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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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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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鱷 魚 恤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2）

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鱷魚恤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分別為「董事會」及「董事」）謹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去年同期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91,959 123,886
銷售成本 (29,120) (40,879)  

毛利 62,839 83,007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收益 (129,721) 51,262
其他收入 4 2,583 2,582
銷售及分銷費用 (65,224) (65,393)
行政費用 (29,071) (29,214)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5 (5,661) 4,321
融資成本 6 (11,598) (8,47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1,230) 3,202  

除稅前（虧損）溢利 7 (177,083) 41,296
所得稅抵免 8 406 31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 (176,677) 41,610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兌換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664) 2,2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77,341) 43,844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盈利 10

– 基本 (18.65) 4.39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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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13,078 114,482
就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 2,490
投資物業 1,759,419 1,889,349
使用權資產 67,096 –
預付地租 – 11,6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財務資產 28,481 32,013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9,104 8,878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52,420 53,650
租務及公用設施按金 12,320 13,833  

2,041,918 2,126,295  

流動資產
存貨 55,576 48,43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1 27,937 28,35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157,679 163,826
有抵押銀行存款 36,900 37,559
銀行結餘及現金 85,323 105,570  

363,415 383,745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 56,150  

363,415 439,895  

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12 558,895 581,083
應付孖展貸款 34,587 23,206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已收按金 13 52,348 72,472
應付有關連公司欠款 268 269
租賃負債 41,628 –
應付稅項 19,554 19,738  

707,280 696,768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相關之負債 – 20,615  

707,280 717,383  

流動負債淨值 (343,865) (277,48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98,053 1,84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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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12 – 15,329
已收按金 10,159 10,157
長期服務金撥備 2,107 2,266
租賃負債 42,479 –
遞延稅項負債 1,884 2,290  

56,629 30,042  

資產淨值 1,641,424 1,818,76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32,323 332,323
儲備 1,309,101 1,486,442  

權益總額 1,641,424 1,818,765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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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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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此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公司條例」）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披露條文。

此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投資物業及金融工具已按公平值計量則除外。

除另有指明者外，此等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

董事在編製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時，已因應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 
超過流動資產約343,865,000港元，就本集團之未來流動資金作出審慎考慮。

董事認為，考慮到基於質押作為銀行信貸抵押品之有關投資物業之公平值、重續往績及本集團
與各銀行之良好關係，本集團能於銀行信貸到期前自各銀行悉數重續銀行融資以滿足本集團 
營運需要，因此本集團能最少可於未來十二個月持續經營。

根據上述各種因素，董事相信本集團將具有充裕之財務資源，能於可見將來其財務責任到期時
悉數履行該等責任。因此，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所載作為比較資料之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
資料雖不構成本公司於該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該等財務資料皆來自該等財務報表。
根據公司條例第436條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須予披露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份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二零一九
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獨立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包括在獨立
核數師並無對其報告作出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關注事項之方式提請垂注有關持續經營之
重大不確定性之提述；亦無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條、第407(2)或(3)條所指之聲明。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
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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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並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相關之新訂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的不確定性之處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 

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期應用新訂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未對本集團本期及往期財務狀況
及表現及╱或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詮釋。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之會計政策主要變動

本集團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載之過渡條文應用以下會計政策。

租賃之定義

倘合約為換取代價而授予在一段時間內控制可識別資產使用之權利，則該合約為租賃或包含租賃。

就於首次應用日期或之後訂立或修改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定義
於初始或修改日期評估該合約是否為租賃或包含租賃。除非合約的條款及條件其後出現變動，
否則有關合約將不予重新評估。

作為承租者

短期租賃

對於租期自開始日期起計為12個月或以內且並無包含延期及結束選擇權之租賃，本集團應用短
期租賃確認豁免。短期租賃的租賃款項按直線法基準於租期內確認為開支。

使用權資產

除短期租賃外，本集團於租賃開始日期（即相關資產可供使用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惟該等資
產被分類為投資物業、按公平值模式計量，使用權資產按成本計量，減任何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
並就租賃負債之任何重新計量作出調整。

