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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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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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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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699,414 875,412
銷售成本 (343,656) (418,096)

毛利 355,758 457,316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11,840 27,103
銷售及分銷開支 (313,702) (366,830)
行政開支 (116,494) (121,459)
其他營運開支 (18,979) (19,941)

營運業務虧損 (81,577) (23,811)
融資成本 4 (9,075) (59)

除稅前虧損 5 (90,652) (23,870)
所得稅開支 6 (3,035) (1,8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93,687) (25,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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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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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往後期間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367 1,451

換算海外業務之兌換差額 (7,184) (2,232)

於往後期間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淨虧損 (5,817) (78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99,504) (26,529)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8

基本 (5.71港仙) (1.57港仙)

攤薄 (5.71港仙) (1.5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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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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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04 45,854
投資物業 17,660 18,543
使用權資產 1 355,795 –
商標 1,164 1,164
遞延稅項資產 10,179 10,988
已付按金 52,251 58,504

非流動資產總值 485,253 135,053

流動資產
存貨 267,097 258,736
應收賬款 9 64,380 57,157
應收票據 2,017 3,209
已付按金 41,170 38,062
可收回稅項 4,484 4,484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49,367 47,656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011 231,942
有抵押銀行存款 110 86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2,250 160,975

流動資產總值 691,886 803,08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賬項 10 160,963 170,293
合約負債 3,011 3,762
應付票據 25,394 21,744
應繳稅項 13,046 8,542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7 107
租賃負債 1 184,271 –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負債 441 520
計息銀行貸款 30,000 30,000

流動負債總值 417,133 234,968

流動資產淨值 274,753 568,118

除流動負債後資產總值 760,006 703,17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463 1,463
租賃負債 1 195,614 –
其他應付款項 2,685 1,733

非流動負債總值 199,762 3,196

資產淨值 560,244 699,975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 164,134 164,134
儲備 396,110 535,841

權益總值 560,244 69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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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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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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9號之修訂 

－具有負補償之預付款項特點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期間 

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3號及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1號
之修訂

除下文所說明有關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之影響外，採納上述經修訂準則對本中期財務
資料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變動之性質及影響載列如下：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15號經營租賃－優惠及
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交易的內容。該準則載列確認、
計量、呈列及披露租賃的原則，並要求承租人就所有租賃根據單一資產負債表模式入賬。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大致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出租人會計處理方式。出租人將
繼續使用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中類似的原則將租賃分類為經營或融資租賃。因此，香港
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為出租人的租賃並無任何財務影響。

本集團採用修訂追溯方法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初始應用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七月
一日。根據此方法，該項準則已追溯應用，初始應用之累計影響確認為對於二零一九年七
月一日保留溢利期初結餘之調整，而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比較資料並無重列，並繼
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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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租賃的新定義

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如合約為換取代價而給予在一段時間內控制可識別資產使
用的權利，則該合約為租賃或包含租賃。當客戶有權從已識別資產的使用中獲得絕大部分
經濟利益，又有權指示已識別資產的使用時，即表示具有控制權。本集團選擇應用過渡性
的可行權宜方法，以允許該準則僅適用於先前於首次應用日期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及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確定為租賃的合約。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

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未確定為租賃的合約不會重新評估。因此，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項下的租賃定義僅適用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變更
的合約。

於包含租賃部分的合約開始或獲重新評估時，本集團根據其獨立價格將合約中的代價分配
予各個租賃及非租賃部分。承租人可採用可行權宜方法（本集團已採納該方法），不區分非
租賃部分及就租賃及相關非租賃部分（例如物業租賃的物業管理服務）作為單一租賃部分入賬。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

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的影響性質

本集團擁有多項物業的租賃合約。作為承租人，本集團先前根據對租賃是否將資產擁有權
的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轉移至本集團的評估，將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根據香
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本集團採用單一方法確認及計量所有租賃的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惟低價值資產租賃（按個別租賃基準選擇）及短期租賃（按相關資產類別選擇）的兩項選擇性
豁免除外。本集團已選擇不就(i)低價值資產（例如辦公室設備）租賃；及(ii)於開始日期時租
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相反，本集團在租期內以直線法
確認與該等租賃相關的租賃付款為開支。

