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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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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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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 YUEN INDUSTRIAL (HOLDINGS) LIMITED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51）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摘要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之董事茲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公告乃就本公司每季公佈財務業績之現行慣例及
按照上市規則第13.09(2)段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而發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未經審核綜合虧損
約為154.1百萬美元。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乃根據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每季公佈財務業績之現行慣例及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段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而發表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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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收入 6,086,664 7,519,624

銷售成本 (4,830,800) (5,652,648)

毛利 1,255,864 1,866,976

其他收入 80,187 92,222

銷售及分銷開支 (734,613) (906,499)

行政開支 (438,159) (505,868)

其他開支 (273,985) (201,259)

融資成本 (52,622) (70,386)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8,670 20,318

分佔合營企業業績 14,016 17,317

其他收益及虧損 (12,088) 16,534

除稅前（虧損）溢利 (142,730) 329,355

所得稅開支 (3,380) (60,054)

本期（虧損）溢利 (146,110) 269,301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54,051) 229,437

非控股權益 7,941 39,864

(146,110) 26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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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虧損）溢利 (146,110) 269,301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的 
公平值（虧損）收益 (4,690) 8,429
界定福利義務的重新計量，扣除稅款 (4,868) –
分佔聯營公司的其他全面開支 (2,111) (1,000)

(11,669) 7,429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9,130 (42,993)

分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6,370 (5,354)
出售一間合營企業部分權益時解除儲備 (4,246)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時解除儲備 (270) –
一間附屬公司撤銷註冊時解除儲備 (53) –
出售附屬公司時解除儲備 – (380)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時解除儲備 – (40)

30,931 (48,767)

本期之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19,262 (41,338)

本期之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26,848) 227,963

本期之全面（開支）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46,550) 205,861
非控股權益 19,702 22,102

(126,848) 227,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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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歷史成本原則編
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則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值（視何者適用而定）計量。

除因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而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
編製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應用之會計政策
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載
者相同。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在編製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
業績時已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內提述的概念框架之修訂以及若干由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其強制適用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之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內提述的概念框架之修訂以及該
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以前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
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

於二零二零年首九個月，本集團持續身處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
情帶來之逆境。由於實施封城及其他社交疏離措施，全球消費氣氛及供應鏈效率
依然低落。此前所未有之情況繼續影響著本集團製造及零售業務之能見度及效率，
惟隨著中國經濟由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開始復甦，後者已見顯著逐步改善。製造
業務方面，於二零二零年首九個月，需求受到顯著影響，導致出貨延遲以及國際
品牌之訂單減少及取消，使本集團多個製造設施之利用率及生產力低落。然而，
與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相比，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部分製造廠區之利用
率及效率均有一定程度之改善，出貨延遲之情況亦有所減少，惟客戶仍然要求高
度的靈活性。

因應嚴峻的運營環境，本集團進一步調整產能，並加強靈活性，以應對快速多變
的客戶需求。除了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關閉位於中國湖北省的工廠外，本集團亦
暫時調降東南亞的製造產能，以應對持續的不確定性以及客戶需求能見度低落。
此優化產能而採取之措施導致於二零二零年首九個月出現一次性費用急升約105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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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零售附屬公司寶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寶勝」）於二零二零年首九個月
已見穩健表現，尤其在近幾個季度配合有效的線上及線下舉措，推動銷售及營運
效率回升。作為其全渠道策略的一部分，寶勝加強線上物流配送能力，並豐富全
渠道的內容及可及性，包括於本期間內推出微信商店並進行升級，推動線上銷售，
以減輕COVID-19疫情的影響。於整合庫存及物流方面之效率提升，進一步拉動銷
售。有關本集團零售業務之更多財務詳情，請參閱寶勝的業績公告。

於二零二零年首九個月，除了製造及零售業務採取上述措施外，本集團在評估資
本開支項目時採取更審慎的態度，同時實施成本控制措施及監測營運資金效率，
以保障其現金流量及財務狀況。

營業收入分析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收入6,086.7百萬美元，較
去年同期減少19.1%。營業收入下降主要是由於COVID-19疫情所致。

