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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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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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2,319,265 2,523,369
銷售成本  (1,212,364) (1,259,342)
   

毛利  1,106,901 1,264,027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297,974 30,174
銷售及分銷開支  (828,234) (857,152)
行政開支  (230,999) (261,654)
其他營運開支  (41,336) (42,958)
   

營運業務溢利  304,306 132,437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溢利 4  304,306 132,437
所得稅開支 5  (12,185) (17,0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292,121 115,359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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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於往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
 全面收益╱（虧損）：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427) –
 取消註冊附屬公司時解除外匯
  波動儲備  (889) 623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14,316) (1,321)
   

於往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淨虧損  (15,632) (69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76,489 114,661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  17.87港仙 7.08港仙
   

 攤薄  17.80港仙 6.9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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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6,118 105,071
投資物業  23,847 25,615
商標  1,164 1,164
可供出售投資  232,568 –
遞延稅項資產  9,638 8,264
已付按金  74,212 79,578
預付款項  – 9,628
   

非流動資產總值  417,547 229,320
   

流動資產
存貨  259,803 287,186
應收賬款 8  51,680 54,996
應收票據  12,351 29,624
已付按金  34,475 31,080
可收回稅項  4,016 –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32,434 40,864
衍生金融工具  18 161
有抵押銀行存款  722 94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10,866 474,928
   

流動資產總值  906,365 919,788
   

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23,333 –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賬項 9  212,945 269,655
應付票據  30,755 36,363
應繳稅款  8,222 20,185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7,865 16,673
衍生金融工具  151 893
   

流動負債總值  283,271 343,769
   

流動資產淨值  623,094 576,019
   

除流動負債後資產總值  1,040,641 805,33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374 2,374
其他應付款項  2,308 749
遞延收益  44,221 –
   

非流動負債總值  48,903 3,123
   

資產淨值  991,738 802,216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63,654 162,960
儲備  828,084 639,256
   

權益總值  991,738 80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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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該等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匯報準則（「香港
財務匯報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匯報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所編製。此乃根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
惟衍生金融工具及可供出售投資以公平值計算。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計算，除特
別列明外，所有價值均約數至港幣千元計算。

就本年度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此外，經參考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後，本公司已於本財政年度內採納由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頒佈對上市規則有關財務資料披露的修訂。對財務報表的主要影響在於財務報表
內若干資料的呈列及披露。

本集團於該等財務報表並無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頒佈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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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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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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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經修訂）  之修訂－澄清可接納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經修訂）  之修訂－農業：生產性植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之修訂
 （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獨立財務報表中之權益法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及
 及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0號之修訂
 （經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公司之間的資產
  出售或注資  6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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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號及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2號（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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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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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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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5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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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 租賃  4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期間 多項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之修訂 1

 之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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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1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對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之實

體生效，因此不適用於本集團
6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惟可供提早採納

預期將適用於本集團之該等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之其他資料載列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載有對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披露範疇內重點集中改善的地方。該
等修訂釐清：

(i)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重要性規定；

(ii) 損益表及財務狀況表之特定項目可予細分；

(iii) 實體就彼等呈列財務報表附註之次序擁有靈活性；及

(iv)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分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必須作為單獨項目匯總呈
列，並且於將會或將不會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該等項目間進行歸類。