過渡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的租賃負債按剩餘租賃付款的現值確認，經使用二零一九年七月一
日的增量借貸利率貼現，並計入租賃負債內。

使用權資產按賬面值確認，猶如該準則一直獲應用，惟增量借貸利率除外，而本集團已於
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應用增量借貸利率。所有該等資產均於該日期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作減值評估。本集團選擇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獨立呈列使用權資產。

就先前計入投資物業並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計量的租賃土地及樓宇（持作賺取
租金收入及╱或資本增值）而言，本集團繼續將其計入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的投資物業，
並繼續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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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續）

過渡影響（續）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以下選擇性可行權
宜方法：

－ 對租期於首次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結束的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 如合約包含延期╱終止租賃的選擇權，則於事後釐定租賃期。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產生的影響如下：

增加╱（減少）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資產  
使用權資產增加 367,853

資產總值增加 367,853

負債
租賃負債增加 390,178
應計賬項減少 (1,778)

負債總值增加 388,400

權益
保留溢利減少 (20,547)

權益總值減少 (2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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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續）

過渡影響（續）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的租賃負債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經營租賃承擔對賬如下：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經營租賃承擔 474,47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加權平均增量借貸利率 3.6%-4.9%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之貼現經營租賃承擔 426,472

減：短期租賃及餘下租期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或之前結束之租賃相關之承擔 (60,046)

  低價值資產租賃相關之承擔 (47)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尚未生效之已簽訂合約相關之承擔 (17,901)

加：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確認之可選延期之付款 41,700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之租賃負債 390,178

新會計政策概要

自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6號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中披露的有關租賃的會計政策已被以下新會計政策取代：

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於租賃開始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攤銷及任何減值虧損計量，
並就重新計量租賃負債作出調整。使用權資產的成本包括已確認的租賃負債金額、已產生
的初始直接成本，以及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租賃付款減已收取的任何租賃優惠。除非
本集團合理確定在租期結束時取得租賃資產的所有權，否則已確認的使用權資產在估計使
用年期及租期（以較短者為準）內按直線法攤銷。倘使用權資產符合投資物業的定義，則計
入投資物業。根據本集團有關「投資物業」的政策，相應使用權資產初始按成本計量，其後
則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計量。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使用權資產
港幣355,795,000元已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為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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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新會計政策概要（續）

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於租賃開始日期按租賃期內將作出的租賃付款之現值予以確認。租賃付款包括固
定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基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款，以
及剩餘價值保證下的預期應付款項。租賃付款亦包括本集團合理確定行使的購買選擇權的
行使價及有關終止租賃而支付的罰款（如租期反映本集團行使終止租賃選擇權）。不取決於
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款在出現觸發付款的事件或情況的期間內確認為開支。

計算租賃付款的現值時，如租賃內所隱含的利率不易釐定，則本集團使用於租賃開始日期
的增量借貸利率計算。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的金額增加，反映利息的增加，並就作出的
租賃付款而減少。此外，如租賃負債有修改、租賃付款日後因指數或利率變動出現變動、租
賃期限發生變化、實質固定租賃付款變化或購買相關資產的評估變更，租賃負債的賬面值
將重新計量。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租賃負債港幣184,271,000元及港幣195,614,000

元已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分別確認為流動及非流動負債。

釐定有重續選擇權的合約之租期時作出的重大判斷

本集團將租期釐定為不可撤銷租賃期限，連同（如合理確定將行使選擇權）延長租賃的選擇
權涵蓋的任何期間或（如合理確定不行使選擇權）終止租賃的選擇權涵蓋的任何期間。

本集團可根據其部分租賃選擇進一步延長物業的租期一至三年。本集團會作出判斷以評估
是否合理確定行使續期選擇權。本集團會考慮其行使續期創造的經濟效益的所有相關因素。

租賃開始日期後，如發生本集團控制範圍內且影響本集團行使續期選擇權的能力的重大事
件或情況變化，本集團會重新評估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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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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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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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地域分類之收益及溢利╱（虧損）分析，
連同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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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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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387 577,085 162,100 166,971 74,653 77,771 53,274 53,585 699,414 875,412

