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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Bossin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及二零零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790,681 714,592
銷售成本 (441,829) (381,015)

毛利 348,852 333,577

其他收入 3 3,541 3,709
分銷成本 (247,865) (265,171)
行政開支 (80,051) (75,558)
其他營運開支 (18,351) (24,900)

營運溢利／（虧損） 4 6,126 (28,343)
融資成本 5 (2,865) (2,556)

除稅前溢利／（虧損） 3,261 (30,899)
稅項 6 (228) (2,116)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虧損） 3,033 (33,015)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7 0.43仙 (6.73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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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賬）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16,886 127,709
已付按金 43,814 42,238
遞延稅項資產 17,000 17,000

177,700 186,947

流動資產
存貨 255,613 230,050
應收賬款 8 42,249 49,300
應收票據 8,895 11,592
已付按金 16,767 25,02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13,330 16,086
可收回稅款 － 95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8,727 76,134

425,581 409,14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賬項 9 132,984 151,057
應付票據 47,951 41,521
應付稅款 879 －
計息銀行貸款及透支 64,707 94,576

246,521 287,154

流動資產淨值 179,060 121,987

除流動負債後資產總值 356,760 308,934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25,000 35,000
遞延稅項負債 179 176

25,179 35,176

331,581 273,75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77,146 51,431
儲備 254,435 222,327

331,581 27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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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股份 資本 繳入 外㶅 儲備 保留

股本 溢價賬 儲備 盈餘 波動儲備 基金 溢利 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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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過往呈報 51,431 38,209 2,281 99,175 9,312 1,750 54,600 256,758

前年度調整：

會計實務準則第12條

－重列遞延稅項 － － － － － － 17,000 17,000

重新列賬 51,431 38,209 2,281 99,175 9,312 1,750 71,600 273,758

發行供股股份 25,715 30,020 － － － － － 55,735

㶅兌調整及未於損益賬中確認

之淨虧損 － － － － (945) － － (945)

期內股東應佔淨溢利 － － － － － － 3,033 3,033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77,146 68,229 2,281 99,175 8,367 1,750 74,633 331,581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過往呈報 41,145 48,495 740 99,175 8,152 1,183 129,298 328,188

前年度調整：

會計實務準則第12條

－重列遞延稅項 － － － － － － 17,000 17,000

重新列賬 41,145 48,495 740 99,175 8,152 1,183 146,298 345,188

發行紅股 10,286 (10,286) － － － － － －

㶅兌調整及未於損益賬中確認

之淨收益 － － － － 693 － － 693

期內股東應佔淨虧損 － － － － － － (33,015) (33,015)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51,431 38,209 740 99,175 8,845 1,183 113,283 31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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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轉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業務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3,011 (53,009)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6,493) (52,335)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5,828 11,75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減少） 12,346 (93,58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6,134 171,307
外㶅兌換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205 256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8,685 77,97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88,727 60,742
定期存款 － 17,509
銀行透支 (42) (273)

88,685 77,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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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

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中期財務報告」編製。除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2
條（經修訂）「利得稅」外，編製此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

會計實務準則第12條（經修訂）主要規定遞延稅項之會計處理方法及披露。在過
往年度，遞延稅項乃採用利潤表負債法就所有有可能在可預見將來實現之重大時

差預提。會計實務準則第12條（經修訂）規定採用資產負債表負債法，除有限之例
外情況外，所有財務報表之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與用以計算應課稅溢利之相應

稅基兩者之所有暫時性差異，均需確認為遞延稅項。由於會計實務準則第12條（經
修訂）並無特定過渡性規定，此新會計政策已被追溯應用。

該項會計政策之變動導致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之遞延稅項資產、資產淨值及保留溢利增加港幣17,000,000元，而對本集團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及兩期呈報之股東應佔淨溢利／（虧損）則

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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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鑑於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主要源自成衣零售及分銷業務，故並無提呈本集團按業

務分類之收入及溢利／（虧損）分析。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按地域分類之收入及溢利／（虧

損）分析，連同二零零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香港 中國大陸 台灣 新加坡 綜合

二零零三 二零零二 二零零三 二零零二 二零零三 二零零二 二零零三 二零零二 二零零三 二零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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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向外間顧客銷貨 369,309 337,199 213,785 187,883 131,942 125,315 75,645 64,195 790,681 714,592

其他收入 937 1,301 851 713 1,346 331 30 11 3,164 2,356

總計 370,246 338,500 214,636 188,596 133,288 125,646 75,675 64,206 793,845 716,948

分類業績 12,663 (18,513) (16,468) (2,045) 5,638 (9,944) 3,916 806 5,749 (29,696)

利息收入 377 1,353

營運溢利／（虧損） 6,126 (28,343)

融資成本 (2,865) (2,556)

除稅前溢利／（虧損） 3,261 (30,899)

