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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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其準確性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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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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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
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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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1,641,171 1,958,043
銷售成本 (795,314) (921,550)

毛利 845,857 1,036,493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51,573 55,831
銷售及分銷開支 (723,742) (800,806)
行政開支 (252,340) (238,071)
其他營運開支 (55,870) (74,921)

營運業務虧損 (134,522) (21,474)
融資成本 4 (212) (40)

除稅前虧損 5 (134,734) (21,514)
所得稅開支 6 (4,371) (7,45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139,105) (28,972)

* 僅供識別



2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於往後期間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3,615)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2,066 –
年內取消註冊海外業務之重新分類調整 – (3,783)
換算海外業務之兌換差額 (1,021) 3,776

於往後期間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淨收益╱（虧損） 1,045 (3,62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138,060) (32,594)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8

基本 (8.48港仙) (1.77港仙)

攤薄 (8.48港仙) (1.77港仙)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3

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5,854 47,893
投資物業 18,543 20,311
商標 1,164 1,164
可供出售投資 – 229,562
遞延稅項資產 10,988 11,600
已付按金 58,504 45,902

非流動資產總值 135,053 356,432

流動資產
存貨 258,736 202,781
應收賬款 9 57,157 57,664
應收票據 3,209 30,397
已付按金 38,062 61,483
可收回稅項 4,484 4,61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47,656 35,055
衍生金融工具 – 1,188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231,942 –
票據 – 38,775
有抵押銀行存款 865 82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60,975 339,960

流動資產總值 803,086 772,74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賬項 10 170,293 193,760
合約負債 3,762 –
應付票據 21,744 18,649
應繳稅項 8,542 6,979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07 1,879
遞延收益 – 20,888
衍生金融工具 – 7,224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負債 520 –
計息銀行貸款 30,000 –

流動負債總值 234,968 249,379

流動資產淨值 568,118 523,364

除流動負債後資產總值 703,171 879,79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463 1,461
其他應付款項 1,733 2,510

非流動負債總值 3,196 3,971

資產淨值 699,975 875,825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 164,134 163,894
儲備 535,841 711,931

權益總值 699,975 87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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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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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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頒佈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轉撥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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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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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保險合約時一併應用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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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作出之澄清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期間 

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及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號之修訂

除下文所說明有關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經修訂）、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香港財務
匯報準則第15號及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經修訂）之影響外，採納上述新頒佈及經修訂
準則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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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新頒佈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之性質及影響載列如下：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經修訂）股份支付款項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2號（經修訂）闡述三大範疇：歸屬條件對計量以現金結算的股份付款交
易的影響；為僱員履行與以股份付款有關之稅務責任而預扣若干金額之以股份付款交易（附
有淨額結算特性之分類）；及倘修改以股份付款交易的條款及條件將其分類自現金結算變為
權益結算時的會計處理方式。該等修訂釐清，於計量權益結算以股份付款時用作就歸屬條
件入賬的方式亦適用於現金結算以股份付款。該等修訂引入例外情況，在符合若干條件下，
為僱員履行稅務責任而預扣若干金額的以股份付款交易（附有淨額結算特性），會完整地分
類為權益結算之股份付款交易。另外，該等修訂釐清，倘修改現金結算以股份付款交易的
條款及條件，導致其成為權益結算以股份付款交易，則該交易乃自修改日期起以權益結算
交易入賬。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現金結算以股份付款交易，亦無有關預扣稅而具有淨額結
算特性的以股份付款交易，故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影響。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取代香港會
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整合金融工具會計法之全部三個範疇：分類及計量、
減值以及對沖會計。對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已存在之項目，本集團已按過渡要求追溯應
用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本集團並無重列比較資料，亦無就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的期
初權益結餘確認任何重大過渡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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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續）

分類及計量

以下資料載列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對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包括以香港財務匯報
準則第9號的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已產生信貸虧損計
算的影響。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賬面值與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所
呈報結餘之對賬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計量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第9號計量

