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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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

業績

Bossin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 事局
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賬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1,554,567 1,264,605
銷售成本 (887,011) (750,060)

毛利 667,556 514,545

其他收入 6,342 8,294
分銷成本 (475,792) (307,888)
行政開支 (117,656) (80,463)
其他營運開支 (54,646) (39,149)

營運溢利 3 25,804 95,339
融資成本 (2,827) (2,04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141 )

除稅前溢利 22 ,977 93, 154
稅項 4 (6, 178) (13, 958 )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6 ,799 79, 196
少數股東權益 (14 4) 41

股東應佔淨溢利 16 ,655 79, 237

股息 5 － 31, 544

重估儲備撥還 6 40 4 404

每股基本盈利 7 6. 07仙 28. 89仙

附 註：

1. 主 要會 計政 策

本財 務報表乃 遵照香 港會計實 務準則 及香港 普遍採納 之會計
原則而 編製。編製此 財務報表 所採用之 會計政策 及基準，與編
製 截至 二 零零 零年 三 月三 十 一日 止 年度 財務 報 表所 用 者相
同。

2. 營 業額 及分 類資 料

本集團 之營業額 及營運溢 利，主要來自 成衣零售 及分銷業務。

截至 二零 零一 年三月 三十 一日 止年度，本集 團按 營業地 域劃
分之營 業額及營 運溢利貢 獻分析，連同 去年之比 較數字如下：

營業額 營運溢利貢獻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1,007,795 963,431 2,053 49,878
其他地方 200,371 168,579 12,417 17,989
其他 346,401 132,595 11,334 27,472

1,554,567 1,264,605 25,804 95,339

3. 營 運溢 利

營 運溢 利已 扣除 下列 項 目：

二 零零 一年 二 零零 零年
港 幣千 元 港 幣千 元

折 舊 51,491 31,492
無 形資 產攤 銷 4,291 4,291
營 運前 遞延 支出 攤銷 － 242

4. 稅 項

香 港利 得 稅已 按年 內 於香 港 賺取 之 估計 應課 稅 溢利 以 稅率
16%（二零 零零 年：16%）提撥 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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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零零 一年 二 零零 零年
港 幣千 元 港 幣千 元

集 團：
香 港 1,267 8,336
其 他地 區 4,315 5,622

5,582 13,958
遞 延稅 項 596 －

年 內稅 項支 出 6,178 13,958

5. 股 息

二 零零 一年 二 零零 零年
港 幣千 元 港 幣千 元

中 期  －  無
（二 零零 零年：每 股 4.5仙） － 12,343
建 議末 期  －  無
（二 零零 零年：每 股 7仙） － 19,201

－ 31,544

6. 重 估儲 備撥 還

重估 固定 資產 所產生 之重 估儲 備，在本 集團 使用 有關資 產時
變現，並按有 系統 之基準 直接撥 往保留 盈利。變現之 數額，乃
按該 項資產重 估滾存 數額計算 之折舊 與按其 原來成本 值計算
之 折舊 的差 額。

7. 每 股基 本盈 利

每 股基 本 盈利 乃 根 據年 內 股東 應 佔淨 溢 利港 幣 16,655,000元
（二 零零 零 年：港 幣 79,237,000元）及 年 內已 發行 274,297,493股
（二 零零 零 年：274,297,493股）計 算。

由於 本公司於 截至二 零零一年 及二零 零零年 三月三十 一日止
之年 度內 並無 出現令 每股 盈利 攤薄之 事項，故並 無為該 兩年
度 計算 每股 攤薄 盈利。

股息

董事局議決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任何末期股息。

管理層討 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營業額
為港幣 1,55 4,567, 000元，較上年度的港幣 1,26 4,605, 000元上升
23%。股東應佔淨溢利為港幣 16,655 ,000元，較上年度的港幣
79,237, 000元下降 79%。

香港的零售及分銷業務仍然是本集團的最主要收入來源，
佔集團整體營業額 65%（二零零零年：76%），其餘營業額分
別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及新加坡三個市場。

為提高bossini品牌價值及鞏固產品的市場定位，本集團於
本年度積極投放資源於廣告宣傳、店舖翻新及人力資源發
展等各方面。短期而言，有關投資難免會對盈利造成壓力；
但長遠來說，品牌形象及服務質素的提升能進一步奠定本
集團的業務基礎，有助日後全面拓展亞洲市場。