使用權資產之成本包括：

‧ 租賃負債之初步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之任何租賃付款，減任何已收租賃優惠；

‧ 本集團產生之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 本集團於拆除及搬遷相關資產、復原相關資產所在場地或復原相關資產至租賃之條款及
條件所規定的狀況時產生之成本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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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之會計政策主要變動（續）

作為承租者（續）

使用權資產（續）

就本集團於租期結束時合理確定獲取相關租賃資產所有權的使用權資產而言，有關使用權資產
自開始日期起至使用年期結束期間計提折舊。在其他情況下，使用權資產按直線法基準於其估
計使用年期及租期（以較短者為準）內計提折舊。

本集團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將認為不符合投資物業定義之使用權資產呈列為單獨項目。符
合投資物業定義之使用權資產則呈列於「投資物業」內。

租賃土地及樓宇

就計入租賃土地及樓宇成分之物業權益之款項而言，當該款項未能可靠地分配於租賃土地及樓
宇成份，整項物業呈列為本集團之物業、機器及設備，該等被分類及被入賬為投資物業者除外。

可退回租賃按金

已付可退回租賃按金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入賬
且初步按公平值計量。對初步確認時的公平值作出之調整被視為額外租賃付款，並計入使用權
資產成本。

租賃負債

於租賃開始日期，本集團按該日未付的租賃付款現值確認及計量租賃負債。倘租賃隱含的利率
難以釐定，則本集團會使用租賃開始日期之增量借貸利率計算租賃付款的現值。

租賃付款包括：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性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 視乎指數或比率而定的可變租賃付款；

‧ 根據剩餘價值擔保預期將支付的金額；

‧ 本集團合理確定行使購買權的行使價；及

‧ 於租期反映本集團會行使選擇權終止租賃時，終止租賃的相關罰款。

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根據利息增長及租賃付款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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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之會計政策主要變動（續）

作為承租者（續）

租賃負債（續）

倘出現以下情況，本集團會重新計量租賃負債（並對相關使用權資產作出相應調整）：

‧ 租期有所變動或行使購買選擇權的評估發生變化，在此情況下，相關租賃負債透過使用
重新評估日期的經修訂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而重新計量；或

‧ 租賃款項因有擔保剩餘價值下之預計款項變動而出現變動，在此情況下，相關租賃負債
使用初始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款項而重新計量。

租賃修訂

倘出現以下情況，本集團會將租賃修訂作為一項單獨租賃入賬：

‧ 該項修改通過增加使用一項或多項相關資產的權利擴大租賃範圍；及

‧ 租賃代價增加，增加的金額相當於範圍擴大對應的單獨價格，加上為反映特定合約的實
際情況而對單獨價格進行的任何適當調整。

就未作為一項單獨租賃入賬之租賃修訂而言，本集團基於透過使用修改生效日期之經修訂貼現
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的經修改租賃的租期，重新計量租賃負債。

稅項

就計量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的租賃交易的遞延稅項而言，本集團首先釐定稅
項扣減是否歸屬於使用權資產或租賃負債。

就稅項扣減歸因於租賃負債的租賃交易而言，本集團將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規定分別應
用於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有關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的暫時差額，由於應用初步確認豁免，
故此不會於初步確認及租賃期內確認。

作為出租者

將代價分配予合約部份

自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起，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將合約的代價分配至租賃及非租賃部份。非租賃部份根據其相對獨立售價
與租賃部份分開。

可退回租賃按金

已收可退回租賃按金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入賬，並初步按公平值計量。於初始確認時對公
平值之調整被視作承租者額外租賃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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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之會計政策主要變動（續）

作為出租者（續）

租賃修訂

本集團由修訂生效日期起，將經營租賃修訂入賬為新租賃，當中會將原有租賃相關的任何預付
或累計租賃付款視為新租賃的租賃付款一部份。

過渡及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影響摘要

租賃之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可行權宜方法，就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不會對先
前並未識別為包括租賃的合約應用該準則。因此，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於首次應用日期前已存
在的合約。

就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於評估合約是否包括租賃時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載之規定應用租賃之定義。

作為承租者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累計影響於首次應用日期（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
確認。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任何差額於期初保留溢利確認，且比較資料不予重列。