其他收入及收益 8,635 20,340 687 441 291 123 127 98 9,740 21,002

總計 418,022 597,425 162,787 167,412 74,944 77,894 53,401 53,683 709,154 896,414

分類業績 (42,914) 12,038 (31,606) (23,183) (2,567) (13,495) (6,590) (5,272) (83,677) (29,912)

利息收入 2,100 6,101

營運業務虧損 (81,577) (23,811)

融資成本 (9,075) (59)

除稅前虧損 (90,652) (23,870)

所得稅開支 (3,035) (1,878)

期內虧損 (93,687) (2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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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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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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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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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438 625,370 290,243 204,118 57,168 49,337 99,627 43,842 1,162,476 922,667

未分配資產 14,663 15,472

總資產 1,177,139 938,139

分類負債 371,889 138,573 121,733 39,059 19,937 13,045 58,827 7,482 572,386 198,159

未分配負債 44,509 40,005

總負債 616,895 23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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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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約客戶收益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時間點已轉移之成衣零售及分銷 699,414 875,412

收益分拆資料

地域分類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地域分類之收益分析，連同二零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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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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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衣零售及分銷 409,387 577,085 162,100 166,971 74,653 77,771 53,274 53,585 699,414 87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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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2,100 6,101

專利費收入 3,413 3,706

租金收入毛額 4,304 4,336

攤銷遞延收益 – 11,667

其他 2,023 1,293

11,840 2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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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賃負債之利息 8,586 –

銀行貸款之利息 489 59

9,075 59

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存貨撥備╱（撥備撥回） 1,557 (5)

使用權資產折舊 93,022 –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及投資物業折舊 15,926 1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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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 (6,209)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2,4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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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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香港
期內支出 1,780 2,259

即期－其他地區
期內支出 446 –

遞延 809 (381)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3,035 1,878

7.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派中期股息－無 

（二零一八年：每股普通股1.22港仙） – 20,032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港幣20,032,000元乃根據本公司已發行股份1,641,935,394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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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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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87,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5,748,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41,333,394股（二零一八年：1,640,063,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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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並無就攤薄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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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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
客戶與為數眾多之多類型客戶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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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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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50 48,637

一至兩個月 6,887 5,014

兩至三個月 608 656

超過三個月 2,235 2,850

64,380 5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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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98,000元（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港幣48,734,000元）。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計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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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49 26,771

一至兩個月 13,997 16,239

兩至三個月 5,840 1,878

超過三個月 1,112 3,846

49,398 48,734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一般於30天至60天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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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已發行股本

股份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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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641,333,394股） 
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164,134 164,134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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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 1,638,935,394 163,894 28,758 192,652

行使購股權（附註a） 3,000,000 300 369 669

股份回購（附註b） (602,000) (60) (107) (16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41,333,394 164,134 29,020 193,154

附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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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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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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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
每股普通股1.22港仙）。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貿易政策不確定、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主要新興市場經
濟體的緊張態勢，持續對全球經濟活動帶來壓力。在中東，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生
產設施遭到襲擊，令美國和伊朗之間的緊張關係進一步惡化。此外，區內其他多
處地區亦因經濟和政治問題而觸發了大型示威抗議活動。由於油價低迷和石油供
應過剩，二零一九年海灣合作委員會成員國的平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放緩。

在東南亞地區，儘管強勁的國內需求抵消了部分不利因素，區內一些較為開放的
經濟體正面臨中美貿易衝突和電子產品週期下滑的雙重打擊。預期整體上亞洲的
發展中國家將經歷增長放緩。

中美貿易衝突再次升級，二零一九年中國大陸處於貿易戰中，出口增長大幅放緩。
國內消費已成為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最主要部分，但行業間表現各異。以服裝業
為例，在二零一九年面對種種挑戰，導致其年度增長低於其他消費品。

本集團在回顧期內面對充滿挑戰的營商環境。期內擁有人應佔虧損擴大主要由於
到訪香港旅客銳減、中美貿易爭端、在本集團所經營的多個核心市場消費意欲低
迷以及冬季氣候異常偏暖。自二零一九年七月以來，香港零售業銷貨額大幅下降，
訪港旅客數字急速下滑。中美兩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姍姍來遲（已於二零二零
年一月簽署），經濟惡化已成定局，香港國內生產總值自二零零九年以來首次錄
得年度跌幅。