類別 金額 重新分類 金額 類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投資 (a) AFS1 229,562 (229,562) – 不適用
衍生金融工具 (b) FVPL2 1,188 (1,188) – 不適用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 不適用 – 230,750 230,750 FVPL2

金融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b) FVPL2 7,224 (7,224) – 不適用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 

列賬之金融負債 不適用 – 7,224 7,224 FVPL2

1 AFS：可供出售投資
2 FVPL：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負債

附註：

(a) 本集團將過往分類為可供出售投資之投資基金分類為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由於該項非權益
投資未能通過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內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測試。

(b) 本集團已將遠期貨幣合約分類為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負債，即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
則第9號所界定之對沖關係中不被指定為對沖工具之衍生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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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續）

減值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規定，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已付按金、其他應收賬項及票據之減
值將根據預期信貸虧損模式按十二個月基準或可使用年期基準入賬。本集團已採用簡化方式，
並將根據於所有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餘下年期內所有現金差額之現值，以可使用年期基準
估算之預期虧損入賬。此外，本集團已採用一般方法，並將根據未來十二個月內可能發生
於已付按金、其他應收賬項及票據之違約事件，以十二個月基準估算之預期信貸虧損入賬。
首次採納新減值方法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及其修訂本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收益及相關詮釋，除有限例外情況外，適用於所有客戶合約收益。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第15號制定一個新五步模式，以計算源自客戶合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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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或服務而有權換取的代價。香港財務匯報
準則第15號之原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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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分拆收益總額、關於履約責任、各期間之合約資產及負債賬目結餘變動以
及主要判斷及估計等資料。

本集團透過採用修訂追溯應用法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根據此方法，該項準則適
用於初始應用日期的所有合約或僅適用於當日尚未完成的合約。本集團選擇將該項準則應
用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尚未完成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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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續）

預收客戶代價

於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前，本集團將預先收取客戶代價確認為其他應付款項。根
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該金額分類為合約負債，並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獨立披露。

因此，於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後，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將於二零一八年
七月一日之預收客戶代價港幣5,999,000元由其他應付款項重新分類為合約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分類為其他應付款項之港幣3,512,000

元因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而分類為合約負債。

客戶忠誠獎勵計劃

本集團在其位於新加坡的零售店舖設有客戶忠誠獎勵計劃，讓客戶於零售店舖購買商品時
享有特別產品折扣。於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前，本集團提供的客戶忠誠獎勵計劃
導致遞延未來所給予折扣之公平值。本集團的結論是，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客戶
忠誠獎勵計劃產生單獨的履約責任，因為它們向客戶提供實質權利，並按該相對獨立售價
將部分交易價格分配至給客戶的特別產品折扣。

於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後，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將有關客戶忠誠獎勵計
劃之港幣427,000元由其他應付款項重新分類至合約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分類為其他應付款項之港幣250,000元
因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5號而分類為合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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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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稅項及計息銀行貸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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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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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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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101 1,304,091 331,853 340,454 153,099 175,512 104,118 137,986 1,641,171 1,958,043

其他收入及收益 38,797 41,848 1,357 1,563 206 337 520 666 40,880 44,414

總計 1,090,898 1,345,939 333,210 342,017 153,305 175,849 104,638 138,652 1,682,051 2,002,457

分類業績 (43,095) 13,113 (58,326) (30,840) (31,251) (12,037) (12,543) (3,127) (145,215) (32,891)

利息收入 10,693 11,417

營運業務虧損 (134,522) (21,474)

融資成本 (212) (40)

除稅前虧損 (134,734) (21,514)

所得稅開支 (4,371) (7,458)

年內虧損 (139,105) (28,972)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銷售產生所在地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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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地域分類（續）

香港及澳門 中國大陸 台灣 新加坡 綜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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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資產 625,370 853,946 204,118 156,202 49,337 52,421 43,842 50,390 922,667 1,112,959