於過渡時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的經修訂追溯法時，本集團按逐項租賃基準就先前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且與各租賃合約相關之租賃應用以下可行權宜方法：

i. 通過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作為減值審閱的替代方法，評估
租賃是否屬有償；

ii. 選擇不就租期於首次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結束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iii. 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撇除初始直接成本；及

iv. 根據於首次應用日期之事實及情況於事後釐定本集團帶有續租及終止選擇權之租賃的租期。

於過渡時，本集團已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作出以下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C8(b)(ii)過渡條款，以確認額外租
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之金額相等於有關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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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過渡及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影響摘要（續）

作為承租者（續）

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已應用於首次應用日期相關集團實體的
增量借貸利率。所應用的加權平均承租者增量借貸利率為3.5%。

於二零一九年
八月一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經營租約承擔 120,445
按有關增量借貸利率進行貼現的租賃負債 (4,838)
減：確認豁免 – 短期租賃 (13,004)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的租賃負債 102,603 

分析如下：
流動 43,115
非流動 59,488 

10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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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過渡及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影響摘要（續）

作為承租者（續）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的使用權資產賬面值包括以下各項：

使用權資產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的經營租賃有關的 
使用權資產 102,603

由預付租賃款項重新分類 (a) 11,916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免租期之調整 (b) (937)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虧損性合約撥備之調整 (c) (14,920) 

 
98,662 

按類別劃分：
租賃土地 11,916
員工宿舍 2,984
辦公室 532
商舖 83,230 

98,662 

附註：

(a)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租賃土地預付款被分類為預付
租賃款項。自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該流動及非流動部份之預付租賃款項分別為
316,000港元及11,600,000港元被重新分類為使用權資產。

(b) 該項目指出租者提供免租期的租賃之應計租賃負債，已就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調整為使用權資產。

(c) 基於對履行租賃協議項下責任之不可避免成本超出預期自成衣及相關配飾業務取得之 
經濟利益之評估作出虧損性合約撥備。撥備乃根據租賃期末之經折現現金流量計算。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虧損性合約撥備為約14,920,000港元及已就過渡至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調整為使用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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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過渡及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影響摘要（續）

作為出租者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條文，本集團無須於過渡時對本集團為出租者的租賃作出
任何調整，但須由首次應用日期起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將該等租賃入賬，並無重列比
較資料。

(a) 自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有關相同相關資產於現有租賃合約的新簽訂租賃合約
而首次應用日期後開始被當作現有租賃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修訂入賬。此應用對本
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並無重大影響。然而，自二零一九年 
八月一日起，有關修訂後經修訂租賃期之租賃款項按直線法基準於延長租賃期內確認為
收入。

(b)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本集團視可退回租賃按金為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應用
租賃項下的權利及責任。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款項之定義，該按金並非有關
使用權資產之款項，且予以調整以反映過渡時的貼現影響。管理層認為貼現影響對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沒有重大影響。

(c) 自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起，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分配合約的代價至每個
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份。該分配基準之變動對本集團本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造
成重大影響。

以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已確認金額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予以調整。不受變動影響的單項
並未包括在內。

於二零一九年
七月三十一日
之先前報告
的賬面值 經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
八月一日

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第16號的
賬面值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預付地租 11,600 (11,600) –
使用權資產 – 98,662 98,662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28,353 (316) 28,03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已收按金 72,472 (15,857) 56,615
租賃負債 – 43,115 43,115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59,488 59,488   

附註： 就根據間接法呈報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營運資金的變動已根據上文所披露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的期初財務狀況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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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為作出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評估而呈報予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人）之資料集中於所
交付或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類別以及營運性質。

本集團有三個營運分類，即：i) 成衣及相關配飾業務；ii) 物業投資及出租業務；及 iii) 證券買賣。
由於各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所需之業務策略亦不盡相同，故營運分類須予獨立管理。

分類收入及業績

下表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分類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成衣及相關配飾業務 物業投資及出租業務 證券買賣 總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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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63,377 95,418 28,582 28,468 – – 91,959 123,886
來自外界客戶之其他收入 1,961 1,354 129 662 – – 2,090 2,016        