此外，該等修訂釐清於財務狀況表及損益表內呈列額外小計時適用之規定。本集團預期於
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起採納該等修訂。該等修訂預期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
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經修訂）釐清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38號中有關收益反映自經營業務（該資產為其一部分）產生的經濟利益而非通過使用
資產消耗的經濟利益模式的原則。因此，以收益為基礎的方法不可用於計算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折舊，並且僅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可用於攤銷無形資產。該等修訂將按未來適用法
應用。由於本集團並無使用以收益為基礎的方法計算其非流動資產的折舊，因此，預期該
等修訂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採納後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產生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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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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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二零一一年）及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0號之間有關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投入方面之規定之不一致情況。該等修訂規定，當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
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投入構成一項業務時，須全面確認收益或虧損。對於涉及並
無構成一項業務之資產之交易而言，由該交易產生的收益或虧損於該投資者的損益中確認，
惟僅以不相關投資者於該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權益為限。該等修訂將按前瞻基準應用。
本集團預期自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起採納該等修訂。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的最終版本，彙集金融工
具項目的所有階段，以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所有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的先前版本。
該項準則引入分類及計量、減值及對沖會計的新規定。本集團預期自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
起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本集團現時正在評估有關準則之影響。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1號（經修訂）規定共同經營（其中共同經營的活動構成一項業務）權益
的收購方須應用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的相關原則。該等修訂亦釐清於收購同一
共同經營的額外權益且保留共同控制權時，先前於共同經營所持權益不會重新計量。此外，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1號已增加豁免範疇，訂明當享有共同控制權的訂約各方（包括呈報實體）
受同一最終控制方的共同控制時，該等修訂並不適用。該等修訂適用於收購共同經營的初
始權益及收購同一共同經營之任何額外權益。預期該等修訂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採納後，
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產生任何影響。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制定全新五步模式，以計算源自客戶合約的收益。根據香港財務
匯報準則第15號，收益確認之金額為能反映實體預期向客戶轉讓商品或服務而有權換取的
代價。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的原則提供更具體的計量及確認收益方法。該準則亦引入
廣泛的定性及定量披露規定，包括劃分收益總額、關於履行責任之資料、各期間之合約資
產及負債賬目結餘變動以及主要判斷及估計。該準則將取代香港財務匯報準則項下所有現
時收益確認規定。於二零一五年九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經修
訂），將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延遲一年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
預期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現時正在評估採納香港財務匯
報準則第15號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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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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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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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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地域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按地域分類之收益、溢利
╱（虧損）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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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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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354 1,759,902 325,567 345,873 181,791 202,413 186,553 215,181 2,319,265 2,523,369
 其他收入及收益 288,300 15,969 1,476 2,625 698 350 1,527 1,571 292,001 20,515
          

總計 1,913,654 1,775,871 327,043 348,498 182,489 202,763 188,080 216,752 2,611,266 2,543,884
          

分類業績 349,979 154,841 (22,970) (7,618) (23,062) (10,887) (5,614) (13,558) 298,333 122,778
        

利息收入         5,973 9,659
          

營運業務溢利         304,306 132,437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溢利         304,306 132,437
所得稅開支         (12,185) (17,078)
          

年內溢利         292,121 115,359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銷售產生所在地劃分。

分類資產 991,386 664,127 203,530 343,925 55,046 59,680 60,296 73,112 1,310,258 1,140,844
        

未分配資產         13,654 8,264
          

總資產         1,323,912 1,149,108
          

分類負債 270,952 256,215 28,873 43,824 13,299 13,466 8,454 10,828 321,578 324,333
        

未分配負債         10,596 22,559
          

總負債         332,174 346,892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46,856 51,027 3,346 7,880 4,536 3,157 1,408 6,509 56,146 68,573
 折舊 45,441 42,736 6,422 5,068 3,055 1,766 2,455 4,665 57,373 54,235
 物業、廠房及設備
  項目之減值 16,659 6,000 – – – – 600 871 17,259 6,871
 出售╱撇銷物業、
  廠房及設備項目
  之淨虧損╱（收益） (265,148) (6) 2 (53) 125 104 218 76 (264,803) 121
 存貨撥備╱
  （撥備撥回） (4,268) 3,957 3,642 (10,073) 376 162 (1,979) 161 (2,229) (5,793)
 應收賬款之減值 1 – 1 81 – – – – 2 81
 非流動資產** 321,971 123,655 2,810 7,423 4,933 3,909 3,983 6,491 333,697 141,478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 上述有關非流動資產之資料乃根據資產所在地計算，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及已付按金
之非即期部份。