於本期間內，來自製鞋活動（包括運動鞋、休閒鞋╱戶外鞋及運動涼鞋）之總營業
收入下降21.8%至3,196.9百萬美元，而出貨鞋履雙數則下降25.4%至178.8百萬雙。
有關下跌主要因為COVID-19疫情造成出貨延遲，以及消費者需求下降，導致客戶
訂單減少及取消，加上第三季度為本集團製造業務之傳統淡季所致。因本集團之
產品組合有所改變，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上升4.9%至每雙17.88美元。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有關製造業務（包括鞋履、鞋底、配件及其他）的總營業收入
為3,467.4百萬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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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百萬美元 百分比 百萬美元 百分比 百分比

運動鞋 2,841.9 46.7 3,242.4 43.1 (12.4)

休閒鞋╱戶外鞋及 

運動涼鞋 355.0 5.8 844.3 11.2 (58.0)

鞋底、配件及其他 270.5 4.5 350.6 4.7 (22.8)

服裝批發（TCHC集團）* 不適用 不適用 171.8 2.3 不適用
零售銷售－鞋類、服裝、
來自特許專櫃銷售的 

佣金及其他 2,619.3 43.0 2,910.5 38.7 (10.0)

總營業收入 6,086.7 100.0 7,519.6 100.0 (19.1)

* Texas Clothing Holding Corp.及其附屬公司（「TCHC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出售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之零售附屬公司（寶勝）應佔之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的2,910.5
百萬美元減少10.0%至2,619.3百萬美元。以人民幣（寶勝之呈報貨幣）計算，於二
零二零年首九個月之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9,996.0百萬元減少8.3%至人
民幣18,341.3百萬元。有關減少乃因中國政府實施多項管制措施以遏制COVID-19
的傳播，導致寶勝從二零二零年農曆新年至三月中旬暫時關閉其零售店舖。然而，
隨著中國之零售活動逐步恢復正常，在線下銷售回穩以及全渠道良好增長支持下，
寶勝之營業收入於近幾個季度趨於穩定。

毛利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毛利減少32.7%至1,255.9百萬美元。與二零一九年同期相比，
製造業務的毛利減少42.3%至466.3百萬美元，而毛利率則下降4.7個百分點至
13.5%。製造業務的毛利率下降主要是由於產能利用率下降以及營業收入減少，
對本集團的製造業務造成營運反槓桿作用所致。

寶勝的毛利率於期內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降4.1個百分點至30.1%，主因促銷活動
增加。本集團製造及零售業務的毛利率於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均較前一季度有所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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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之銷售及分銷開支合共為734.6百萬美元（二零一九年：906.5
百萬美元），佔營業收入約12.1%（二零一九年：12.1%）。

本期間之行政開支為438.2百萬美元（二零一九年：505.9百萬美元），佔營業收入
約7.2%（二零一九年：6.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經常性虧損╱溢利

本公司於本期間擁有人應佔虧損為154.1百萬美元，相比之下，於二零一九年同期
則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229.4百萬美元。於本期間內之不確定性以及客戶需
求能見度低落亦導致工廠暫時關閉以及產能調整。有關製造業務工廠調整之一次
性費用加上閒置產能之相關成本，構成本期虧損之重要部分。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非經常性虧損12.1百萬美元，當中包括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的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21.0百萬美元，以及聯營公司權益減值虧損9.0

百萬美元。此等虧損部分被出售一間合營企業之部分權益所產生之一次性收益
15.7百萬美元所抵銷。於二零一九年同期，本集團已認列非經常性溢利17.1百萬美
元，當中包括出售TCHC集團的收益淨額19.1百萬美元以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
融工具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淨額1.0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扣除所有非經常性項目後，經常性虧損為141.9百萬美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經常性溢利212.4百萬美元。

分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

於本期間內，分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業績合共錄得溢利32.7百萬美元，去年同
期則為溢利合共37.6百萬美元。

展望

由於新一波COVID-19疫情打擊歐洲及北美洲市場，全球需求很可能持續低迷。儘
管如此，隨著全球零售消費緩慢恢復，可見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有若干改善跡象，
惟波動情緒可能會影響未來之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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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未來之短期挑戰及不確定性，本集團將會繼續積極監測事態發展，並施行
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及專注於現金流量管理。於本年度餘下時間，本集團將會繼
續對資本開支項目採取審慎態度，並優化產能，以迎來需求逐步復甦。

承董事會命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盧金柱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盧金柱先生（主席）、蔡佩君女士（董事總經理）、詹陸銘先生、林振鈿先生、 
胡嘉和先生、劉鴻志先生、胡殿謙先生及余煥章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克勤先生、何麗康先生、閻孟琪女士及陳家聲先生。

網站：www.yueyu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