稅項 (228) (2,116)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虧損） 3,033 (33,015)

3.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377 1,353
專利費收入 426 340
租金收入 1,289 255
其他 1,449 1,761

3,541 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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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運溢利／（虧損）

營運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25,388 29,505

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2,865 2,556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已按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
課稅溢利以稅率17.5%提撥準備。鑑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並無在香港賺取應課稅溢利，故在該期間內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其
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則根據本集團業務經營所在地區之現有法律、詮釋及
常規，按其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稅項：
香港 1,150 －
其他地區 54 2,116

前期超額撥備 (976) －

期內稅項支出 228 2,116

7.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期內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港幣3,033,000元
（二零零二年：淨虧損港幣 33,015,000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705,454,366股（二零零二年：重新列賬為490,546,931股）計算，股數經調整以反
映期內進行之供股。

由於在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並無出現令每股
盈利／（虧損）攤薄之事項，故並無為該兩段期間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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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除現金及信用咭銷售外，本集團在正常情況下給予其貿易客戶最高60天信貸期。

以下為按發票日起計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30天 32,522 39,899
31－60天 7,758 9,255
61－90天 119 26
逾90天 1,850 120

總計 42,249 49,300

9. 應付賬款及應計賬項

在應付賬款及應計賬項內，已包括應付貿易賬款結餘港幣46,213,000元（二零零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75,975,000元）。

以下為按發票日起計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30天 37,579 68,856
31－60天 4,135 3,403
61－90天 2,866 847
逾90天 1,633 2,869

總計 46,213 75,975



堡獅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03-20049

10. 股本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2,000,000,000股（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港幣0.10元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771,461,697股（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514,307,798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港幣0.10元 77,146 51,431

期內，本公司按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五日名列股東名冊內之股東每持有兩股現有

股份可獲發一股供股股份之基準進行供股，以每股供股股份港幣0.22元之發行價，
共發行257,153,899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股份，取得未扣除發行股份開支前
現金總代價約港幣56,574,000元。發行供股股份所得款項部份已用於擴充本集團
中國特許經銷業務、償還銀行借貸及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11.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與關連人士進行之主要交易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貨倉租金 － 620
辦公室租金 － 2,272

於前期內，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期間之租金港幣620,000
元及2,272,000元，乃分別繳付予羅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及澤城國際有限公司。本
公司董事羅家聖先生（「羅先生」）於該期間內實益擁有此兩間公司之股份權益。

羅先生於本期開始前已終止擁有此兩間公司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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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外㶅合約 77,220 31,113

13.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立約：

購買固定資產 4,532 －

已批准惟尚未立約：

購買固定資產 1,662 －

6,194 －

14.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代替公用設施及租用物業按金所發出之

銀行擔保書 2,520 2,520

本集團在訴訟方面之或然負債自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並無重大變動。

15. 中期財務報表之批准

董事局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批准及授權發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

無）。



堡獅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03-200411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理想之銷售增長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為港幣790,681,000
元，較去年同期之港幣714,592,000元增長達11%。此理想之增長反映了本集團成
功地重新為產品策略定位，以提供更多核心顧客群所需之簡約服式為依歸，並透

過有效地利用零售店舖空間和提升前線人員之銷售技巧，大大增加了銷售效率。

儘管於本年四月及五月期間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以下簡稱「非典型肺炎」）

肆虐，本集團於期內之營業額不跌反升，實乃集團員工上下一心，高度發揮了團隊

精神之奮鬥結果。在國內處於投資擴展期之新服裝品牌Sparkle，亦對營業額之上
升，有所貢獻。

雖然營業額有雙位數字之增長，惟集團於期內錄得之毛利為港幣348,852,000元，
較去年同期之港幣333,577,000元僅增加了5%。毛利率為44.1%，比去年同期之
46.7%為低，主要由於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間，為求減低存貨之壓力，需適當地調整
經營策略所致。

有效之成本控制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運開支為港幣346,267,000元，
與去年同期之港幣365,629,000元相比，有5%之改善。由此可見各項削減成本措
施及重組中國大陸和台灣銷售網絡策略奏效。

業務轉虧為盈

本集團於期內之綜合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為港幣3,033,000元，標誌着集團
業務終能於連續兩年虧損之低谷中喘息過來，轉虧為盈，對比去年同期港幣

33,015,000元之虧損，有着重大之改善。

以上令人鼓舞之成績實為集團管理層及員工群策群力，竭盡所能之成果。重回針

對核心顧客群之所需；透過訓練及重組，改善管理層及員工之質素；建立團隊及系

統之工程等等行動，都反映了本集團銳意改善營運效率及切實執行各項適切策略

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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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儘管全球經濟復甦步伐緩慢，且零售市場競爭激烈，管理層對集團業務之前景仍