有關一名主要客戶之資料：
收益約港幣333,735,0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359,568,000元）乃來自香港及澳門分類向一名
單一客戶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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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乃扣除退貨及商品折扣後之售貨發票數額淨值。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成衣零售及分銷 2,319,265 2,523,369
  

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5,973 9,659

 已收索償款項 134 29

 專利費收入 6,937 6,342

 租金收入毛額 7,579 6,58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淨收益 264,803 –

 攤銷遞延收益 2,446 –

 其他 10,102 7,560
  

 297,974 30,174
  

 2,617,239 2,553,543
  

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成本：
 售出存貨之成本 1,214,593 1,265,135

 存貨撥備撥回 (2,229) (5,793)
  

 1,212,364 1,259,342
  

折舊 57,373 54,235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減值 17,259 6,871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淨虧損╱（收益） (264,803) 121

應收賬款之減值 2 81

租金收入淨額 (7,552) (6,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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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5) (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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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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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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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香港
 年內支出 11,106 17,13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65) (46)

即期－其他地區
 年內支出 2,694 2,57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4 (1,682)

遞延 (1,374) (906)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12,185 17,078
  

6. 股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無（二零一五年：每股普通股2.70港仙） – 43,991

特別中期－每股普通股1.22港仙（二零一五年：無） 19,962 –

擬派末期－無（二零一五年：每股普通股4.38港仙） – 71,376

擬派特別末期－每股普通股1.22港仙（二零一五年：無） 19,966 –
  

 39,928 115,367
  

年內擬派特別末期股息港幣19,966,000元（二零一五年：擬派末期股息港幣71,376,000元）乃
根據本公司已發行股份1,636,535,394股（二零一五年：1,629,595,394股）計算，並須待於應屆
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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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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港幣292,121,000元（二零一五年：
港幣115,359,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634,430,257股（二零一五年：
1,628,590,545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港幣292,121,000元（二零一五年：
港幣115,3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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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
已發行普通股1,634,430,257股（二零一五年：1,628,590,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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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4,611股（二零
一五年：42,125,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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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新貿易
客戶一般須預付款項外，各貿易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對未收回之應收賬
款維持嚴謹控制。逾期欠款由高級管理層定期作出審閱。鑑於以上所述以及本集團之應收
賬款分散於為數眾多之多類貿易客戶，故本集團並無高度集中之信貸風險。本集團並未就
其應收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用提升產品。應收賬款均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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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個月內 44,675 42,796

一至兩個月 3,441 3,516

兩至三個月 845 191

超過三個月 2,719 8,493
  

 51,680 5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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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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48,000元（二零
一五年：港幣84,243,000元）。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計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個月內 21,185 35,844

一至兩個月 30,841 35,895

兩至三個月 1,663 3,238

超過三個月 4,559 9,266
  

 58,248 8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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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局已通過建議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
年大會」）上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特別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22

港仙（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38港仙）。如獲股東批准，本公司將於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向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分別名列
本公司百慕達或香港股東名冊主冊或分冊之股東派付特別末期股息。

就股東週年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二）舉行股東週年大會。為確定有權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星
期四）至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最遲須於二零一六
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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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股息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至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
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獲派建議
特別末期股息，最遲須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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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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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全球經濟在二零一五╱一六年財政年度經歷溫和增長，但由於不明朗因素日見增
加，經濟增長有所緩和。亞洲依然是帶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但經濟增長放緩
的風險變得越趨可見。區內正面臨種種外圍挑戰，例如發達經濟體增長緩慢、新
興市場普遍增長放緩、環球貿易減弱、商品價格長期低迷，以及日益動盪的全球
金融市場，加上中國大陸經濟所需要的結構性調整，持續為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
帶來挑戰。

在香港，零售業於回顧年內持續下滑。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佈的零售業銷
貨額按月統計調查報告的數據顯示，於二零一五╱一六年財政年度（即二零一五
年七月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之十二個月），香港零售業銷貨價值較二零一四╱一五
年財政年度下跌8.1%。服裝行業的競爭仍然激烈，二零一五年年底異常和暖的冬
季氣候令競爭情況進一步惡化。

