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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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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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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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974,109 1,021,976
銷售成本 (461,939) (502,546)

毛利 512,170 519,430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27,950 28,815
銷售及分銷開支 (393,189) (404,244)
行政開支 (117,611) (113,878)
其他營運開支 (38,836) (10,210)

營運業務溢利╱（虧損） (9,516) 19,913
融資成本 4 (40) –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9,556) 19,913
所得稅開支 6 (2,266) (3,0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11,822) 16,9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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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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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1,760)

期內取消註冊海外業務之重新分類調整 (831) –

換算海外業務之兌換差額 5,803 (7,591)

於往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其他全面淨收益╱（虧損） 4,387 (9,35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7,435) 7,553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 (0.72港仙) 1.03港仙

攤薄 (0.72港仙) 1.0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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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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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6 52,026
投資物業 21,195 22,079
商標 1,164 1,164
可供出售投資 232,592 233,177
票據 – 38,775
遞延稅項資產 12,099 10,571
已付按金 46,400 78,035

非流動資產總值 365,566 435,827

流動資產
存貨 265,707 238,587
應收賬款 9 82,347 58,956
應收票據 8,183 31,031
已付按金 61,280 28,532
可收回稅項 6,189 6,189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38,326 37,389
票據 38,775 –
有抵押銀行存款 843 77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52,905 395,464

流動資產總值 854,555 79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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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14,846 190,611
應付票據 41,639 25,878
應繳稅項 4,298 7,287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917 2,311
衍生金融工具 3,919 3,294

流動負債總值 288,952 252,714

流動資產淨值 565,603 544,204

除流動負債後資產總值 931,169 980,031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9,221 20,888
遞延稅項負債 1,403 1,403
其他應付款項 814 2,372

非流動負債總值 11,438 24,663

資產淨值 919,731 955,368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63,894 163,774
儲備 755,837 791,594

權益總值 919,731 95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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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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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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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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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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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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貫徹計量，惟有關計量不包括利息收入及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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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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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地域分類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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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同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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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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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415 710,863 171,076 151,424 86,663 79,426 69,955 80,263 974,109 1,021,976
其他收入及收益 21,234 20,547 622 1,232 185 663 323 673 22,364 23,115

總計 667,649 731,410 171,698 152,656 86,848 80,089 70,278 80,936 996,473 1,045,091

分類業績 7,060 44,306 (12,592) (13,831) (5,603) (11,100) (3,967) (5,162) (15,102) 14,213

利息收入 5,586 5,700

營運業務溢利╱（虧損） (9,516) 19,913
融資成本 (40) –

除稅前溢利╱（虧損） (9,556) 19,913
所得稅開支 (2,266) (3,009)

期內溢利╱（虧損） (11,822) 16,904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銷售產生所在地劃分。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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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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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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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253 932,656 169,192 174,442 69,384 56,191 73,004 52,696 1,201,833 1,215,985

未分配資產 18,288 16,760

總資產 1,220,121 1,232,745

分類負債 227,722 212,768 38,032 32,267 18,061 14,437 10,874 9,215 294,689 268,687

未分配負債 5,701 8,690

總負債 300,390 27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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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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5,586 5,700

專利費收入 4,291 3,674

租金收入毛額 4,155 4,094

攤銷遞延收益 11,667 11,667

其他 2,251 3,680

27,950 28,815

4. 融資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40 –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存貨撥備╱（撥備撥回） (10,263) 1,233

折舊 16,292 23,397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淨虧損╱（收益）
－不符合作為對沖活動的交易 2,774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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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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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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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香港
期內支出 3,715 3,748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321)

即期－其他地區
期內支出 79 753

遞延 (1,528) (1,171)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2,266 3,009

7.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22港仙（二零一六年：無） 19,995 –

已宣派特別中期股息－無 

（二零一六年：每股普通股1.22港仙） – 19,966

19,995 19,966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港幣19,995,000元（二零一六年：特別
中期股息港幣19,966,000元）乃根據本公司之1,638,935,394股（二零一六年：1,636,535,394股）
已發行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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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
佔虧損港幣11,822,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6,904,000元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1,638,100,611股（二零一六年：1,636,535,394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
佔虧損港幣11,822,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6,904,000元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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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1,638,100,611股（二零一六年：
1,636,535,3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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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5,820股（二零一六年：3,083,111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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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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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24 54,250

一至兩個月 8,761 2,672

兩至三個月 855 741

超過三個月 3,007 1,293

82,347 5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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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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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58,000元（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港幣54,680,000元）。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計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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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50 33,318

