要出口市場中國大陸表現放緩，於二零一六年錄得自二零
零九年以來最差表現。然而，由於製造業及服務業顯著改善，帶動了二零一六年
第四季度經濟增長。

於回顧期內，新加坡的收益下跌17%至港幣8.0千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9.6千萬
元）。同店銷售額錄得8%跌幅（二零一五年： 1%跌幅），而同店毛利下跌5%（二零
一五年： 1%跌幅）。零售樓面總面積減少9%至27,500平方呎（二零一五年：30,100

平方呎），每平方呎銷售額下跌2%至港幣5,8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5,900元）。由
於對表現欠佳的店舖進行整合，直接管理店舖數目減少至20間（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21間）。營運虧損為港幣5百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4百萬元虧損），營運
溢利率則為負6%（二零一五年：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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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維持穩健財務狀況，現金及銀行結餘錄得
港幣4.31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3.40億元），而現金淨額為港幣4.31億元（二零
一五年：港幣3.40億元）。本集團流動比率為2.72倍（二零一五年：2.44倍），總負
債對股東權益比率為38%（二零一五年：49%）。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二零一五年：無）。本集團
資產負債比率為零（二零一五年：零），計算基準為銀行貸款除以總權益。

本集團有若干以美元及港幣以外貨幣進行投資及營運。因此本集團在一定程度上
承受外幣風險，本集團訂立遠期貨幣合同以減低非美元及港幣計值之重大交易所
產生之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存貨周轉期#維持在113天（二零一五年：
113天）。在回顧期內，股東權益回報率為3%（二零一五年：4%）。

# 期結日之存貨除以年度化銷售成本乘365天

或然負債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自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起之或然負債並無重大變動。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及澳門、中國大陸、台灣和新加坡
共聘用相當於2,200名（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2,200名）全職員工。

我們致力於發展、培育和保留優秀員工，為他們提供充分的發展機會和良好的工
作環境。回顧期內，本集團持續提供員工定期培訓課程，包括「七個習慣®」及「七
個方法」等。該等課程彰顯了我們於「堡獅龍之道」的願景、使命和核心價值，並
帶領本集團團結一致及全面貫徹企業文化。

我們繼續採用與工作表現掛鈎之薪酬機制，包括按表現發放之花紅、購股權計劃，
及其他全面福利，包括保險及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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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經歷了黯淡的二零一六年後，預期二零一七及二零一八年的經濟活動將有所回升，
特別是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
場及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活動在二零一七及二零一八年將加速發展，全球經濟增
長預計略高於二零一六年。

部分威脅仍然存在，包括受中國大陸自身經濟增長放緩及美國新任總統經濟政策
不確定因素所影響，可能導致經濟下滑。近期美國經濟數據普遍向好，勞動力市
場、個人可支配收入及家庭支出均穩步上升。石油價格前景樂觀，及全球經濟環
境改善預計將有助於支持美國製造業生產活動。中國大陸情況仍將波動，房地產
市場發展放緩，金融市場脆弱及在美國新任總統政策下可能引發的惡意貿易方式，
預計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窒礙經濟增長。這些負面因素將會影響香港市場及
其零售行業，中國大陸訪客作為香港旅遊業及零售業的重要推動力，香港零售業
已竭力減輕中國大陸訪客不斷減少對其帶來的負面影響。

本集團已相應地制定了一套全面的計劃和策略，無論當前經濟環境如何，仍可盡
量發揮集團的潛力及盈利能力。我們將擴大青年人市場份額，並注重發展功能性
產品及優化產品尺寸和跳碼系統，以吸引更廣泛的消費層，促進銷售增長。本集
團利用中國大陸龐大的電子商務市場，將進一步拓展童裝系列，並重新規劃本集
團的供應鏈管理，以提升營運效率。本集團通過培養一些具發展潛力的巿場，包
括印尼、印度、泰國及越南，以拓展本集團出口特許經營業務。

本集團亦將繼續推出跨品牌及授權項目。這些合作項目在過去也廣受歡迎。同時，
我們將密切關注成本控制，實行多項成本控制措施，如協商減低租金，特別是在
香港及澳門；簡化店舖裝修和傢俬及裝置，以提升成本效益。

建基於我們的核心品牌價值，本集團將不斷提升我們的競爭力，竭力為股東爭取
更佳利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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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設有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而設立，以審閱及監管本集團之財務滙報程序及內
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條文制定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梁美嫻女士、李文俊博士及冼日明教授。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照企業管治守則所載
之守則條文，惟下列之偏離事項除外：

－ 本公司之主席並不受輪值退任的規定所規限。董事局認為本公司主席之持續
性及彼之領導，乃維持本集團業務穩定的關鍵要素。

本公司現時設有四個董事委員會，即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管
理委員會。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買賣證券之操守守則。根據本公司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後，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所規定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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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之網頁登載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已登載於香港交易
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頁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之網頁www.bossini.com內。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
之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登載於以上網頁。

承董事局命
主席
錢曼娟

香港，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董事局成員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分別為錢曼娟女士（主席）、麥德昌
先生及陳卓謙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文俊博士、梁美嫻女士及
冼日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