本集團整體收益下跌20%，同店銷售額減少10%，毛利減少22%，而毛利率減少1

個百分點至51%。回顧期內，作為本集團擴闊版圖計劃的一部分，出口特許經營
業務淨新增24間店舖，足跡遍佈26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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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下跌20%至港幣6.99億元（二
零一八年：港幣8.75億元）。毛利下跌22%至港幣3.56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4.57
億元）。毛利率輕微下降至51%（二零一八年：52%）。

本集團營運虧損為港幣8.2千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4千萬元虧損），營運溢利
率為負12%（二零一八年：負3%）。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為港幣9.4千萬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2.6千萬元虧損），每股基本虧損為5.71港仙（二零一八年：1.57港仙）。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為港幣2.62億元（二零一八
年：港幣3.06億元），現金淨額為港幣2.32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83億元）。存
貨周轉期為142天（二零一八年：124天）。

營運效益
香港社會事件自二零一九年六月開始升級，加上冬季氣候較為和暖等因素，零售
銷售額明顯下跌，二零一九年下半年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大幅下跌，第四季的零售
銷貨量更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季度跌幅。與此同時，消費者信心跌至低點，經濟
發展前景令人擔憂。這些不利因素持續打擊消費意欲，導致店內消費下跌，令於
回顧期內佔本集團綜合收益達58%的香港及澳門地區的銷售受到影響。

香港及澳門、中國大陸和新加坡的同店銷售額分別下跌14%（二零一八年：5%跌
幅）、5%（二零一八年：3%跌幅）及5%（二零一八年：6%跌幅），而台灣同店銷售
額則持平（二零一八年：7%跌幅）。本集團整體同店銷售額下跌10%（二零一八年：
5%跌幅）。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直接管理店舖的淨零售樓面總面積略減至
357,900平方呎（二零一八年：362,000平方呎）。每平方呎銷售額下降18%至港幣 
3,3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4,000元）。回顧期內，本集團營運開支佔總收益64%（二
零一八年：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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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動
(%)

收益 699 100% 875 100% -20%

銷售及分銷開支 314 44% 367 42% -14%
行政開支 116 17% 121 14% -4%
其他營運開支 19 3% 20 2% -5%

總營運開支 449 64% 508 5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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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分銷網絡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業務遍佈全球30個國家和地區，店舖總數
目為1,086間（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061間）。其中，直接管理店舖增加至287

間（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286間），特許經營店舖數目為799間（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7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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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店舖數目維持於
39間（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39間）。出口特許經營業務在全球淨增加24間店舖，
總數達799間（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775間），足跡遍佈26個國家。

中國大陸店舖數目為180間（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75間），全部為直接管理店
舖。本集團持續檢視台灣市場的營運，店舖數目為51間（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57間），而新加坡店舖數目為17間（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5間）。

按地域和店舖類型劃分之分佈如下：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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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 –

中國大陸 180 – 175 –

台灣 51 – 57 –

新加坡 17 – 15 –

其他國家及地區 – 799 – 775

總計 287 799 286 775

市場及品牌推廣

「以客為本」是堡獅龍一直推崇和重視的核心價值之一。我們分享、發揚「就是快樂」
的理念，推動快樂的價值觀，提倡積極樂觀及快樂的態度。我們以幽默和熱愛生
活為設計靈感，推出色彩豐富的產品及店舖陳列，讓我們的顧客成為開心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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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消費者品味不斷變化，本集團努力不懈地制定有效措施，
鞏固品牌形象和認知度。在一個具規模的零售網絡的廣泛覆蓋下，我們不但得以
和顧客直接接觸，更加強了本集團從線下到線上的全渠道覆蓋，使我們與客戶之
間的聯繫亦更為全面。