本集團總收入及其他收入 65,338 96,772 28,711 29,130 – – 94,049 125,902        

可呈報分類（虧損）溢利 (43,627) (5,789) (109,255) 77,923 6,022 (4,059) (146,860) 68,075      

無分類企業收入 493 566
無分類企業支出 (19,118) (18,874)
融資成本 (11,598) (8,471)  

除稅前虧損（溢利） (177,083) 41,296  

附註： 收入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及其他利息收入。

營運分類之會計政策與附註2所述之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類（虧損）溢利指各分類所（錄得之
虧損）賺取之溢利（未包括分配銀行利息收入、墊款予獨立第三方之利息收入、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之財務資產之若干收益、融資成本及企業支出）。此乃為作出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評估而向主
要營運決策人作出呈報之方式。

(4) 其他收入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專利權費收入 366 358
銀行利息收入 73 146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之利息收入 226 340
墊款予獨立第三方之利息收入 420 420
其他 1,498 1,318  

2,583 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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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呆賬撥備撥回淨額 2,733 9,994
撇銷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 (159)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之虧損 (538)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收益（虧損）淨額 2,490 (5,948)
匯兌收益淨額 6 87
就使用權資產確認之減值虧損 (10,000) –
其他 (352) 347  

(5,661) 4,321  

(6) 融資成本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銀行借貸 11,598 8,471  

(7)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6,088 5,970  

使用權資產折舊 22,260 –  

預付地租攤銷（計入行政費用） – 159  

確認為費用之存貨成本（包括滯銷存貨撥備450,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撥備撥回235,000港元）） 28,720 4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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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抵免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
遞延稅項 (406) (314)  

所得稅抵免 (406) (314)  

由於本集團有未動用之稅務虧損可抵銷應課稅溢利或本期間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於截至 
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就即期稅項作出撥備（二零一九年：無）。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細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
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9) 股息

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董事並不建議派付 
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10)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 (176,677) 41,610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947,543,695 947,543,695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購股權 –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947,543,695 947,543,695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由於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
之平均市價，故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計算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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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i) & (ii) 14,828 14,643
減：呆賬撥備 (9,524) (9,574)  

5,304 5,069

其他應收賬款 49,198 51,040
減：呆賬撥備 (36,863) (40,010)  

12,335 11,030

按金及預付款項 22,618 28,577  

40,257 44,676

減：非流動資產所示之租務及公用設施按金 (12,320) (13,833)

減：非流動資產所示之就收購物業、機器及 
設備之預付款項 – (2,490)  

27,937 28,353  

附註：

(i) 除於本集團零售店之現金銷售外，與批發客戶之貿易條款大多以賒賬形式進行，惟新客
戶一般而言則需要預付款項。發票一般須於發出後30天內付款，惟若干良好記錄客戶之信
貸期可延長至90天，並已為每名客戶訂立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持有任何
抵押品。

本集團對其尚未收取之應收款項致力維持嚴謹之控制，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
會由高層管理人員定期審閱。

(ii)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與各有關收入之確認日期相若）而作出之貿易應收賬款（扣除
呆賬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0至90天 3,782 4,297
91至180天 656 597
181至365天 866 175  

5,304 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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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借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銀行貸款 549,157 587,058
抵押信託收據貸款 9,738 9,354  

558,895 596,412  

須予償還之賬面值：
按要求或一年內 558,895 581,083
一年以上兩年以內 – 2,297
兩年以上五年以內 – 5,529
五年以上 – 7,503  

558,895 596,412
減：於流動負債呈列之款項 (558,895) (581,083)  

於非流動負債呈列之款項 – 15,329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已收按金

於報告期末，根據收到貨品當日計算之貿易應付賬款及已收按金、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結
餘詳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0至90天 10,253 13,435
91至180天 871 235
181至365天 651 951
超過365天 1,278 903  

13,053 15,524
其他按金 18,668 19,758
虧損性合約撥備 – 14,920
就收購非上市股權投資之應付賬款 1,342 1,34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9,444 31,085  

62,507 82,629
減：於非流動負債呈列之已收按金 (10,159) (10,157)  