未分配資產 15,472 16,216

總資產 938,139 1,129,175

分類負債 138,573 174,399 39,059 45,512 13,045 15,188 7,482 9,811 198,159 244,910

未分配負債 40,005 8,440

總負債 238,164 253,350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16,532 12,011 7,721 7,245 2,056 3,835 3,467 2,436 29,776 25,527

折舊 19,954 22,899 5,860 4,262 2,762 2,708 1,974 1,379 30,550 31,2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項目之減值 – – 1,246 – 413 119 1,340 – 2,999 119

出售╱撇銷物業、 

廠房及設備項目之 

淨虧損 6 527 180 19 207 18 2 27 395 591

存貨撥備╱ 

（撥備撥回） 5,990 (11,475) 946 (1,089) 1,177 (409) 84 (1,769) 8,197 (14,742)

應收賬款之減值╱ 

（減值撥回） – 288 – (366) – – – – – (78)

因火警而虧損之存貨 9,458 – – – – – – – 9,458 –

非流動資產** 57,368 59,211 2,860 3,097 2,250 4,142 3,083 2,918 65,561 69,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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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付按金
及可供出售投資。

有關一名主要客戶之資料：

收益約港幣133,856,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18,61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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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客戶合約收益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時間點已轉移之成衣零售及分銷 1,641,171 1,958,043

收益分拆資料

地區分類

香港及澳門 中國大陸 台灣 新加坡 綜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成衣零售及分銷 1,052,101 331,853 153,099 104,118 1,641,171

下表載列計入報告期初合約負債及自過往期間達成履約責任所確認的本報告期間已確認收
益金額：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成衣分銷 5,999
成衣零售－客戶忠誠獎勵計劃 427

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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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續）

本集團之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續）
履約責任
成衣零售及分銷

履約責任於交付貨品後產品控制權轉移予客戶時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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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10,693 11,417

專利費收入 7,932 8,158

租金收入毛額 8,789 8,371

攤銷遞延收益 20,888 23,333

其他 3,271 4,552

51,573 55,831

4. 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之利息 21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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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成本：
售出存貨之成本 787,117 936,292

存貨撥備╱（撥備撥回） 8,197 (14,742)

795,314 921,550

折舊 30,550 31,248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減值 2,999 119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淨虧損 395 591

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回 – (78)

租金收入淨額 (8,760) (8,34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淨虧損 

－不符合作為對沖活動的交易 – 2,742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負債之 

公平值淨收益
－不符合作為對沖活動的交易 (5,830) –

因火警而虧損之存貨（附註） 9,458 –

附註： 年內，位於香港之若干存貨因第三方倉庫發生火警而損毁。賬面值為港幣9,458,000元之已損毁存貨已撇銷
及包括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其他營運開支」。本集團正就賠償與保險公司進行接洽，根據董事
之評估，由於保險賠償仍存在不確定性，並且現時仍在初步商討階段，現階段未能估計潛在賠償之金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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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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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香港
年內支出 3,504 7,47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474) (70)

即期－其他地區
年內支出 727 1,023

遞延 614 (971)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4,371 7,458



14

7. 股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1.22港仙（二零一八年：1.22港仙） 20,032 19,995

擬派末期－每股普通股1.22港仙（二零一八年：1.22港仙） 20,024 19,995

40,056 39,990

年內擬派末期股息港幣20,024,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9,995,000元）乃根據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1,641,333,394股（二零一八年：1,638,935,394股）計算，並須待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
本公司股東批准。

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港幣139,105,000元（二零一八年：
港幣28,972,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640,719,421股（二零一八年：1,638,514,572

股）計算。

由於購股權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具反攤薄作用，因此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就攤薄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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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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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撥備後計應收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個月內 48,637 48,582

一至兩個月 5,014 5,326

兩至三個月 656 613

超過三個月 2,850 3,143

57,157 57,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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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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34,000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59,829,000元）。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計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個月內 26,771 45,150

一至兩個月 16,239 12,986

兩至三個月 1,878 1,129

超過三個月 3,846 564

48,734 59,829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一般於30天至60天內支付。

11. 已發行股本

股份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641,333,394股（二零一八年：1,638,935,394股） 
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164,134 163,894