品牌合作及授權產品

多年來堡獅龍與備受歡迎的品牌進行跨品牌合作，推出授權產品系列，一直是卓
有成效的策略。我們繼續緊貼市場潮流，不斷尋找和挑選備受市場認知、與我們
完美配合的品牌和合作夥伴，而更重要的是，彼此理念相同，致力為客戶帶來生
活的樂趣和喜悅。

bossini x Miffy《Bloom with Joy!》系列主打專為女士和兒童設計的印花T恤、連帽
衛衣和連衣裙。該獨家系列採用了標誌性的橙、藍及黃色，展現獨特的簡約風格，
設計好玩有趣，完美襯托Miffy的可愛性格。

bossini x LYCHEE & FRIENDS系列邀請小朋友跟荔枝熊及「搞怪實驗室」的成員一
起探索世界。柔軟棉質秋裝系列設計簡潔，色彩繽紛，加上不織布袋和毛公仔等
配飾，處處展現了時尚韓風，燃點大家的好奇心。

bossini x Sanrio 《Let Our Adventure Begin》系列靈感來自於Hello Kitty和她的一班
朋友My Melody、Bad Badtz-Maru、Pompompurin、Ahiru No Pekkle和Pochacco一起
出發冒險，踏上環球生日之旅。該秋冬系列採用了經典的印花和設計，以可愛的
Sanrio角色點綴親子服裝。

這些跨品牌合作和推廣活動令堡獅龍成功地突圍而出。合作的品牌和卡通角色都
經過精挑細選，與堡獅龍產生協同效應，以提升我們的品牌知名度和客戶忠誠度，
鞏固本集團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的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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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全新會員計劃及應用程式

堡獅龍一直致力於提供更佳的購物體驗，以培養客戶的忠誠度。我們在二零一九
年第四季推出全新的bossini Plus會員計劃和bossini Plus應用程式。這款應用程式
是本集團整合源自實體店、網店和社交媒體等不同渠道的消費者資料而邁出的第
一步。它幫助我們更全面地了解客戶，包括他們的購物旅程、消費習慣和模式、
偏好和選擇等。我們從各個層面收集大數據，令消費者行為數碼化，使我們能夠
為客戶提供更合適和更有針對性的產品信息和推廣活動，以有效地刺激他們的消
費意欲。客戶現在可以隨時隨地尊享各種優惠及服務，緊貼最新及個性化資訊，
獲得優惠券，並在每次購物時賺取「B-point」積分獎勵。我們將添加更多的新功能，
讓應用程式成為本集團與消費者更全面連接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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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二零一八年：66%）。其他地區方面，
中國大陸地區佔總收益的23%（二零一八年：19%）；台灣及新加坡地區則分別佔
11%（二零一八年：9%）及8%（二零一八年：6%）。

本集團總收益下降20%至港幣6.99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8.75億元）。每平方呎銷
售總額下降18%至港幣3,3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4,000元）。

香港及澳門

香港經濟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大幅收縮，內部及外部需求明顯轉差，本地社會事
件嚴重影響訪港旅遊業及與消費相關活動，加上較和暖的冬季氣候影響，對本已
受環球經濟同步放緩和美國與中國大陸貿易摩擦升溫影響而轉弱的經濟，造成沉
重打擊。

回顧期內，香港及澳門市場，包括零售及出口特許經營業務，收益為港幣4.09億
元（二零一八年：港幣5.76億元），跌幅為29%。直接管理店舖的同店銷售額下降
14%（二零一八年：5%跌幅）。香港及澳門淨零售樓面總面積減至111,000平方呎（二
零一八年：121,600平方呎），每平方呎銷售額則下降15%至港幣6,100元（二零一八
年：港幣7,200元）。直接管理店舖數目維持在39間（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39間）。
營運虧損為港幣4.1千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7千萬元溢利），營運溢利率則為
負10%（二零一八年：正3%）。

回顧期內，本集團出口特許經營店舖數目淨增加24間，總數達799間（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775間），足跡遍及26個國家。本集團保持審慎並策略性地進行國際
擴張計劃，以抓緊具增長潛力的市場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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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內地及海外市場均面對日漸上升的風險與挑戰。縱使二零一九年全年
取得貿易盈餘，但出口和進口總值均有輕微下降。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在二零
一九年下半年大部分時間低於50，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型企業對於製造業前景
更為悲觀。