香港

本年內香港零售市道表現仍然疲弱。由於市民對經濟前景
信心不足，加上地產市道低迷及失業率持續高企，以致整
體消費意慾更趨謹慎。本集團於本年度的香港業務錄得港
幣 2,053,000元之 營運 溢利（二 零零 零年：港 幣 49,878,000
元）；雖然營業額上升 5%至港幣 1,007,795,000元及毛利率較
去年上調 1.6個百分點，然而年內本集團策略性增加廣告宣
傳、店舖翻新、招聘人才以及人力資源培訓方面的投資，影
響整體盈利。

香港市場的營運成本依然高昂，店舖租金佔本集團營運成
本之重大部分。雖然目前的租金相對一九九七年的高峰期
經已顯著回落，但較諸其 他地 區及按現時的經濟狀況而
言，目前的租金仍然處於偏高水平，對零售商構成相當壓
力。

去年底，本集團在香港的店舖數目為 36間，其後逐步增加
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之 41間。然而，鑑於零售市道持
續疲弱，本集團遂策略性調整店舖數目。於二零零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經營的店舖數目已回復至年初
之 36間。

中國大陸
本年內，國內的投資環境穩步向前，零售市場亦漸見增長，
市場潛力優厚。本集團相信國外品牌進軍中國市場的步伐
將迅速加快。

本集團年內積極開拓國內市場，直接經營的店鋪由上年底
的 9間增加至本年底的 33間；此外，本集團亦致力發展特許
經銷業務。本年度國內市場的營業額達港幣 200,371,000元，
較上年度之港幣 168,579,000元增加 19%；營運溢利則為港幣
12,417,000元，較上年度的港幣 17,989,000元減少 31%。盈利下
降主要因為本集團於年度內積極進行多項投資，包括增聘
人手及改善營運配套設施等。此外，由於年內本集團因應
業務的拓展而重新整合營運架構，在現階段，營運效率之
改善未能充分反映於本集團之業績內。

台灣

台灣市場過往一直由特許經銷商經營，但本集團於二零零
零年九月一日收購了台灣業務的經營權及資產，並直接經
營當地業務。本集團於本年底在 台灣共設有 55間零售店
舖。
雖然台灣的經濟下調，但當地業務一直為本集團帶來盈利
貢獻。在本年度的七個月經營期內，台灣市場為本集團帶
來港幣 160,733,000元的營業額。

新加坡
新加坡的經濟環境經去年迅速復元後，本年的增長速度已
逐步放緩。雖然如此，本集團在新加坡市場的營業額仍上
升 40%，總額達港幣 185,668,000元，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盈利
貢獻。

鑑於新加坡的經濟增長出現放緩，本集團亦作出策略性的
配合，減慢原定的店舖擴展計劃，待市場好轉後再考慮擴
充。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新加坡共設有
24間零售店舖（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9間）。

展望

展望來年，本集團將要接受不同的挑戰，但同時亦會面對
無限商機。
面對香港仍然疲弱的經濟環境，本集團在經營本地零售業
務時將更為審慎，並會因應實際情況調整業務，將營運規
模略為縮減，以配合市場發展。

本集團來年將會把業務擴張重點放於國內的成衣市場。在
營業額方面，預期中國市場可錄得三成的增長；除原有設
於廣州、上海、深圳及北京的直接經營店舖外，本集團計劃
在另外四個主要城市開設直接經營店舖，同時亦繼續拓展
特許經銷業務。

台灣是由本集團直接經營的一個新發展市場，但鑑於當地
經濟氣候仍然低迷及未見穩定，本集團在拓展台灣市場時
會保持審慎，零售店舖數目在未來一年將會維持在 55至 60
間之水平。本集團相信 bossini品牌在台灣的市場潛力無限，
預計來年台灣將晉身本集團第二大市場，繼續對本集團盈
利作出貢獻。

新加坡市場方面，雖然經濟增長步伐正逐步減慢，本集團
仍然有信心明年的營業額可錄得雙位數字的增長。

由於預計香港以外其他主要市場的業務在未來一年將出現
顯著增長，估計來年香港零售及分銷業務佔集團整體營業
額的百分比將下調至 50% 。
整體而言，隨著本集團繼續發展現時在香港、中國大陸、台
灣及新加坡之業務，並計劃在未來數年拓展多個亞洲新市
場，本集團的業務將更趨國際化，對保持集團盈利的穩定
性及增長能力有所裨益。