16

11. 已發行股本（續）

年內之已發行股本變動載列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 1,637,735,394 163,774 28,223 191,997

行使購股權（附註a） 1,200,000 120 535 655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 1,638,935,394 163,894 28,758 192,652

行使購股權（附註b） 3,000,000 300 369 669

股份回購（附註c） (602,000) (60) (107) (16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641,333,394 164,134 29,020 193,154

附註：

(a)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1,200,000份購股權隨附之認購權按認購價每股港幣0.370元獲行使，致
使發行1,2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股份，總現金代價為港幣444,000元（未計開支），於該等購股權獲
行使時，相關購股權儲備港幣211,000元已轉撥至股份溢價賬內。

(b)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3,000,000份購股權隨附之認購權按認購價每股港幣0.160元獲行使，致
使發行3,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股份，總現金代價為港幣480,000元（未計開支），於該等購股權獲
行使時，相關購股權儲備港幣189,000元已轉撥至股份溢價賬內。

(c) 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602,000股普通股，總代價為港幣167,000元（未計開支）。年內已註銷
購回股份，而股份回購之已付溢價港幣107,000元已從股份溢價賬扣除。

12.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七日，本集團已完成出售賬面值為港幣8.5千萬元之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
賬之金融資產。本集團仍在評估該出售之財務影響，而該財務影響並未記錄於本年度之財
務報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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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局已通過建議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
年大會」）上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22港
仙（二零一八年：1.22港仙）。如獲股東批准，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向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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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末期股息。

就股東週年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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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星
期四）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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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遲須於二零一九
年十一月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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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716室。

就股息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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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
息，最遲須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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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716室。



18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鑒於貿易緊張局勢持續，國際政策高度不確定，商業信心不斷減弱，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全球經濟增長正在全面放緩。所有主要發達經濟體和大多數發展中地區的
增長前景，都受到國內外因素的共同影響而轉弱。在中東海灣地區，美國和伊朗
的緊張關係升溫。在持續的財政整頓措施和經濟緊縮政策的影響下，該地區非石
油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普遍低於預期，並已波及與消費相關的市場。

在東南亞地區，由於中國大陸進口需求減弱，全球資訊及通訊科技行業週期性放
緩，以及去年貿易保護主義增強，導致區內出口增長低迷。與此同時，全球貿易
緊張局勢再度升級，令整個地區的出口動力持續惡化。

中國大陸與美國歷時多月的貿易爭端已經對其經濟造成壓力。中國大陸在二零
一九年第二季度錄得近二十七年來最慢的經濟增速。內需成為了經濟的主要驅動
力，在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成衣業是增長第二最慢的行業，僅次於汽車業。

在香港，廣深港高鐵及港珠澳大橋於二零一八年底開通，香港與區內及全國的交
通連接更加便利，然而也導致遊客停留香港的時間縮短，對零售業可能造成負面
影響。此外，本地消費意欲亦缺乏刺激因素，消費者信心已跌至近年最低水平。

本集團於回顧年內面對充滿挑戰的經營環境，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主要由於本集
團所經營的核心市場氣候異常以及當地消費意欲低迷所致。本集團關閉表現欠佳
的店舖，整體收益下跌16%，同店銷售額減少9%，毛利減少18%，而毛利率減少1

個百分點至52%。

回顧年內，作為本集團擴闊版圖計劃的一部分，香港出口特許經營業務淨新增121

間店舖，足跡遍佈27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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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回顧年內，本集團錄得收益港幣16.41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9.58億元），下跌
16%。毛利下跌18%至港幣8.46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0.36億元），毛利率則減少
1個百分點至52%（二零一八年：53%）。

本集團於回顧年內的營運虧損為港幣1.35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1千萬元），營
運溢利率為負8%（二零一八年：負1%）。擁有人應佔虧損為港幣1.39億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2.9千萬元）。每股基本虧損為8.48港仙（二零一八年：1.77港仙）。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為港幣1.62億元（二零一八年：
港幣3.41億元），現金淨額則為港幣1.32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3.41億元）。此外，
本集團持有一項投資基金港幣2.32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30億元）。存貨周轉
期為119天（二零一八年：80天）。