面對這些挑戰，本集團總收益下跌8%，同店銷售額下跌6%。然而回顧財政年內，
上半年度同店銷售額的跌幅為12%，下半年度情況有所改善，同店銷售額跌幅收
窄至1%。相較上半年財政年度，所有地區下半年度的同店銷售額均有改善。

此外，本集團於回顧年內與多個合作夥伴携手推出了多項授權項目，皆獲得顧客
的熱烈追捧。另外，本集團亦繼續擴張出口特許經營業務，新增設28間店舖，足
跡遍佈28個國家。

儘管面對挑戰，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依然穩健。全年現金淨額錄得新高，達港幣5.12

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4.76億元）。存貨周轉期亦有所改善至78天（二零一五年：
83天）。



15

財務表現

回顧年內，本集團收益下跌8%至港幣23.19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25.23億元），
毛利下降12%至港幣11.07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12.64億元）。毛利率下降2個百
分點至48%（二零一五年：50%）。收益及毛利的下跌主要由於在二零一五╱一六
年財政年度到訪香港和澳門的旅客有所減少，且港元維持強勢，導致港澳訪客消
費減少。加上本地消費意欲低迷，香港及澳門二零一五年年底異常和暖的冬季氣
候及集團於核心市場的競爭越趨激烈，皆進一步加劇本集團面對的挑戰。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營運溢利為港幣3.04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1.32億元），營運
溢利率為13%（二零一五年：5%）。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為港幣3.56

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1.77億元）。 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為港幣2.92億元（二零
一五年：港幣1.15億元）；每股基本盈利達17.87港仙（二零一五年：7.08港仙）。回
顧年內，扣除於損益賬確認之出售物業及售後租回安排的收益港幣2.68億元（二零
一五年：零）後，擁有人應佔溢利為港幣2.5千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1.15億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為港幣5.12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4.76

億元），現金淨額為港幣5.12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4.76億元），按年增長8%，均
創歷史新高。

營運效益

回顧年內，本集團錄得營運溢利下降（扣除出售物業及售後租回的安排之收益後），
主要由於集團香港及澳門零售業務下滑所致。本集團同店銷售額下跌6%（二零
一五年：1%增長）。香港和澳門的同店銷售額下降9%（二零一五年：持平）。而中
國大陸同店銷售額則下降5%（二零一五年：6%增長）；台灣同店銷售額下降6%（二
零一五年：7%增長）；新加坡錄得同店銷售額6%增長（二零一五年：2%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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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零售樓面總面積顯著增長10%至491,400平方
呎（二零一五年：444,900平方呎）。每平方呎銷售額下降至港幣3,600元（二零一五
年：港幣4,200元）。回顧年內，本集團營運開支佔總收益的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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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 佔收益 港幣 佔收益 轉變
 百萬元 百分比 百萬元 百分比 (%)

收益 2,319 100% 2,523 100% -8%
     

銷售及分銷開支 829 36% 857 34% -3%
行政開支 231 10% 262 10% -12%
其他營運開支 41 2% 43 2% -4%
     

總營運開支 1,101 48% 1,162 46% -5%
     

業務回顧
分銷網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業務遍佈全球32個國家和地區，店舖數目增至
947間（二零一五年：938間）。其中，本集團擁有280間（二零一五年：257間）直接
管理店舖及667間（二零一五年：681間）特許經營店舖。

回顧年內，香港及澳門市場繼續為本集團的核心市場及最大收益來源，新增2間店
舖，店舖數目增至42間（二零一五年：40間）。出口特許經營店舖數目淨增加28間，
總數達628間（二零一五年：600間）。本集團於中國大陸的店舖數目減少15間至186