一至兩個月 31,886 18,433

兩至三個月 3,677 1,325

超過三個月 1,645 1,604

78,158 5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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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局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22港仙（二零一六年：特別中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1.22港仙）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日營業時間結束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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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或之前
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星期四）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二）（包
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息，最
遲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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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球經濟形勢喜憂參半，各地區經濟增長趨向個別發展，並且大部份發達經
濟體的通脹率未達預期目標。儘管如此，由於全球金融環境利好，加上發達經濟
體同步復蘇，以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將繼續增長，全球經濟中期前景將
會較為樂觀。

由於中國大陸和亞洲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步伐依然穩健，亞洲地區經濟形勢特別
令人鼓舞，反映出這輪經濟復蘇勢頭強勁且基礎廣泛，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已達至
二零一一年以來的最高水平。由於具有良好的融資環境、普遍寬鬆的政策以及消
費信心增強，加上早期商品價格崩潰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已經基本消除，預計在二
零一八年這一輪週期性及廣泛的經濟復蘇將會持續。

中國大陸現正引領著亞太地區期待已久的經濟復蘇，廣泛的公共基建投資，加上
外貿經歷連續兩年下跌後已止跌回升，帶動了二零一七年中國大陸經濟的增長。
由於消費需求保持穩定，預期高新科技行業穩步復蘇，預計中國大陸經濟在二零
一八年將會繼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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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年在整體經濟下滑以及遊客消費模式轉變的打擊下，香港服裝零售業不斷
收縮，但是到二零一七年年底似乎已經見底回穩。

儘管如此，各種下行風險依然存在，包括地緣政治緊張、突發性資本外流、政策
不明朗以及中國大陸的政策急劇調整。

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主要由於服裝零售市場持續疲弱及競爭激烈，加上外匯兌換
波動，導致香港及澳門分類之零售及出口特許經營業務所產生之溢利下跌。於回
顧期內，本集團的整體收益下跌5%，同店銷售額下降2%。然而，同店銷售額在二
零一七╱一八財政年度第二季出現反彈，呈現正增長。有效的營銷策略令毛利率
提高2個百分點至53%。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市場表現正在改善，同店銷售額均
錄得正增長。本集團的出口特許經營業務在二零一七╱一八財政年度的上半年淨
新增5間店舖，足跡遍佈25個國家。

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下跌5%至港幣9.74億元（二
零一六年：港幣10.22億元）。毛利下跌1%至港幣5.12億元（二零一六年：港幣5.19

億元）。毛利率升至53%（二零一六年：51%）。

本集團營運虧損為港幣1.0千萬元（二零一六年：港幣2.0千萬元溢利），營運溢利
率為負1%（二零一六年：正2%）。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為港幣1.2千萬元（二零一六
年：港幣1.7千萬元溢利），每股基本虧損為0.72港仙（二零一六年：每股基本盈利1.03

港仙）。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為港幣3.54億元（二零一六
年：港幣4.31億元），現金淨額港幣3.54億元（二零一六年：港幣4.31億元）。此外，
本集團持有一項投資基金港幣2.33億元（二零一六年：港幣2.31億元）及一項票據
港幣3.9千萬元（二零一六年：港幣3.9千萬元）。存貨周轉期改善至105天（二零
一六年：113天）。

營運效益

回顧期內，由於中國大陸政府實施「一周一行」政策、更多深度旅遊而非零售購物，
加上旅客消費模式轉變，令本集團的營商環境越見困難。上述不利因素導致店內
消費下跌，因而影響了佔本集團綜合收益50%以上的香港及澳門地區零售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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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澳門和新加坡的同店銷售額分別下跌4%（二零一六年：6%跌幅）及8%（二
零一六年：8%跌幅）。中國大陸及台灣同店銷售額分別錄得9%增長（二零一六年： 

2%跌幅）及5%增長（二零一六年：2%跌幅）。本集團整體同店銷售額下跌2%（二零
一六年：6%跌幅）。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直接管理店舖的淨零售樓面總面積為
366,400平方呎（二零一六年：366,700平方呎），與去年相若。每平方呎銷售額下降
5%至港幣4,1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4,300元）。回顧期內，本集團營運開支佔總
收益56%（二零一六年：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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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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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 100% 1,022 100% –5%

