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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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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不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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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BOUTIQUE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47 

截至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止半年度 

中期業績公告 
 
 
集團業績 
 

截至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未經審核股東應佔集團盈利為港幣三千零三十

萬元，較去年同期盈利港幣七千二百八十萬元減少 58.3%。每股盈利為 1.9 仙（二○一

一年：4.5 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就截至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不宣布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

二○一一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無）。 

 

 

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業務評議 

 

本財政年度首六個月，歐洲金融危機加劇以及全球經濟不明朗，持續削弱消費意欲，

並對顧客消費造成影響。集團淨盈利較去年同期下跌 58.3%至港幣三千零三十萬元，

跌幅顯著主要是由於營業額減少 4.3%、毛利減少 3.4 個百分點，以及租金成本上漲所

致。 

 

期內集團為 JOYCE Beauty 業務分別於太古廣場、銅鑼灣新落成的希慎廣場及沙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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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廣場增設三間新店。 

 

廣東道 Boss 店租約於八月底期滿，該舖位已暫時交回業主進行重新規劃，工程將於二

○一三年首季完成。屆時店舖面積將由原來的 5,700 平方呎縮減至 2,800 平方呎。在此

過渡期間，該店暫時遷往一個 1,600 平方呎的舖位繼續營業。由於續租樓面面積減少

及租金上漲，預期該店的貢獻將大受影響。 

 

二○一二年五月，集團總部由黃竹坑道載思中心遷往附近新落成的 One Island South 寫

字樓，以應付未來發展。由於貨倉的租約於九月期滿後不獲續約，集團亦已將貨倉由

載思中心遷往鴨脷洲海灣工貿中心，新貨倉佔地 75,000 平方呎，可配合未來的營運需

要。 

 

業務發展 

 

中國內地部門於二○一一年九月在國貿商城開設首間北京旗艦店後，十月底在新光天

地再開設第二間北京 JOYCE 多品牌店。新店佔地 3,900 平方呎，概念與香港太古廣場

及利園的 JOYCE 店如出一轍，挑選獨特的時尚品牌發售，以年輕時裝潮流人士 － 

JOYCE 在增長中的主要顧客群 － 為對象。以相同概念為基礎的第二間上海 JOYCE 多

品牌店將設於上海淮海路的 IAPM 商場，該商場將在二○一三年第二季開幕。 

 

展望 

 

歐元區債務危機擴大，加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將繼續對全球經濟復甦帶來不明朗因

素。集團預期本財政年度上半年停滯不前的零售市道將持續至下半年。集團亦相信中

港兩地的高通脹情況，尤其是各品牌之間在員工及黃金零售舖位方面的激烈競爭而導

致職工成本上升及租金上漲，以及廣東道 Boss 店的零售樓面大為縮減，將對集團來年

的盈利能力構成相當壓力。 

 

面對前路的挑戰，集團在採購及開設新店方面將審慎而行，並致力提升新店營運效

率，盡力提升毛利及實際銷售，以及嚴格控制經常開支。 

 

 

財務評議 

 

(I) 業績評議 

 

截至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集團錄得營業額港幣五億八千七百八十

萬元，較去年同期下跌 4.3%，主要因為春夏季度零售市道停滯不前。香港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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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集團營業額 82.6%（二○一一年：87.4%），其營業額錄得 9.6%跌幅。中國

部門則錄得 32.0%的營業額增長，主要來自二○一一年下半年開設的新店的銷

售貢獻。 

 

毛利下降 3.4 個百分點，主要因為促銷折扣優惠增加及春夏季度存貨週轉較慢

而增加存貨撥備所致。 

 

香港部門受營業額下跌、毛利減少及租金成本上漲影響，其營業盈利大幅下跌

至港幣三千九百四十萬元（二○一一年：港幣九千零四十萬元）。 

 

中國內地部門期內錄得營業虧損港幣二百六十萬元（二○一一年：盈利貢獻港

幣三十萬元）。虧損主要是存貨撥備增加及北京新店（包括國貿商城第三期的

JOYCE 多品牌旗艦店）的市場推廣開支所致。 

 

Marni 合營業務的營業額及毛利皆下跌，因此其盈利貢獻減少 60.8%至期內的港

幣一百五十萬元。 

 