間（二零一五年：201間），當中分別有147間（二零一五年：120間）直接管理店舖
及39間（二零一五年：81間）特許經營店舖。台灣店舖數目增至70間（二零一五年：
69間）；新加坡店舖數目則減至21間（二零一五年：28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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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域和店舖類型劃分之分佈如下：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直接管理 特許經營 直接管理 特許經營
 店舖 店舖 店舖 店舖

香港及澳門 42 – 40 –

中國大陸 147 39 120 81

台灣 70 – 69 –

新加坡 21 – 28 –

其他國家及地區 – 628 – 600
    

總計 280 667 257 681
    

市場及品牌推廣

在本財政年度內，本集團繼續致力於推動品牌推廣活動，建立市場認受性，鞏固
我們優質日常服飾品牌的聲譽。另外，本集團舉辦多項推廣活動，與客戶和業務
夥伴分享「就是快樂」的核心品牌價值。

品牌合作及授權產品

回顧年內，與國際知名品牌合作推出跨品牌及授權產品，仍然是本集團的重要發
展策略。這些產品不僅讓店舖產品組合更形豐富，還肩負向公眾傳遞我們「就是
快樂」核心品牌價值的重任。

建基於以往成功的合作基礎上，我們在二零一五年七月推出了bossini x Frozen童
裝系列， 以配合迪士尼二零一三年風靡一時的電影魔雪奇緣。我們在這個新的系
列中融入一些電影角色，除以「冰藍色」和「魔雪景」為主調外，同時新增了「翠綠色」
和「太陽花」元素以塑造清新風格。

回顧年內，本集團再度參與海洋公園全城哈囉喂合作企劃，並推出各種節日主題
服裝，包括以奇異怪誕的萬聖節為主題設計的印花T恤、斗篷、緊身褲及短裙。

另外，我們推出了bossini x STAR WARS服飾系列，為配合廣受歡迎的星球大戰系
列最新電影的上映，產品設計融入了電影中許多著名角色和標誌性圖案，推出後
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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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二零一五╱一六年財政年度下半年推出多個合作項目。第一個合作項目
是bossini x Sanrio Characters，與創作出風靡全球的Hello Kitty角色的日本公司
Sanrio聯手。合作商品主要針對兒童和青少年，包括一系列色彩鮮艷、印有他們
最喜歡的卡通人物圖案的T恤。

另外，本集團為年青男女而設的副線「Yb by bossini」在夏季與大家摯愛的糖果品
牌Skittles携手合作，特別推出Yb by bossini x Skittles & Doublemint聯乘系列。

第三個合作項目是bossini x Finding Dory系列。我們與2016年夏季大熱的海底奇兵
2電影製作公司合作，專門設計了一系列童裝服飾，包括印有Dory角色的男女童裝
T恤，女童的夏季連衣裙和男童的沙灘短褲，還有一系列配件如沙灘袋和襪子。

按市場劃分之營運表現

香港及澳門地區收益佔本集團綜合收益的70%（二零一五年：69%），中國大陸市
場收益佔綜合收益的14%（二零一五年：14%）；台灣及新加坡市場則分別佔綜合
收益的8%（二零一五年：8%）及8%（二零一五年：9%）。作為本集團的主要市場，
香港及澳門地區銷售額下跌令本集團的營運溢利（扣除出售物業及售後租回安排
的收益後）於回顧年內整體下滑。

香港及澳門

到訪香港及澳門旅客人數持續下跌，尤其是中國大陸訪客，由於政治氣氛緊張、
人民幣貶值及港元強勢，故減少考慮以香港作為旅遊目的地。其他外圍因素包括
受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影響，均導致回顧年內旅客流量減少。