營運效益

在社會不安狀況和中美貿易戰共同影響下，香港零售市場呈現一片愁雲慘霧，本
地零售銷售增長自二零一八年七月起顯著放緩。同時，人民幣貶值和香港地產及
投資市場向下，持續影響消費意欲，導致店內消費下跌，從而令佔本集團綜合收
益達65%的香港及澳門地區的銷售受到影響。

香港及澳門和新加坡的同店銷售額分別下降10%（二零一八年：2%跌幅）及9%（二
零一八年：5%跌幅）。中國大陸及台灣的同店銷售額分別錄得6%跌幅（二零一八年：
6%增長）及8%跌幅（二零一八年：3%增長）。本集團整體同店銷售額下跌9%（二零
一八年：1%跌幅）。

於回顧年內，香港及澳門、中國大陸、台灣以及新加坡的同店毛利分別下跌12%（二
零一八年：2%增長）、6%（二零一八年：4%增長）、10%（二零一八年：6%增長）
及5%（二零一八年：9%跌幅）。本集團整體同店毛利下跌11%（二零一八年：1%增
長）。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直接管理店舖的淨零售樓面總面積減至344,000

平方呎（二零一八年：359,100平方呎）。每平方呎銷售額減少至港幣 3,800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4,200元）。回顧年內，本集團營運開支佔總收益63%（二零一八年：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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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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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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1 100% 1,958 100% -16%

銷售及分銷開支 724 45% 801 41% -10%
行政開支 252 15% 238 12% +6%
其他營運開支 56 3% 75 4% -25%

總營運開支 1,032 63% 1,114 57% -7%

業務回顧
分銷網絡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業務遍佈全球31個國家和地區，店舖數目為1,061

間（二零一八年：938間），包括286間（二零一八年：284間）直接管理店舖及775間（二
零一八年：654間）特許經營店舖。

香港及澳門市場仍然為本集團的核心市場及主要收益來源，店舖數目穩定，維持
於 39間（二零一八年：40間）。

本集團專注於拓展具潛力的國際市場，持續發展出口特許經營業務，淨新增121間
店舖，足跡遍及27個國家。於回顧年內，本集團策略性地在中東和印度分別新增
108間及20間店舖，店舖總數增至775間（二零一八年：654間）。

中國大陸的直接管理店舖數目為175間（二零一八年：164間），策略性地分佈於人
口結構穩定及富裕的主要城市。回顧年內，本集團繼續調整於台灣及新加坡的市
場覆蓋率，店舖數目分別為57間（二零一八年：64間）及15間（二零一八年：16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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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域和店舖類型劃分之分佈如下：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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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40 –

中國大陸 175 – 164 –

台灣 57 – 64 –

新加坡 15 – 16 –

其他國家及地區 – 775 – 654

總計 286 775 284 654

市場及品牌推廣

「就是快樂」是本集團一直秉承的核心品牌價值，也是市場營銷推廣所圍繞的重心。
我們致力於宣揚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傳遞快樂。透過色彩豐富的產品及店舖
陳列，友善並服務殷勤的店員，加上適當地於產品中滲入幽默元素等，我們旨在
營造舒適輕鬆的購物環境，為顧客帶來愉快的購物體驗。

我們為顧客提供優質日常服飾及相關配飾，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仍堅定地以創意
和各種有利措施，加強品牌定位及提升品牌知名度。我們發揮線上與線下的互補，
拓展全渠道覆蓋，為消費者帶來滿意的購物體驗。

品牌合作及授權產品

本集團在多個市場與備受歡迎的品牌合作，開發及定期推出多種色彩繽紛且賞心
悅目的產品，激發顧客追求快樂和有趣的生活方式，鞏固他們對品牌的忠誠度。
回顧年內，本集團推出了5個全新的授權項目。

bossini x Coca-Cola系列以《Taste It, Make Bold》為主題，將可口可樂標誌性商標及
紅、白和黑三色設計與我們重塑的風格完美結合。