財政狀況

本集團年內仍以內部資金、銀行借貸及出入口信貸額為業
務發展提供資金。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
未動用的銀行信貸（包括商業資金、循環借貸及擔保）達港
幣 276,854,000元（ 二 零 零 零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港 幣
190,365,000元 ）。本 集 團 於 年 內 向 銀 行 取 得 一 筆 港 幣
45,000,000元的長期貸款，作為收購台灣業務的資金。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為港幣
526,060,000元（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514,384,000
元）。此外，收購台灣業務時產生之港幣 20,982,000元商譽，
已在本年度之儲備中作出撇賬。計算撇賬後，於二零零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股東權益為港幣 322,387,000元（二零零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330,640,000元）。

本集團的財政狀況保持穩健。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 1.98 （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85）； 總負債對股東權益比率為 0.63（二零零零年三月三
十一日：0.56），有關比率以總負債港幣 203,673,000元（二零
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83,744,000元）除以股東權益港
幣 322,387,000元（ 二 零 零 零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港 幣
330,640,000元）計算。此外，本集團的庫存管理亦顯著改善，
存貨可供銷售期由上年度的 48日降至本年度的 40日。

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上市證 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聯交所網頁登載年報
本公司 2000／ 2001年報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5(1)至 45(3)段所要求一切
資料，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頁內登載。

承董事局命
董事
羅家聖

香港，二零零一年七月五日

本公佈之全文可透過互聯網讀取。網址為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bossini。

茲通告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20號香港喜來登酒
店 3樓唐廳一召開股東週年大會，以便處理下列事項：

一、 省覽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審核財
務報表及董事局與核數師報告書。

二、 選舉董事。

三、 聘任核數師，並授權董事局釐定其酬金。

四、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
議案：

「動議藉增加額外 5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 1角之新
股，將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港幣 50,000,000元增至港幣
100,000,000元，該等新增股份與本公司現已發行股份
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地位及權利。」

五、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
議案：

「動議：

(A) 無條件授權董事局於有關期間內發行及分配為
數不超過本公司於此決議案通過之日已發行股
本面值總額 20%為限之待發新股，並就該等新股
作出或簽訂售股建議、協議或認股權；及

(B)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起至下列
較早日期止之期間：

(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b) 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或適用之法例規定
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期限屆滿之日；
及

(c) 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
以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

六、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
議案：

「動議：

(A) 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局於有關期間內
及在遵守所有適當法例下，行使本公司之所有權
力購回本公司股份；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B) 本公司依據 (A)項之批准於有關期間內購回本公

司股份之面值總額，不得超越本公司於此決議案
通過之日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 10%，而上述批准
亦因此須受限制；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起至下列
較早日期止之期間：

(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b) 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或適用之法例規定
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期限屆滿之日；
及

(c) 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
以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

七、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
議案：

「動議在載列於此會議通告之第六項決議案獲通過
下，根據載列於此會議通告之第五項決議案授予董事
局發行、分配或另行處理本公司待發股本之一般性授
權，將擴大至加入本公司根據載列於此會議通告之第
六項決議案授予之權力所購回本公司股本之面值總
額。」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陶志光

香港，二零零一年七月五日

附 註：

一、 凡有 權出 席股 東週年 大會 及投 票之股 東，可 委派 一位或 多位
受委代 表出席，並於 以投票方 式表決時 代其投票。受 委代表毋
須為 本公 司之 股東。受 委代 表之 委任書 連同 授權 書及其 他授
權文 件（如有）須於 大會 或其續 會指定 舉行時 間 48小時 前，送
達位於九龍大南西街 601-603號香港紗廠工業大廈第 1及第 2期
6樓 之本 公司 總辦 事處 方 為有 效。

二、 關於 上述 第四 項普通 決議 案，現 正尋求 股東 批准 增加本 公司
法 定股 本建 議。

三、 關於 上述 第五 項普通 決議 案，現 正尋求 股東 批准 賦予一 般性
授權以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配發股
份。惟 董事 局目 前並無 計劃 依據 該項批 准發 行本 公司任 何新
股。

四、 一份載有關於上述第六項普通決議案進一步資料之說明函
件，將隨 本公 司 之年 報寄 予股 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