香港及澳門市場，包括零售及出口特許經營業務，總收益為港幣16.25億元（二零
一五年：港幣17.60億元），下跌8%，同店銷售額於年內下降9%（二零一五年：持
平），同店銷售額於上半年財政年度下降14%，但於下半年度改善至3%跌幅，令
全年跌幅得以收窄。相較而言，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佈的零售業銷貨額按
月統計調查報告的數據顯示，二零一五╱一六年財政年度（即二零一五年七月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之十二個月），香港零售業銷貨價值較二零一四╱一五年財政年
度下跌8.1%，而二零一六年首六個月和二零一五年同期比較，香港零售業銷貨價
值下跌10.5%。此區零售樓面總面積為157,200平方呎（二零一五年：141,400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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呎），按年增長11%。每平方呎銷售額下降15%至港幣7,2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
8,500元）。直接管理店舖數目為42間（二零一五年：40間）。年內營運溢利（包括出
售物業及售後租回安排的收益港幣2.68億元（二零一五年：無））為港幣3.53億元（二
零一五年：港幣1.58億元），營運溢利率則為22%（二零一五年：9%）。

回顧年內，本集團出口特許經營業務新增28間店舖，總數達628間（二零一五年：
600間），遍及28個國家。

中國大陸

由於中國大陸經濟仍處於轉型期，由製造業及資本投資轉向以服務業及國內消費
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經濟增長因此持續放緩。加上人民幣貶值，削弱了消
費動力。於回顧年內，經濟前景不明朗影響顧客消費意欲，為零售市場帶來挑戰。

中國大陸市場錄得收益港幣3.26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3.46億元），下降6%。同
店銷售額於年內下降5%（二零一五年：6%增長），同店銷售額於上半年財政年度
下跌8%，但在下半年度有所改善，跌幅收窄至3%。零售樓面總面積為226,300平
方呎（二零一五年：189,500平方呎），顯著增長19%，店舖數目為186間（二零一五
年：201間），當中包括直接管理店舖147間（二零一五年：120間）及特許經營店舖
39間（二零一五年：81間）。每平方呎銷售額下降14%至港幣1,200元（二零一五年：
港幣1,400元）。該市場於年內營運虧損為港幣2.0千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1百萬
元虧損），營運溢利率則為負6%（二零一五年：0%）。

台灣

台灣作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於回顧年內，經濟增長處於甚低水平。台灣地區錄
得總收益港幣1.82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2.02億元），下跌10%。零售樓面總面積
為80,000平方呎（二零一五年：81,300平方呎），下跌2%，直接管理店舖為70間（二
零一五年：69間）。同店銷售額下降6%（二零一五年：7%增長），上半年財政年度
同店銷售額錄得14%下跌，而下半年度有所改善，錄得2%增長。每平方呎銷售額
下降9%至港幣2,1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2,300元）。該地區年內營運虧損為港幣2.3

千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1.1千萬元虧損），營運溢利率則為負13%（二零一五年：
負5%）。

新加坡

中國大陸是新加坡最大的出口夥伴，因此，依賴出口的新加坡經濟極容易受到中
國大陸市場需求波動所影響。於回顧年內，本集團在新加坡的總收益為港幣1.87

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2.15億元），下跌13%。零售樓面總面積為27,900平方呎（二
零一五年：32,700平方呎），減少15%，每平方呎銷售額下降2%至港幣6,000元（二
零一五年：港幣6,100元）。而直接管理店舖數目減少7間至21間（二零一五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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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於回顧年內，新加坡同店銷售額增長6%（二零一五年： 2%跌幅），由上半年
財政年度的1%下跌提升至下半年財政年度的14%增長。該市場的營運虧損總額為
港幣6百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1.4千萬元虧損），營運溢利率則為負3%（二零
一五年：負7%）。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穩健財務狀況，現金及銀行結餘錄得港幣5.12

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4.76億元），而現金淨額為港幣5.12億元（二零一五年：港
幣4.76億元），兩者於年內皆創下新高。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3.20倍（二零一五年：
2.68倍），總負債對股東權益比率為33%（二零一五年：43%）。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二零一五年：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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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銀行信貸額為港幣4.38億元（二
零一五年：港幣4.38億元），當中港幣3.5千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4.4千萬元）經
已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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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存貨周轉期#為78天（二零一五年：83天）。在回
顧年內，本集團的股東權益回報率為33%（二零一五年：14%）。