為慶祝米奇90週年，本集團推出bossini x Mickey 90《Beyond Classic》系列，演繹米
奇多年來的標誌性形象。男裝以米奇為主角，女裝主打粉彩色系，突顯米奇和米
妮甜蜜可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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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獅龍與小熊維尼合作的精品系列《Sweet As Can Bee》，靈感來自小熊維尼生活
的那片虛擬樂園The Hundred Acre Wood，並以此為產品視覺設計背景，由香港演
員及電視節目主持人何廣沛在戶外演繹開朗無憂的性格。

堡獅龍最新推出的反斗奇兵4聯乘系列《Disney • Pixar: It's Play Time!》活現深受大
眾喜愛的卡通角色：胡迪、巴斯光年和三眼仔，以及在反斗奇兵4新加入角色小叉、
阿得和賓尼。這個系列適合一家大細，成人和童裝系列提供多款圖案T恤、下裝和
連衣裙。

bossini x QEE系列《QEE my way》以奇思妙想、多姿多彩的生活態度開啓大腦創造
力，透過萌趣活力及時尚圖案，在成人和童裝服飾上展現QEE的潮流感。《QEE 

my way》與百變潮人鄭建鵬、言真夫婦攜手，引領大家勇敢抉擇，相信真我。

品牌合作和授權產品的市場策略令堡獅龍成功地突圍而出。集團所合作的品牌，
與我們有共同的快樂價值觀。這些廣受歡迎的卡通角色與堡獅龍的品牌相輔相成，
有助於鞏固及加強我們的市場曝光率和品牌價值，讓我們在激烈的競爭中仍能令
消費者留下深刻印象。

按市場劃分之營運表現

於回顧年內，香港及澳門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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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二零一八年：67%）；其他地區繼
續維持穩定的貢獻佔比，中國大陸市場佔總收益的20%（二零一八年：17%）；台
灣及新加坡市場則分別佔總收益的9%（二零一八年：9%）及6%（二零一八年：7%）。

香港及澳門

香港錄得近十年來最慢的季度經濟增長，在消費者需求疲弱和中美貿易戰的雙重
打擊下，經濟幾乎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香港零售市場表現呆滯，市場情緒低迷，
人民幣匯率疲弱，加上近期的社會不安，都增添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對脆弱的市
場表現造成了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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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內，香港及澳門包括零售及出口特許經營業務的收益為港幣10.52億元（二
零一八年：港幣13.04億元），跌幅為19%；直接管理店舖的同店銷售額下跌10%（二
零一八年：2%跌幅），同店毛利則下跌12%（二零一八年：2%增長）。淨零售樓面
總面積減少至110,800平方呎（二零一八年：125,000平方呎），每平方呎銷售額下
降9%至港幣7,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7,700元）。直接管理店舖數目為39間（二零
一八年：40間），保持平穩。營運虧損為港幣3.3千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4千萬
元溢利），營運溢利率則為負3%（二零一八年：正2%）。

回顧年內，本集團出口特許經營店舖數目淨增加121間，總數達775間（二零一八年：
654間），足跡遍及27個國家。本集團保持審慎並策略性地進行國際擴張計劃，以
發掘新興市場的機遇。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經濟正面對複雜的國內外環境，給零售行業帶來了種種挑戰。中國消
費者信心指數呈現波動，而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顯示中小型企業對前景擔憂。儘
管出口貿易保持增長動力，但進口方面已見放緩。

中國大陸市場的收益輕微下跌2%至港幣3.32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3.40億元）。
同店銷售額下跌6%（二零一八年：6%增長），同店毛利減少6%（二零一八年：4%