抱審慎樂觀之態度。

外在方面

中央政府對香港之支持、「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之簽訂、自由行、對香港經營人

民幣業務之放寬等，預期將令國內來港旅客及其消費力大幅提高。凡此種種，都燃

點起香港內部消費意慾及加速經濟復甦之步伐，對香港零售業務尤其有幫助。

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大陸之經濟及人民購買力勢將逐步改善。這些因素對集團於

中國大陸之擴展非常有利，而集團業務未來幾年之增長亦將有賴於其在中國大陸

市場業務之拓展。

基於近期全球製造業之復甦，尤其電子業方面，令台灣之出口業務頓見曙光。加上

台灣政府因大選臨近，致力於扶助提升地產及股票市場等資產價格，失業率及個

人消費意慾皆見改善，台灣經濟及私人消費活動因此亦漸見起色。此乃集團進一

步鞏固台灣業務之良機。

新加坡本土經濟持續疲弱，其低附加值科技行業面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競爭，而高

附加值產品則受南韓及台灣兩國威脅，令新加坡經濟無法快速地復原。由於市場

佔有者在沉重負擔下，會採取各項相應措施以求自保，故本集團於該國之業務將

面臨激烈的競爭。即使如此，集團仍會隨機應變，謹慎應對，以保持集團於該國業

務之競爭力。

對商界及社會人士而言，非典型肺炎無疑是個惡夢。慘痛之經歷記憶猶新，令大部

份人士及企業在心理上及行動上都已及早作出準備。故一般相信若非典型肺炎於

未來季度重臨，其破壞力將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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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方面

集團管理層決意進一步深化「堡獅龍文化」，並深信透過更寬更廣之溝通渠道，以

及加強向員工推廣集團之願景－「顧客首選之品牌，市場卓越之領導」、使命－「每

天每處不斷為品牌增值」及「堡獅龍之道」等，可為集團未來業務之長足發展及強

健增長，奠定穩固之根基。

對供應鏈管理及知識分享之側重，將可進一步提高集團於建立有效系統方面之能

力。而透過增加向低成本地區購貨比率，加強產品組合管理及制訂更有效的折扣

政策等都可望提升毛利率。此外，運用成本削減措施及整合店舖網絡，營運開支將

得以降低。這些都有助提高集團之利潤。

面對逐步改善之經濟前景，但仍然嚴峻之競爭環境，集團將採取審慎之步伐來發

展其業務。然而，建基於對「持續改進」之堅定信念和集團致力成為一個學習型機

構之決心，管理層期盼着集團之業務於不久將來能取得佳績，讓投資者可得到合

理之回報。

供股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本集團透過供股籌集所得款項於扣除開支後之淨值為港幣

55,700,000元，其中之港幣5,700,000元已用於擴展中國大陸的特許經銷業務；約
港幣30,000,000元及港幣15,700,000元已按計劃分別用作償還銀行借貸及集團一
般營運資金；餘款約港幣4,300,000元暫存於銀行，亦將按計劃用作拓展中國大陸
的特許經銷業務。

財務狀況

除於二零零三年五月透過供股籌集所得的款項外，本集團於期內仍以內部資金、

銀行借貸及出入口信貸額為業務發展提供所需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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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73，較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之流動比率1.42有輕微改善。總負債對股東權益比率為0.82，與於二零零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比率 1.18相比，有極大改善。該比率是以總負債港幣
271,700,000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322,330,000元），除以股東權益
總額港幣331,581,000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重新列賬為港幣273,758,000
元）計算。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銀行授予本集團的信貸總額為港幣337,845,000元（二
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337,845,000元）。管理層相信，本集團有足夠財政資
源供現時及預期來年業務發展所需。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澳門、中國大陸、新加坡及台灣共聘用

相等於3,373名全職員工。集團旗下僱員薪酬乃按彼等之工作表現、經驗和業界常
規而制定。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僱員保險、退休計劃和花紅等福利。

董事擁有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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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記入本公司
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證券交易標

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持股數目 之百份比

羅家聖先生 個人 566,545,549 73.44%
周慧雯女士 個人 2,000,000 0.26%
柯權㶴先生 家族 3,400,000 0.44%
馮炳全先生 個人 2,000,000 0.26%
傅成坤先生 個人 1,000,000 0.13%
陳素娟女士 個人 2,000,000 0.26%

以上披露之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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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

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

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期內本公司概無授予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藉購買本

公司之股份或債券而取得利益之權利，而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於任何其他法團獲得

此等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顯
示，下列股東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5%或以上權益：

佔已發行股本

股東姓名 持股數目 之百份比

羅家聖先生 566,545,549 73.44%

以上披露之權益為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並無接獲任何其他人士知會

擁有須記入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
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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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查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有關審核、

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審查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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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除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任何特定任期外，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資料

足以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並無遵守聯

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各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按本公司之公
司章程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

承董事局命

主席

羅家聖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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