52,348 72,472  

採購貨品之信貸期為30至90天。本集團已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賬款均於信
貸規定時限內清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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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
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表現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驟降26%至91,95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23,886,000港
元），及毛利下跌24%至62,83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83,007,000港元）。

在香港連續發生大規模社會事件及農曆新年期間爆發冠狀病毒疫情之情況下，於截
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成衣及相關配飾業務」分類之營商氣
氛嚴重惡化，因此收入暴跌34%至63,37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95,418,000港元）。作為
緩解措施，本集團繼續透過關閉業績不佳店舖以使其零售網絡合理化，並與業主協
商以獲得租金優惠進而提升其運營效益。最終，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成衣及相關配飾業務」分類錄得虧損43,62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5,789,000
港元）。

在如此艱難之情況下，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物業投資
及出租業務」分類發揮了重要的穩定性作用，帶來穩定租金收入28,582,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28,468,000港元）。然而，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重估本集團所持有之
投資物業錄得公平值虧損129,72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收益51,262,000港元）。

儘管全球資本市場持續劇烈動盪，受惠於本集團迅速重組其現有投資組合，於截至
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證券買賣」分類錄得溢利6,022,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虧損4,059,000港元）。

經計及上述三個業務分類之業績加上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1,230,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溢利3,202,000港元），以及因兌換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虧損664,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收益2,234,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全面開支總額為177,34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收入43,844,000港
元）。

「成衣及相關配飾業務」分類

香港及澳門

香港持續不斷之社會事件嚴重擾亂了本集團「成衣及相關配飾業務」分類，迫使其縮
短營業時間甚至關閉店舖停業。緊張氣氛亦使大量遊客不願訪港。中美貿易戰升級、
秋冬兩季天氣異常和暖及冠狀病毒疫情爆發等不利因素，加劇消費者的消費力及消
費意欲大減。

為過渡上述艱難時刻，本集團致力於以尊貴品牌「鱷魚恤」推出高性價比之服飾以維
持市場適應性，並留意顧客之審慎消費態度。本集團力求限制庫存水平，以避免須去
庫存時過量庫存影響其毛利率；透過關閉業績不佳之店舖或重新選址使其零售網絡
合理化；並與業主協商以獲得租金優惠。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經營 
20間（二零一九年：18間）「鱷魚恤」店舖及7間（二零一九年：6間）「Lacoste」店舖。

此外，本集團一直在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以及後勤部門架構方面採取嚴格成本控制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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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及相關配飾業務」分類（續）

中國內地（「內地」）

內地的消費能力受多種因素抑制，包括與美國貿易爭端加劇、隨之而來的經濟增長
放緩、貨幣貶值及冠狀病毒蔓延。

由於本集團持續努力重建自身銷售渠道，本集團得以渡過上述困境。於二零二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內地合共有14間（二零一九年：16間）店舖，當中包括自營 
店舖6間（二零一九年：6間）及由本集團寄售及加盟商戶經營之店舖8間（二零一九年：
10間）。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此分類收入為4,464,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5,899,000港元）。

就本集團「鱷魚恤」品牌之授權業務而言，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的專利權費收入為36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358,000港元）；應收特許經銷商之呆賬 
撥備淨撥回為2,73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9,994,000港元）

季節性

如往績記錄所示，「成衣及相關配飾業務」分類之銷售及業績與季節性密切相關。一
般而言，此分類年度銷售之逾50%來自於財政年度上半年，乃由於此期間（連接聖誕、
新年和農曆新年假期）所發佈之秋冬系列價值及利潤較高所致。

「物業投資及出租業務」分類

自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以來，除出售位於香港軒尼詩道之一項投資物業（「出售
事項」，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八日之公佈所披露）外，本集團之投資
物業組合維持不變。

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香港及內地之投資物業分別錄得
租金收入27,93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7,949,000港元）及64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519,000港元）。隨著全球經濟尤其是內地經濟動力不足及香港社會動盪充斥，於二零
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重估本集團所持有之投資物業錄得公平值虧損129,721,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收益51,262,000港元），香港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為129,100,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收益51,000,000港元）及內地虧損為62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收益
262,000港元）。