銷售及分銷開支 393 40% 404 40% –3%
行政開支 118 12% 114 11% +3%
其他營運開支 39 4% 10 1% +280%

總營運開支 550 56% 528 52% +4%

業務回顧
分銷網絡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業務遍佈全球29個國家和地區，店舖總數
目為940間（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940間）。其中，直接管理店舖略降至282間（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284間），特許經營店舖數目為658間（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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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港新增1間店舖使店舖數目上升至41間（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40

間）。出口特許經營業務在全球淨增加5間店舖，總數達656間（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651間），足跡遍佈25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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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店舖數目為166間（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68間），當中包括164間（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63間）直接管理店舖及2間（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5間）
特許經營店舖。本集團於台灣及新加坡地區整合表現欠佳的店舖，在兩個地區的
店舖數目分別減少至61間（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63間）及16間（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18間）。

按地域和店舖類型劃分之分佈如下：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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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

中國大陸 164 2 163 5

台灣 61 – 63 –

新加坡 16 – 18 –

其他國家及地區 – 656 – 651

總計 282 658 284 656

市場及品牌推廣

為慶祝成立30周年，本集團增加市場推廣活動數目，以廣泛宣傳本集團的「就是
快樂」核心品牌價值。

本集團30周年慶祝計劃以韓國著名長滑板網絡紅人高孝周為主角，重點推廣市場
上首件「彈力無縫羽絨」產品。該計劃不僅使我們的品牌形象煥發青春活力，亦為
客戶帶來驚喜，深受年輕一代歡迎，配合我們致力拓展青壯年市場的策略。

我們通過推出多種優質日常服飾系列，清晰地展示了生活中積極正面的「就是快樂」
品牌理念，成為本集團在休閒服裝行業的競爭優勢。

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推出緊貼運動休閒潮流的「on-the-go」系列，提升了品牌在
客戶中的形象。這個產品開發計劃使本集團的客戶以及業務合作夥伴繼續體驗「就
是快樂」的品牌理念，充分演繹本集團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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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合作及授權產品

明亮、快樂以及形象鮮明的跨品牌及授權產品，一直是本集團產品組合的主要元
素，而近期推出的產品系列亦不例外。

幽默詼諧和異想天開的bossini x Emoji系列，以眾多在世界各地被廣泛使用的標誌
性表情符號為主角，精靈可愛的表情符號為各種服飾如牛仔外套、運動衛衣、長
外套以及長褲增添不少吸引力。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月與流行短信應用程式LINE合作，以深受大眾歡迎的LINE 

FRIENDS角色Brown、Cony以及Choco為主題，推出bossini x LINE FRIENDS系列，
產品包括男女童服裝，如親子圖案T恤、針織上衣和外套，以及折疊式手提袋、頸
枕及抓毛毛毯等隨身物品。

以上產品系列引起了熱烈迴響，促使我們繼續推出這些饒富趣味的服裝，以提升「就
是快樂」的核心品牌價值。

按市場劃分之營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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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本集團總收益的66%（二零一六年：69%）。其他地區方面，
中國大陸地區佔總收益的18%（二零一六年：15%）；台灣及新加坡地區則分別佔9%

（二零一六年：8%）及7%（二零一六年：8%）。

本集團總收益及每平方呎銷售總額均下跌5%，分別為港幣9.74億元（二零一六年：
港幣10.22億元）及港幣4,1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4,300元）。

香港及澳門

由於就業和收入狀況良好，個人消費增長，刺激內部需求呈穩步上升。因此，香
港零售業經歷了三年下滑後，似乎終於呈現轉機。各種令人鼓舞的跡象顯示整體
遊客人數正逐漸回升，並將在未來一年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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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大陸的「一周一行」政策、更多深度旅遊而非零售購物以及旅客消費模
式轉變，繼續影響中國大陸遊客所帶來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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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億元（二零
一六年：港幣7.12億元），下跌9%。零售業務的同店銷售額下降4%（二零一六年：
6%跌幅）。香港及澳門淨零售樓面總面積為125,800平方呎（二零一六年：126,600

平方呎），與去年相若，每平方呎銷售額則下降5%至港幣7,600元（二零一六年：
港幣8,000元）。直接管理店舖數目為41間（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40間）。營運
溢利為港幣1.2千萬元（二零一六年：港幣4.9千萬元），營運溢利率則為2%（二零
一六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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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間（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651間），遍及25個國家。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市場收益增加13%至港幣1.71億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51億元）。同店銷
售額錄得增長9%（二零一六年：2%跌幅）。每平方呎銷售額維持港幣1,900元（二零
一六年：港幣1,900元）。淨零售樓面總面積增長9%至147,000平方呎（二零一六年：
134,400平方呎）。總店舖數目為166間（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68間），包括164

