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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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KSON RETAIL GROUP LIMITED 

百 盛 商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68）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摘要 

 

合計銷售所得款項總額（「銷售所得款項總額」）增至人民幣8,978,600,000元，

增幅4.9%。 

 

同店銷售(1)下降0.7%。 

 

本集團應佔純利下降 38.0%至人民幣 324,700,000元。 

 

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116元。 

 

中期股息約人民幣140,000,000 元，每股為人民幣0.05元。 

 
(1)

 於整個可比期間營運百貨店所錄得的合計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同比變動，已調整:(i)因

珠寶產品的合同由特許專櫃銷售轉為租賃所帶來的影響;(ii)上海虹橋店和貴州金鳳凰店因

已于二零一二年七月停止營業以及上海旗艦店因重大店面改造和翻新工程於二零一三年五月
至八月暫時關閉，故未包含在同店銷售的計算。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百盛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一
間聯營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
期業績，以及二零一二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該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已經核數師安
永會計師事務所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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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重述﹡ 
    

收益 4 2,313,945 2,269,392 

其他經營收益 4 304,702 298,374 
      

經營收益總額  2,618,647 2,567,766 
      
經營開支    

 採購貨物及存貨變動  (683,860) (660,194) 

 員工成本  (291,310) (226,545) 

 折舊及攤銷  (163,794) (141,995) 

 租金開支  (528,258) (391,547) 

 其他經營開支  (510,583) (499,256) 
      

經營開支總額  (2,177,805) (1,919,537) 
      

經營利潤 5 440,842 648,229 

融资收入净额                          

應佔： 

一家共同控制實體利潤 

    6              12,424 

 

18,549 

47,367 

  

 25,470 

一家聯營公司利潤             78 122 
      

除所得稅前經營利潤  471,893 721,188 

所得稅 7 (132,747) (182,314) 
      

期內純利  339,146 538,874 
      
應佔利潤：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324,724 523,774 

 少數股東權益  14,422 15,100 

  

  339,146 538,874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人民幣0.116元 人民幣0.186元 
      
攤薄  人民幣0.116元 人民幣0.186元 
  
﹡此處所示之若干數字與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不同而反映詳載於附註 2 所作出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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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利潤 339,146 538,874 
 

   

期內產生現金流量對沖工具公允價值變動

之有效部分 （20,238） (29,774) 
   

可供出售投資: 

公允價值變動 5,504 1,686 

  處置後轉移至收益表        (7,919) -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異 2,409 5,127 
 
   

期內稅後其他全面收入 （20,244） (22,961) 
 
   

期內稅後全面收入總額 318,902 515,913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304,480 500,813 

 少數股東權益 14,422 15,100 
 
   

 318,902 51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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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重述﹡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820,145 2,753,773 
 投資物業  37,439 23,767 
 預付租金  467,717 474,373 
 無形資產  2,246,580 2,174,497 
 於一家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                40,513 35,504 

於一家聯營公司的投資  2,120 2,042 
 購買土地及樓宇預付款  - 620,048 
 其他資產  3,604 52,845 

可供出售投資  - 32,098 
 遞延稅項資產  168,313 137,937 
      

非流動資產總額  6,786,431 6,306,884 
      

流動資產    

 存貨  278,751 306,065 
 應收貿易款項 10 9,307 15,90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64,469 1,008,752 

存於持牌銀行的保本存款投資  3,171,913 3,307,373 

存於持牌銀行的定期存款                208,717 225,36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98,875 1,424,477 
      

流動資產總額  6,132,032 6,287,93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1 (1,609,984) (1,896,628) 
 客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 

  應計項目  (1,755,373) 

 
(1,894,913) 

應繳稅項  (69,823) (100,461) 

定期貸款融資  - (2,491,161) 

指定為對沖工具的衍生金融工具  - (69,498) 
      

流動負債總額  (3,435,180) (6,452,661)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2,696,852 (164,72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483,283 6,14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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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重述﹡ 

非流動負債 

 長期應付款項  (345,759) (237,397) 

 遞延稅項負債  (281,623) (243,402) 

 債券  (3,054,138) - 
  
    

非流動負債總額  (3,681,520) (480,799) 
  
    

資產淨值  5,801,763 5,661,360 
  
    