增長）。每平方呎銷售額下跌5%至港幣1,9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000元）。淨零
售樓面總面積增加8%至151,400平方呎（二零一八年：140,700平方呎）。中國大陸
市場直接管理的店舖總數為175間（二零一八年：164間）。營運虧損為港幣5.8千萬
元（二零一八年：港幣3.0千萬元），營運溢利率則為負17%（二零一八年：負9%）。

台灣

受國際貿易摩擦持續升溫和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加劇的影響，台灣的商業信號燈自
二零一九年持續在「衰退」與「增長」中「黃藍交替」。製造業亦有所萎縮，同時批發、
零售和餐飲業的銷售額亦見明顯波動。

回顧年內，本集團台灣業務的同店銷售額錄得8%跌幅（二零一八年：3%增長），
同店毛利下跌10%（二零一八年：6%增長）。總收益下跌13%至港幣1.53億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1.76億元）。淨零售樓面總面積減少12%至60,400平方呎（二零一八年：
68,800平方呎），每平方呎銷售額減少5%至港幣2,1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200

元）。本集團持續優化店舖網絡，整合表現不佳的店舖，直接管理店舖數目減少
至57間（二零一八年：64間）。營運虧損為港幣3.1千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2千
萬元），營運溢利率則為負20%（二零一八年：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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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由於全球經濟狀況惡化導致出口持續減少，新加坡經濟在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有
所萎縮，國內生產總值停滯不前，零售額持續下跌。

於回顧年內，新加坡業務的收益為港幣1.04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38億元），下
跌25%。同店銷售額按年下跌9%（二零一八年：5%跌幅），同店毛利下跌5%（二零
一八年：9%跌幅）。淨零售樓面總面積減少13%至21,400平方呎（二零一八年：
24,600平方呎），每平方呎銷售額下跌9%至港幣5,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5,500

元）。本集團持續調整店舖網絡，直接管理店舖的數目為15間（二零一八年：16間），
維持穩定。營運虧損為港幣1.3千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3百萬元），營運溢利率
為負13%（二零一八年：負2%）。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現金及銀行結餘錄得港
幣1.62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3.41億元），而現金淨額為港幣1.32億元（二零一八年：
港幣3.41億元）。本集團流動比率為3.42倍（二零一八年：3.10倍），總負債對股東
權益比率為34%（二零一八年：29%）。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貸
款為港幣3.0千萬元（二零一八年：無），資產負債比率為4%（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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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億元（二零一八
年：港幣4.98億元），當中港幣5.2千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0千萬元）經已動用。

本集團有若干投資及營運在使用美元及港幣以外貨幣的國家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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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以減低非美元及港幣計值之
重大交易所產生之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存貨周轉期#為119天，對比二零一八年的80天。
在回顧年內，本集團的股東權益回報率為負18%（二零一八年：負3%）。

# 年結日之存貨除以銷售成本乘365天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一項本金總額為港幣2.32億元（二零一八年：
港幣2.30億元）的投資基金。回顧年內，本集團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確認
一項利息收入港幣7百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7百萬元）及一項投資基金之公平值
變動港幣2百萬元收益（二零一八年：港幣4百萬元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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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經濟波動，取決於所屬業務行業、發行人和國家表現的相關債券回報，以及
其他外在因素，均可能影響投資基金到期前之價值。

或然負債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代替水電及租用物業按金之銀行擔保 3,463 3,606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澳門、中國大陸、台灣及新加坡共聘
用相當於1,900名（二零一八年：2,100名）全職員工。

本集團致力於吸納、培育和維繫優秀員工。我們重視並推動團隊精神，努力培養
積極進取，不斷進步的文化，為各級辦公室和店舖員工提供管理效率和認證課程
如「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的工作坊。

我們相信，充滿活力及能幹的工作團隊，是業務增長的原動力。作為一間學習型
機構，我們重視知識分享和終身學習。透過「堡獅龍學院」，我們鼓勵員工每日不
斷進步，精益求精。「堡獅龍學院」是我們的網上學習平台，在客戶服務、零售、
產品和其他最新的營銷信息等方面，為員工提供實用和基於實戰經驗的知識和技能。