間（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63間）直接管理店舖及2間（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5間）特許經營店舖。營運虧損為港幣1.2千萬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3千萬元），
營運溢利率則為負7%（二零一六年：負9%）。

台灣

台灣地區總收益上升10%至港幣8.7千萬元（二零一六年：港幣7.9千萬元）。儘管淨
零售樓面總面積下跌10%至69,400平方呎（二零一六年：76,900平方呎），每平方呎
銷售額仍顯著提升17%至港幣2,1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800元）。同店銷售額錄
得5%增長（二零一六年：2%跌幅）。本集團持續關閉區內表現欠佳的店舖，令直
接管理店舖減少至61間（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63間）。營運虧損為港幣6百萬
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1千萬元），營運溢利率則為負7%（二零一六年：負14%）。

新加坡

新加坡地區的收益下跌13%至港幣7.0千萬元（二零一六年：港幣8.0千萬元）。同店
銷售額錄得8%跌幅（二零一六年： 8%跌幅）。淨零售樓面總面積減少16%至24,200

平方呎（二零一六年：28,800平方呎），每平方呎銷售額下跌2%至港幣5,400元（二
零一六年：港幣5,500元）。由於繼續整合表現欠佳的店舖，直接管理店舖數目減
少至16間（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8間）。營運虧損為港幣4百萬元（二零一六年：
港幣5百萬元），營運溢利率則為負6%（二零一六年：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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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維持穩健財務狀況，現金及銀行結餘錄得
港幣3.54億元（二零一六年：港幣4.31億元），而現金淨額為港幣3.54億元（二零
一六年：港幣4.31億元）。本集團流動比率為2.96倍（二零一六年：2.72倍），總負
債對股東權益比率為33%（二零一六年：38%）。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二零一六年：無）。本集團
資產負債比率為零（二零一六年：零），計算基準為銀行貸款除以總權益，反映了
本集團謹慎的財務策略及穩健的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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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實行優化供應鏈，本集團存貨周轉期#減少至
105天（二零一六年：113天）。回顧期內，股東權益回報率為負3%（二零一六年：
正3%）。

# 期結日之存貨除以年度化銷售成本乘365天

或然負債

回顧期內，本集團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起之或然負債並無重大變動。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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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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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續為員工提供定期培訓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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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全球經濟增長遠超過預期，而預計在二零一八年會繼續增長，全球前
景將顯著改善。由於投資、製造業以及貿易復蘇，使二零一七年成為自二零一一
年以來經濟增長最為強勁的一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持續復蘇，可抵銷
發達經濟體略見溫和的經濟增長，以及其他下行風險，包括可能出現的財政壓力、
保護主義抬頭以及地緣政治局勢緊張等，預期投資、製造業及貿易復蘇可以持續。

中國大陸政府正收緊政策以應對各種金融、環保及社會問題，預期今年中國大陸
經濟將進入冷卻期。中國大陸政府表明未來數年將不再側重於經濟增長，而是把
重點轉向於解決金融風險、環境污染及貧窮等問題。中國大陸經濟在二零一七年
實現了強勁增長，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個加速減債的絕佳機遇，雖可能犧牲短
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但將改善中國大陸經濟的長遠前景。

回顧期內，香港零售銷售已見加快步伐，較去年同期有顯著增長，反映訪港旅客
人數明顯增加，消費氣氛樂觀。香港零售銷售的近期前景仍然普遍樂觀，因為就
業和收入狀況良好，加上旅遊業持續復蘇，加強消費者信心。

鑑於二零一七╱一八財政年度第二季香港及澳門、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同店銷售額
出現正增長，本集團期望財務表現將有所反彈。

本集團將加快推出多項舉措，其中包括：推出更多具功能性的產品、擴大青壯年
市場份額、繼續專注於中國大陸市場，其穩健增長的收益及電子商務平臺為該市
場未來發展創造許多機遇。此外，本集團將培育具發展潛力的出口特許經營市場、
進一步發展童裝產品系列、加強供應鏈管理以提高營運效率、繼續推出跨品牌及
授權產品項目，以及發展新一代的店舖概念，以提升品牌形象及增加顧客流量。

本集團將密切及持續管理這些重要的業務元素，並關注現有市場以及新興市場的
穩步發展，以確保本集團邁向成功及碩果豐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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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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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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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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善強先生及冼日明教授。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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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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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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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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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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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鄭善強先生、梁美嫻女士
及冼日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