權益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58,354 58,354  

庫存股  (797) - 

儲備  5,646,332 5,328,927  

擬派末期股息  -    196,750 
  
    

  5,703,889 5,584,031 

少數股東權益  97,874      77,329  
  
    

總權益  5,801,763 5,661,360 
  
 
﹡此處所示之若干數字與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不同而反映詳載於附註 2 所作出的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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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

Parkson Holdings Berhad（「PHB」），一家於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公司，並於馬來西亞證券

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百貨店業

務。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財務報表」）

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 34「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該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用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則除外，詳見下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共同安排」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 31 號「於合營企業的權益」及

常務詮釋委員會第 13 號「共同控制實體－合資方作出之非貨幣出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移除了使用按比例合併來對共同控制實體(JCEs) 進行計量的選擇。取而代之，要求凡滿

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合營企業定義的 JCEs 必須以權益法進行會計計量。 

 

採用這新準則致使本集團將以權益會計法取代按比例合併處理共同控制實體。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 11 號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綜合收益表及綜合財務狀況

表裡所呈現的比較數據因為採用此新準則而已進行重述。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對本

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構成財務影響。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的影響將於中期報

告內詳述，包括量化對財務報表的影響。 

 

3. 銷售所得款項總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重述 

   

銷售貨品－直接銷售 808,858 795,295 

特許專櫃銷售 7,715,803 7,338,307 
 
商品銷售總額 8,524,661 8,133,602 

其他（包括諮詢及管理服務費、租金收入 

 及其他經營收益） 453,907 426,061 
 
合計銷售所得款項總額 8,978,568 8,557,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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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銷經營收益總額及分部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重述 

   

銷售貨品－直接銷售 808,858 795,295 

特許專櫃銷售傭金 1,355,882 1,348,410 

租金收入 142,441 118,863 

諮詢及管理服務費 6,764 6,824 

其他經營收益 304,702 298,374 
 
   

經營收益總額 2,618,647 2,567,766 

 

      

收益乃交易所產生的經濟利益可能流入本集團時確認。收益可分類為：貨品銷售－直接銷售、

特許專櫃銷售傭金、諮詢及管理服務費、租金收入及其他經營收益。 

 

分部資料 

 

因管理需求，本集團只採納一種經營分部報告－在中國經營及管理百貨店。本集團所有來自

外部客戶的經營收益均源自中國，所有主要資產均位於中國。 

 

附註：其他經營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重述 

    

促銷收入  56,543 45,232 

行政費及信用卡手續費  107,154 140,772 

政府補助 (i) 5,357 2,997 

其他收入  135,648 109,373   
    

  304,702 298,374 

  
附註： 

 

(i) 本集團獲地方政府授予多項補助，以獎勵其對當地經濟的貢獻。該等政府補助並無附帶

未實現條件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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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利潤 
 
本集團的經營利潤乃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重述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683,860 660,194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薪金及花紅 188,686 147,235 

 退休金計劃供款 27,482 22,164 

  社會福利及其他成本 58,743 55,204 

  股本權益結算購股權開支  11,187 - 
 
   

 286,098 224,603 

董事酬金（包括購股權開支） 5,212 1,942 
 
   

 291,310 226,545 
 
折舊及攤銷 163,794 141,995 

有關租賃物業的經營租約租金：   

 最低租金#
 403,486 276,521 

 或然租金*
 124,772 115,026  

   

 528,258 391,54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492 349 

核數師酬金 1,319 1,040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總額 (3,906) (7,413) 

分租物業：   

 最低租金#
 (82,834) (67,450)  

 或然租金*
 (55,701) (44,001)   

   

 (138,535) (111,451)   
   
合計租金總收入 (142,441) (118,864) 

 
   
賺取投資物業租金產生的直接經營開支 449 448 

匯兌（收益）/損失 (12,390) 4,155 

 
 
# 本集團最低租金包括租賃協議裡所約定的固定租金及根據租賃協議約定與或然租金掛

鈎的保底租金。 
* 或然租金乃根據租賃協議的約定按照租戶經營業績計算提成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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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收入/(成本)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重述 

   

銀行貸款及其它貸款之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92,800) (54,674)  

利息收入 105,224 102,041   
   

 12,424 47,367  

 
 

7. 所得稅 

 

本集團須按實體基準就來自或源自本集團成員公司所處及經營所在的稅務司法權區的利潤繳

納所得稅。 

 