「證券買賣」分類

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大部份時間，在內地及歐元區經濟增長減
速較預期更差之背景下，全球投資市場在焦慮中等待中美貿易談判結果及「英國脫歐」
最終結果，全球主要中央銀行預期將採取寬鬆貨幣政策。

隨著中美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及英國大選後保守黨在議會重新佔據絕大多數席位，
中美貿易戰緊張局勢急劇升級及英國無協議脫離歐盟所帶來之風險於二零二零年 
一月中旬逐漸降低；且該等因素對當時全球證券市場有所提振。不幸地，二零二零年 
一月下旬的突發冠狀病毒疫情對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造成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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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買賣」分類（續）

在如此複雜之市場環境下，本集團採取審慎措施將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組
合多元化並加大力度關注具防禦能力之證券。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證券買賣」分類錄得溢利6,02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虧損4,059,000港元）。

前景

冠狀病毒疫情蔓延激起人們對全球經濟活動不斷下降的擔憂。美國聯儲局緊急大幅
降息至接近於零的利率水平，表明市場擔心疫情持續擴散將引發一場迫在眉睫的全
球經濟衰退。而金融市場仍難以避免暴跌，並陷入自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大
幅之動盪。

儘管全球兩個最大經濟體簽署「第一階段」協議及「英國脫歐」結束，但現在宣佈排除
政治方面之影響仍為時尚早。中美衝突超出貿易範圍，甚至在簽署「第一階段」協議
及進行「第二階段」談判後仍將存在，並可能於二零二零年美國大選期間加劇；而英
國政府傾向於在英國脫歐後對雙邊貿易談判採取強硬態度。

內地一直依賴強勁的服務業以抵銷製造業之疲軟表現。然而，過去幾年以來更廣泛
之經濟放緩已限制本行業之彈性，更不枉論冠狀病毒引起的經濟活動倒退。香港經
濟遭受重創，先前是由於社會事件而如今是由於冠狀病毒，遊客數量銳減且居民較
少光顧店舖購物。

所有上述因素均已導致本集團運營所在市場經濟不明朗及消費意願持續降低。

鑒於持續低迷的經濟環境及不明朗因素，本集團對下半年財政年度之「成衣及相關配
飾業務」分類業務前景持審慎態度。本集團繼續利用尊貴品牌「鱷魚恤」提升其市場地
位，並為顧客推出高性價比貨品及非凡之購物體驗。為在瞬息萬變之運營環境中激
發更大活力，本集團將審慎管理其零售網絡並控制庫存積壓，以改善現金及財務狀況。

本集團將進一步簡化工作流程以提高物流效率，並控制員工成本、市場推廣及廣告
開支等多項開支，以便在充滿挑戰之環境下優化成本結構。

預計香港房地產市場整體上會停滯不前。此外，本集團「物業投資及出租業務」分類
所面臨的另一項挑戰乃來自香港東九龍（本集團大部份投資物業所在地）辦公室物業
供應增加所帶來的租金壓力及冠狀病毒引致需求普遍下降壓力。為此，本集團將充
份發揮其投資物業之優勢吸引及挽留重要租戶以為本集團運營維持穩定及可觀之租
金收入，同時帶動市值增長。本集團亦會考慮重新調整投資組合，出售非核心投資
物業以期提高回報並提升流動資金水平。

過去兩年，「證券買賣」分類經歷了投資市場動盪，然而本集團將會繼續以務實之態
度管理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組合，並增加現金持有量以獲得可持續之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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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外匯風險、資本負債比率、資產抵押及資本承擔

本集團之融資及庫務活動在企業層面乃由中央管理及控制。主要目的為有效地動用
資金，並妥善管理財務風險。

本集團在庫務管理方面採取保守策略，定期監控其利率及外匯風險。除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信用狀及信託收據貸款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採用其他財務工具。