# 年結日之存貨除以年度化銷售成本乘365天

出售物業及售後租回安排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臨時買賣協議，以現金代
價港幣3.50億元，出售位於澳門的物業。此外，根據上述協議，於完成交易時，本
集團與買方將訂立租賃協議，據此，本集團將租回該物業供本集團之用，由交易
完成日期，即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起計為期三年。於三年期屆滿後，本集
團有權續簽再三年固定年期之租賃協議。該出售物業及售後租回安排使集團獲得
港幣2.68億元之收益，並於回顧年內損益賬上確認。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評估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認為部分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出現減值，由於香港及澳門零售市場前景不明朗及於新加坡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項目之現金產生單位表現欠佳，因此，香港及澳門地區和新加坡地區於本年度分
別錄得減值港幣1.7千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6百萬元）及港幣0.6百萬元（二零
一五年：港幣0.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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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代替水電及租用物業按金之銀行擔保 4,439 7,516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澳門、中國大陸、台灣及新加坡共聘
用相當於2,200名（二零一五年：2,300名）全職員工。

我們堅持承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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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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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展望
毫無疑問，全球經濟正面臨著許多不明朗因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二零一六年
及二零一七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調低0.1個百分點，與去年持平，這是自二零零八
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又一緩慢的年度增長。

此外，眾多不利因素如地緣政治動盪、保護主義抬頭及恐怖襲擊蔓延，皆可窒礙
經濟增長。英國在二零一六年六月脫離歐盟組織公投後，為全球經濟增長帶來不
利影響，這些嚴重的不明朗因素正蔓延全球，並可能通過不同渠道，包括銀行業
緊張、金融市場動盪及投資與消費動力不足，而加劇其帶來的動盪。基於以上原
因，全球經濟發展仍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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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方面，由於英國脫歐公投，全球經濟不穩，聯儲銀行暫緩加息，而這措
施將會持續較長時間，超過原來預期。英國脫歐後，歐洲經濟將難免放緩，加劇
對美國出口市場的衝擊。

中國大陸方面，如同其它主要經濟體，英國脫歐事件造成歐洲經濟不穩定，將在
短期內影響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歐洲經濟衰退對中國大陸出口當地產生不利影響，
同時將無可避免地阻礙中國大陸在歐洲市場的投資。

香港市場受困於不斷出現的經濟挑戰及與美元掛鈎的強勢港元，加上政治氣氛緊
張，中國大陸旅客減少考慮以香港作為旅遊目的地。目前，零售市場前景仍不明
朗，由於入境旅遊疲弱，加上現時經濟氣候較差，本地消費情緒愈趨保守。

本集團已制定未來計劃及策略，以應對目前的挑戰。本集團以擴大青年人市場份
額為主要增長策略，並發展更多更具功能性的產品，以迎合市場殷切需求，並通
過優化現有產品尺寸及跳碼系統，以擴闊顧客群。另外，本集團將繼續拓展童裝
系列，並強化供應鏈管理，提升整體營運效率。我們亦計劃培養幾個具發展潛力
的出口市場，在集團內全面推行成本控制方案，如協商更低租金，簡化店舖裝修
及傢私設備以降低成本。

最後，本集團將與新及現有的合作夥伴開發更多經典系列產品。至今，這些合作
項目均有助彰顯本集團「就是快樂」的核心品牌價值和形象。本集團將繼續以此為
本，面對挑戰，將「bossini」建立為有活力、價值及競爭力的流行品牌，竭力促進
業務持續增長、提高盈利能力及顧客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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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概無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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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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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公佈之審閱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同意初步公佈所載之關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與相關附註之數字，與本集
團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一致。本公司核數師就此方面進行之工作並
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項目準則或香港審
計項目準則之審計保證，因此本公司核數師並無就初步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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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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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具體查
詢，董事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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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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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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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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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