我們繼續採用與工作表現掛鈎之薪酬機制，包括花紅、購股權計劃及一系列員工
福利如保險及退休計劃。

未來展望
在中美貿易緊張關係加劇以及英國脫歐懸而未決的艱難局勢下，二零一九年上半
年全球經濟活動動力不足。經濟增長面臨多種下行風險，包括貿易壁壘增多、政
府債台高築以及幾個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放緩速度超乎預期。受全球經濟增長緩慢、
財政政策空間有限和結構性阻礙擾亂或抑制投資等因素影響，預期新興市場和發
展中經濟體的投資增長繼續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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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為實現其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目標，將繼續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
穩健的貨幣政策，預期會加強支持力度，包括貫徹執行減稅降費以及有針對性的
貨幣寬鬆政策，從而穩定就業、貿易、金融市場、投資、外資和預期。中國大陸
政府近月已經加強力度，確保經濟運行在一個合理區間，國務院也已批示要採取
更多措施保證外貿平穩。

受到因不斷加劇的中美貿易摩擦引起的外在環境惡化，以及資產價格調整過程中
出現的內需疲弱的雙重打擊，香港經濟進一步減速。儘管有聯儲局在加息議題上
的溫和態度、正財富效應以及比較基數較低的有利條件，貿易摩擦導致的不確定
性將持續給香港帶來衝擊。二零一九年六月以來香港社會動盪及貿易爭端導致的
不確定因素，為香港在二零一九年經濟增長蒙上了陰影，前景不容樂觀。

經濟不景氣以及貿易爭端導致的不確定因素給中長期經濟前景帶來了風險。有鑒
於此，本集團的管理層需對市場發展持審慎和警惕的態度。然而挑戰與機遇並存，
本集團將繼續關注可能推動未來業務發展的潛在機會。本集團財政狀況穩健，足
以應對可能出現的挑戰。

出口特許經營業務是本集團的一個業務重點。我們將進一步優化在新興市場的銷
售網絡，強化我們的品牌形象及地位，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擴大市場覆蓋，提
升盈利能力。

我們將專注執行既定的未來規劃和策略，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我們將致力於重塑產品，展現一致的品牌個性，進一步體現品牌的核心價值。我
們將為主要的造型和功能產品推行一系列的市場推廣策略，滿足消費者不斷變化
的品味和喜好。此外，我們將制定全球店舖陳列執行方案，以統一品牌認知和形象。

零售市場在本地、區域和全球各個層面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我們將通過培育現
有市場和開發東南亞的新市場，重燃業務增長，充分利用「新零售」時代的機遇，
拓展線上到線下業務。中國大陸市場充滿活力和機會，我們將擴大發展中國大陸
的業務，致力扭虧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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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必須要決策靈活、百折不撓，隨時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我們將更新營運系
統，措施包括在營運上發揮最大程度的規模經濟效益，簡化業務模式，以及協同
利用內部與外部資源。我們將應用80/20定律，檢定我們的最佳資產和資源，有效
利用，從而提升營運效率。

此外，我們還將透過數碼化、運用大數據和資訊智能，創造和推動最大業務價值。
我們視人才為核心資產，將不斷培育和促進員工思維轉型，創新工作方式，從而
釋放個人潛能。

市場環境在本地、地區和全球各個層面，都充滿複雜和不確定因素。在中短期而
言，零售行業無可避免地面臨巨大挑戰，但長遠來說，本集團仍保持信心，透過
有效執行未來計劃和策略，推動我們的可持續發展。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合共
602,000股普通股，總代價（未計開支前）為港幣167,000元。所有購回之股份已於其
後註銷。

該等交易之詳情如下：

回購月份
購回普通股
股份數目

每股普通股股
份最高購買價

每股普通股股
份最低購買價

購買價總額 
（不包括費用）

港幣 港幣 港幣

二零一九年一月 602,000 0.280 0.275 1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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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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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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善強先生及冼日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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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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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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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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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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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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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獅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錢曼娟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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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