(II)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集團於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的財務狀況依然穩健，現金存款及手頭現金總數

為港幣三億六千七百二十萬元（二○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港幣四億九千五百

四十萬元）。 

 

於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集團取得的備用銀行信貸總額為港幣二億七千九百

八十萬元（二○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港幣二億七千九百八十萬元）。 

 

集團相信憑藉其穩健的財務狀況及可動用的銀行信貸，集團有足夠資金把握潛

在的新機遇進行投資。 

 

(III) 外匯風險管理 

 

集團大部分入口採購皆以外幣（以歐元為主）支付。為使外匯波動所帶來的風

險減至最低，集團不時檢討其外匯情況，在認為適當及必須時將以外匯期貨合

約方式對沖外匯風險。 

 

(IV) 人力資源 

 

於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集團僱用員工共 571 人（二○一二年三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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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570 人）。員工薪酬乃按其工作性質和市場趨勢而釐定，並於年度增薪評

估內設有表現評估部分，以獎勵及推動員工的個人工作表現。集團亦在有需要

時向員工提供各項與工作相關的培訓課程。截至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的職工成本總額為港幣八千一百五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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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CE BOUTIQUE HOLDINGS LIMITED 
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截至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30/09/2012  30/09/2011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587,843  614,549 

其它收入  22,917  7,658 

  610,760  622,207 

直接成本及營業費用 4 (495,008)  (455,691) 

銷售及推銷費用 4 (31,577)  (29,452) 

行政費用 4 (48,745)  (47,799) 

營業盈利  35,430  89,265 

融資成本 3 (16)  (27) 

所佔聯營公司盈利  1,458  3,716 

扣除所得稅前盈利  36,872  92,954 

所得稅費用 5 (6,528)  (20,127) 

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利  30,344  72,827 
     
每股盈利 6    
 －基本  1.9 仙  4.5 仙 

     
 －攤薄  不適用  不適用 

     
股息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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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CE BOUTIQUE HOLDINGS LIMITED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狀況表 
於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30/09/2012  31/03/2012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5,575  99,774 
訂金、預付費用及其它資產  71,533  60,196 
於聯營公司的權益  16,145  19,251 
遞延所得稅資產  9,379  9,959 
  212,632  189,180 
     
流動資產     
存貨  283,055  262,303 
貿易及其它應收賬項 8 42,809  33,745 
訂金、預付費用及其它資產  18,220  26,672 
應收聯營公司款項  3,621  － 
衍生金融工具資產  －  2,059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367,199  495,429 
  714,904  820,208 
資產總額  927,536  1,009,388 

     
權益     
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2,400  162,400 
儲備  502,227  555,306 
權益總額  664,627  717,706 

     
負債     
非流動負債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的金融負債  9,948  9,948 
 
流動負債     
應付貿易賬項及應付票據 9 50,903  68,613 
其它應付賬項及應計項目  182,197  192,275 
應付聯營公司款項  －  3,472 
本期所得稅負債  19,861  17,374 
  252,961  281,734 
負債總額  262,909  291,682 

     
權益及負債總額  927,536  1,009,388 

     
流動資產淨值  461,943  538,474 

     
資產總額減流動負債  674,575  72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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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CE BOUTIQUE HOLDINGS LIMITED 
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30/09/2012 30/09/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是期盈利 30,344 72,827
其它綜合(開支)/收益  
海外營運之匯兌淨差額 (745) 19
除稅後之現金流動對沖之公平值虧損 (1,478) (1,432)
其它綜合總開支 (2,223) (1,413)
是期綜合總收益 28,121 7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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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

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適用的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的上市規則附錄

16 披露規定編製。 
 

本未經審核的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須與二○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全年財務

報表一併閱讀，該全年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除下文所述外，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一二年三月三

十一日止年度的全年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一致（如該等全年財務報表所述）。 
 
下列現行準則的修訂首次必須於二○一二年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年度強制採用，

但與集團的營運無關。 

 

 
下列新準則、現行準則的修訂及詮釋乃於二○一二年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

期間生效，但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九年至二○一一年週期年度

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金融工具：披露－金融資產與金融

負債之抵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修訂本） 

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披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金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聯合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披露在其它實體的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嚴重惡性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