中國大陸市場收益下跌3%至港幣1.62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67億元）。同店銷
售額錄得5%的跌幅（二零一八年：3%跌幅）。每平方呎銷售額下降至港幣1,600元（二
零一八年：港幣1,900元）。淨零售樓面總面積增加12%至170,000平方呎（二零一八
年：151,600平方呎）。總店舖數目為180間（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75間），全
部為直接管理店舖。營運虧損為港幣3.1千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3千萬元虧損），
營運溢利率則為負19%（二零一八年：負14%）。

台灣

台灣商業服務業景氣循環同行指標綜合指數顯示，批發及零售行業正經歷持續一
年多穩步下降的趨勢。經濟增長動力不足，顯示缺乏本地需求。

回顧期內，本集團台灣業務的同店銷售額保持平穩（二零一八年：7%跌幅）。總收
益下跌4%至港幣7.5千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7.8千萬元）。淨零售樓面總面積減
少23%至53,300平方呎（二零一八年：68,800平方呎），每平方呎銷售額增加5%至
港幣2,2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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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間（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57間）。營運
虧損為港幣3百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3千萬元虧損），營運溢利率則為負3%（二
零一八年：負17%）。

新加坡

受到貿易戰的拖累，新加坡經濟在二零一九年陷入困境，全年增長裹足不前，為
自二零零九年以來最低的一年。零售銷售回彈乏力，連續多個月下滑。

回顧期內，新加坡地區的收益下跌2%至港幣5.3千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5.4千萬
元）。同店銷售額錄得5%跌幅（二零一八年：6%跌幅）。淨零售樓面總面積增加
18%至23,600平方呎（二零一八年：20,000平方呎），每平方呎銷售額下跌12%至港
幣4,5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5,100元）。本集團繼續優化店舖網絡，直接管理店舖
數目增加至17間（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5間）。營運虧損為港幣7百萬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5百萬元虧損），營運溢利率則為負12%（二零一八年：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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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及銀行結餘錄得
港幣2.62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3.06億元），而現金淨額為港幣2.32億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2.83億元）。本集團流動比率為1.66倍（二零一八年：3.41倍），總負
債對股東權益比率為110%（二零一八年：35%）。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為港幣3.0千萬元（二零一八年：
港幣2.3千萬元）。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為5%（二零一八年：3%），計算基準為銀
行貸款除以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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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存貨周轉期#為142天（二零一八年：124天），
期間本集團在供應鏈管理上採取彈性的措施。回顧期內，股東權益回報率為負
32%（二零一八年：負6%）。

# 期結日之存貨除以年度化銷售成本乘365天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一項本金總額為港幣2.31億元的投資
基金，於回顧期內已經贖回。回顧期內，本集團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確
認一項港幣2百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4百萬元）利息收入及一項港幣2百萬元虧
損（二零一八年：港幣1百萬元收益）的投資基金之公平值變動。

或然負債

回顧期內，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起之或然負債並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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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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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900名）全職員工。

堡獅龍深知員工是企業取得成就的關鍵，沒有他們的參與，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
功。本集團的長期業績取決於吸納、保留和發展員工的能力，以確保本集團可持
續增長。我們通過正式和非正式學習來激勵和調動所有員工的潛能。我們提倡團
隊精神，鼓勵員工自由交流分享創新思維和新知識，從而營造一個和諧、有益的
工作氛圍，構建高效的員工隊伍，為顧客創造愉快的購物體驗。每年，我們都會
為各級辦公室及店舖員工舉辦諸如「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工作坊和其他認證
課程。

我們致力於建立一支充滿活力、踏實能幹的員工隊伍。每位員工都定期收到工作
表現和前景的反饋。我們也不斷更新、升級並豐富「堡獅龍學院」，該網上學習平
台為我們的員工提供了零售、客戶服務和其他最新銷售和營銷信息方面的實踐經
驗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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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全面的員工福利如保險及退休計劃。

未來展望
世界經濟經歷自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最疲弱的表現後，有望在二零二零年溫和反彈。
多個初步跡象為市場氣氛帶來鼓舞：製造業和全球貿易已止跌回穩，各國中央銀
行轉向寬鬆的貨幣政策，中美貿易談判不時傳來好消息，以及對英國硬脫歐的擔
憂減少。然而，全球經濟前景仍是下行風險主導。