本集團所賺取收入及所產生成本主要按港元、人民幣、美元、歐元及日元計算。本集團 
認為外匯風險不高，因為本集團將考慮涉及與外地企業及海外投資訂立之買賣合約
條款之外匯影響，而不會承擔不可預見之外幣匯兌風險。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持有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85,323,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105,570,000港元），主要以港元、人民幣、美元及日元為
單位。已質押之銀行存款約36,9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37,559,000港元）
為質押予銀行以取得孖展貸款之存款，並因而分類為流動資產。於二零二零年一月
三十一日，以人民幣為單位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相等於20,31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七月三十一日：38,714,000港元）為不可自由兌換至其他貨幣。然而，根據內地之外匯
管理條例以及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對本集團已獲批准之交易可透過獲授權
進行外匯業務之銀行將人民幣兌換為其他貨幣。另一方面，本集團將考慮出售非核
心投資物業，並變現若干部份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以便維持現金狀況（如需
要）。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償還借貸總額（包括孖展貸款）為593,482,000
港元。未償還借貸總額包括有抵押短期銀行信託收據貸款9,738,000港元、有抵押短期
銀行按揭貸款1,074,000港元、有抵押孖展貸款34,587,000港元及有抵押短期銀行循環貸
款548,083,000港元。短期銀行貸款須於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償還。

銀行借貸之利息以浮動息率計算。本集團之銀行借貸主要以港元、美元及日元為單位。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使用財務工具作對沖用途。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其賬面值1,777,231,000港元之若干自用及投資
物業進行抵押，並就其若干資產向其往來銀行設立浮動押記，作為本集團獲批出銀
行信貸之擔保。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以債務權益比率表示，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債務權
益比率為36%，該比率為銀行借貸總額與應付孖展貸款佔總資產淨值之百分比。鑒於
全球經濟波動，本集團繼續就其業務發展保持謹慎，將其資本負債比率限制於合理
範圍，以控制風險及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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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資、收購及出售項目

除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二日完成之出售項目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並無其他重大投資、主要收購或出售項目。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不時所
載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守則條文第A.2.1條、第A.4.1條及第A.5.1條之偏離則
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鑒於目前董事會組成、主席（同時兼任行政總裁）對本公司業務及對整體成衣及時裝
業認識深入、其業務網絡及連繫廣泛，以及本公司之業務範圍，董事會相信林建名
博士出任為主席兼行政總裁乃符合本公司之最佳利益。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現任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
定任期。然而，全體董事均須遵守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之卸任條文，規定在任董
事須自其上次獲本公司股東（「股東」）選舉起計，每三年輪換卸任一次，而卸任董事
符合資格可應選連任。再者，任何獲董事會委任為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之人士，
倘為填補臨時空缺，將須在本公司隨後之股東大會上卸任；或倘為董事會之新增成員，
則將須在本公司隨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卸任，惟均符合資格於會上應選連任。此外，
為貫徹企業管治守則之相關守則條文，為填補臨時空缺而獲委任之各董事已╱將在
彼等獲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基於以上原因，董事會認為上述規
定足以達至有關守則條文第A.4.1條之相關目標，故無意就此採取任何矯正措施。

根據守則條文第A.5.1條，公司應成立由大多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提名委員會，
並由董事會主席或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

本公司並無成立提名委員會，惟其職能由全體董事會成員履行。潛在新董事將根據
彼等之知識、技能、經驗及專業知識以及本公司於當時之需求而獲招攬，若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之候選人則必須符合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載之獨立性標準。識別及甄選合適
人選以供董事會考慮及批准之工作已由並將繼續由執行董事執行。根據企業管治守
則強制披露要求第L.(d)(ii)條，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董事會會
議上批准採納其提名政策，以提高提名程序之透明度。由於上述甄選及提名政策與
程序已經制定，而且企業管治守則所載提名委員會之其他職責均一直由全體董事會 
成員有效履行，故董事會認為現階段並無必要成立提名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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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之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樹賢（主席）、周炳朝及楊瑞生諸
位先生所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包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本公司所採納之會計原
則及慣例以及財務報告事宜。

承董事會命
鱷魚恤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
林煒珊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林建名博士（主席兼行政總裁）、林煒珊女士（副行政總
裁）、林建岳博士、林建康先生及溫宜華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林淑瑩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即周炳朝、梁樹賢及楊瑞生諸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