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披露－轉移金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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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允價值計量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有關其它綜合收益財務報表之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本） 僱員福利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二○一一年） 獨立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二○一一年） 在聯營公司和合資項目的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 金融工具：呈列－金融資產與金融

負債之抵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0 號 
露天礦場於生產階段之剝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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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料 
 

本集團主要從事名牌時裝、化妝品及配飾銷售。 
 

集團已根據經管理層審議並用於制訂策略性決策的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管理層以地區之角度來評估業務，而被確認為報告經營分部之地區有香港、中國

大陸及其它市場。 
 

分部盈利指各分部所賺取之利潤未計融資費用、稅項及所佔聯營公司盈利。並以

此計量基準向管理層匯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之用。 
 

茲將本集團是期內按地域分部而劃分的營業額及分部業績分析列述如下： 

 

 分部營業額 分部業績 
 30/09/2012 30/09/2011 30/09/2012  30/09/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地域分部：      
香港  485,298 536,878 39,387  90,391 
中國 102,287 77,485 (2,561)  255 
其它 258 186 (1,396)  (1,381)
總額 587,843 614,549    
      
營業盈利   35,430  89,265 
融資成本   (16)  (27)
所佔聯營公司盈利 1,458  3,716 
扣除所得稅前盈利  36,872  92,954 
所得稅費用  (6,528)  (20,127)
權益持有人應佔盈利  30,344  7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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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 
 
 30/09/2012  30/09/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行貸款及透支的利息 16  27

 
 

(4) 費用種類 
 
 30/09/2012  30/09/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存貨成本（包括存貨撥備） 282,394 273,84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606 10,714
土地及樓宇之經營租賃租金 133,122 115,086
職工成本 81,522 75,679
其它費用 60,686 57,617

 575,330 532,942
 
 
(5) 所得稅費用 

 

香港利得稅撥備乃按截至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估計應課稅盈利以 16.5%

稅率計算。 

 

由於本集團無任何估計應課稅海外盈利，因此並無就海外利得稅作出任何撥備

（二○一一年：無）。 

 

從綜合收益表內扣除的稅項金額為： 

 

 30/09/2012  30/09/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香港利得稅 5,608  20,127

遞延所得稅 920  －

 6,528  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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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利 

 

每股基本盈利乃按是期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盈利港幣 30,344,000 元（二○一一

年：港幣 72,827,000 元）及是期內一直皆已發行的 1,624,000,000 股（二○一一

年：1,624,000,000 股）普通股加權平均數而計算。 

 

由於本公司截至二○一二及二○一一年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無潛在可攤薄普通

股，因此不呈列每股攤薄盈利。 

 

 

(7) 股息 

 
(a) 是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就截至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止期間不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

○一一年：無）。 

 
(b) 期內批准及支付的上一個財政年度股息 

 
 30/09/2012  30/09/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批准及支付的上一個財政年度中期股息

每股 5.0 仙（二○一一年：4.0 仙） 81,200  6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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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易及其它應收賬項 

 

於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的貿易及其它應收賬項內所包括的應收貿易賬項賬齡的

分析列述如下︰ 

 

 30/09/2012  31/03/201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十日內 26,982  29,537
三十一日至六十日 5,750  1,861
六十一日至九十日 99  1,419
九十日以上 －  －

 32,831  32,817

  

本集團每一項核心業務均有既定的信貸政策，一般允許的信用期為零至六十日不

等。 

 

 

(9) 應付貿易賬項及應付票據 

 

於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的應付貿易賬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列述如下︰ 

 

 30/09/2012  31/03/201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十日內到期 50,003  66,248
三十一日至六十日到期 853  2,337
六十一日至九十日到期 47  －

九十日以上到期 －  28
 50,903  68,613

 

 

(10)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的審閱 

 

本公司截至二○一二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經已由本

公司的審核委員會作出審閱及委員會並無不相同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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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財政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

的企業管治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惟其中一條涉及規定本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及其他

非執行董事應（其中包括）出席股東會議的守則條文（即守則條文第 A.6.7 條）則除

外。一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因於會議當日不在香港而缺席上一次於二○一二年九月舉行

的本公司股東週年大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本財政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

證券。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陳永生 

 

香港 二○一二年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天海先生、李玉芳女士和徐耀祥先生，以及

三位獨立非執行董事陳思孝先生、李福全先生和羅啟堅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