二零二零年美國經濟增長預期略有放緩，這反映了早前上調關稅和不確定性上升
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雖然經濟學家預測來年對消費者而言只屬一般，但強勁
的就業市場加上低利率政策，為美國經濟打下穩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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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關稅不確定性降低，加上穩定的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將能夠提
升企業信心，並穩步擴大消費階層，令前景更為樂觀。鑒於當局對執行經濟刺激
措施態度審慎，並更多地關注可持續增長和風險控制，預計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放
緩將會成為常態。惟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在全國爆發，對中國大陸造成負面
影響，疫情嚴重的城市停止了大部分的社會和經濟活動，經濟增長面臨巨大的挑戰。

香港本已做好準備，從持續數月的社會活動事件中恢復過來。縱使政治動盪仍將
繼續影響香港本地的經濟表現，但政府推出外界期待已久的經濟刺激計劃，將可
緩解社會和經濟困難。不幸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威脅沉重地打擊訪港旅遊業
和本地消費氣氛，預計將持續數月，又一次打擊了原本脆弱的經濟，零售業經營
環境變得更為惡劣。

在中東，不斷升級的地緣政治衝突，尤其是美國和伊朗之間的緊張關係，可能會
擾亂全球石油供應，影響市場情緒，並削弱本已不穩定的商業投資環境。但基建
投資和商業環境改革，將被視為推動海灣合作委員會經濟體的增長動力。

複雜的社會經濟環境為企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可見未來，貿易和科技等方
面的國際緊張局勢將繼續消長，這將打擊市場情緒，影響經濟增長。

本集團的管理層對市場發展持審慎和警惕的態度。我們矢志不渝，帶領集團迎向
挑戰，積極尋求可持續發展的增長動力，密切注視能夠推動未來業務成長的潛在
機會。本集團一直奉行謹慎的財務管理原則，財政狀況穩健。

出口特許經營業務是本集團的一個業務重點。我們將進一步優化銷售網絡，增強
市場覆蓋，提升品牌知名度，發揮市場定位和品牌形象的資源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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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二零二零年，我們將專注執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未來規劃和策略。我們
將致力重塑產品，展現都會 •動感優閒的品牌個性，以進一步體現我們的核心品
牌價值。我們將採取一系列的營銷策略，深入瞭解消費者的行為，以擴大品牌知
名度和滲透度。我們將革新主要造型及功能產品，以滿足消費者不斷變化的品味
和喜好。與此同時，我們正在制定全球店舖陳列執行方案，以統一品牌認知和形
象。此外，我們將推動和實施「銷售始於設計」的概念，拉近與客戶之間的距離，
從而提升市場競爭力，改善盈利能力。

堡獅龍多年來建立了廣泛的品牌知名度，於現有市場穩佔一席位。我們將通過策
略性地培育具發展潛力的市場，重燃業務增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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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將繼續致力開拓東南亞
這蓬勃旺盛的市場。

服裝零售行業近年來一直面對疲弱的零售環境、高昂工資和租金成本，以及激烈
的競爭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在台灣，市場前景仍然未見起色，我們將繼續整合與
關閉表現欠佳的店舖。

與此同時，為消費者提供愉快、方便的線上線下購物體驗，已經成為維持消費者
需求的關鍵。我們已建立結合網上和實體經營的零售網絡，是我們一項最重要的
資產資源。本集團將發揮此資產優勢，策略性地利用「新零售」時代的機會，多方
面與客戶緊密連繫，拓展線上到線下業務。

靈活反應及修復力強的企業運作模式，方能隨時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我們正在
更新營運系統，協同內外部資源，務求在運作上達到規模經濟效益最大化，以提
高運作效率。

此外，我們將推動、執行「4D」的策略措施，即：數字化、數碼化、數碼轉型和數
據智能，以創造業務價值，改善生產流程和生產力，轉變企業文化，提升客戶體
驗，最終轉型為以客戶為驅動的戰略業務。

人才是我們的核心資產。我們將不斷啟迪和協助員工適應創新工作方式，促進他
們釋放個人潛能，成就更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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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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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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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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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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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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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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獅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錢曼娟

香港，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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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