財務報表內稅項撥備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重述 

   

本期所得稅 161,081 217,653 

遞延所得稅 (28,334) (35,339) 
 
   

 132,747 182,314 

 
 

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

約人民幣324,700,000份的加權平均股份數2,810,500,25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純

利約人元民幣523,800,000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股份數2,810,490,25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已反映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授出的僱員購股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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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期股息 

 

董事會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現金股息，折合每股人民幣0.05元（二

零一二年：人民幣0.07元）。中期股息將以港元派付，該股息將參照中國人民銀行於二零一

三年九月三十日所公佈的人民幣換算為港元的中間匯率釐定。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營業時間結

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10. 應收貿易款項 

 

應收貿易款項主要為應收以「百盛」品牌經營的管理店的諮詢及管理服務費, 該等百貨店與

本集團已合作良久。本集團一般向其管理店授予其財政年度結束後不超過180天的賬期。當認

為可能無法收回應收貿易款項，則會作出呆賬撥備。 

 

應收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重述 

   

三個月內 8,620 15,546 

三至十二個月 577 358 

一年以上 110 - 
 
   

 9,307 15,904 

 
 

結餘包括本集團管理及諮詢費收入應佔分別來自共同控制實體及同系附屬公司的應收貿易款

項人民幣17,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9,000元）及人民幣零元（二零一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012,000元）。該等結餘為無抵押及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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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款項 

 

應付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重述 

   

三個月內 1,454,447 1,769,049 

三至十二個月 131,847 102,501 

一年以上 23,690 25,078 
 
   

 1,609,984 1,896,628 

 
 

12.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包括首尾兩日）期內暫停辦

理股東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檔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

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送抵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營運回顧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全球經濟狀況仍然波動。美國經濟雖有起色，但歐元區債務危機仍然懸而未決，

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已經放緩。 

 

在持續疲弱和不明朗的全球環境中，中國的經濟增長放緩，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錄

得 7.6%。繼而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第一季度錄得的 7.7%下降至 7.5%。中國經濟增長

持續放緩，其實是由於中國當局計劃將其經濟由投資主導經濟轉型為消費主導經濟，以取得長遠的

可持續增長。 

 

然而，政府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促進其經濟轉型，中國城鎮及農村家庭的收入持續增加。因

此，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中國的消費品零售銷售繼續錄得 12.7%的可觀增長。 

 

回顧期內，本集團對其營運策略進行重新檢討及調整，業務各個部分均進展良好，為未來可持續增

長奠下基石。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銷售所得款項總額人民幣 8,978,600,000 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 4.9%，惟由於可支配消費情緒普遍不振，同店銷售微跌 0.7%。 

 

由於競爭加劇及毛利率表現較遜色的年輕及新開門店數量增加，故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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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毛利率下降 0.8%。由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同店銷售微跌、商品毛利率下滑、新店經營虧損增

加，本集團經營利潤下降 32.0%至人民幣 440,800,000 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新店經營虧損（四

家店於去年開設及兩家店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開設）約為人民幣 59,000,000 元。 

 

經營利潤下降亦受到納入一些非可比項目的影響，如（i）就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提早延長特定旗艦

店的租賃協議導致租金及物業管理費用增加人民幣 40,200,000 元；及（ii）就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授

予合資格僱員及董事購股權的購股權開支人民幣 12,900,000 元。 

 

特許專櫃銷售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錄得增長 5.1%，繼續超過直接銷售，並佔商品銷售總額約

90.5%，直接銷售輕微增加 1.7%，佔商品銷售總額約 9.5%。 

 

本集團持續對現有旗艦店進行改造和翻新，以提升店面形象和提高盈利能力。大多數旗艦店在進行

改造和翻新後銷售業績均有明顯改善，證明我們的改造和翻新策略奏效。本集團在上海和北京的旗

艦店已於二零一二年完成其第一階段改造工程。第二階段的改造已於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開始，預

計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結束前完成。管理層有信心，上述改造計畫將能提高百貨店的競爭力和盈利

能力。 

 

本集團繼續其加速擴張計劃，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開設兩家新店，並預期於年底前再開設五家新

店。本集團亦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完成從母公司收購 4 家管理店，並於二零一三年三月終止一家貴

州管理店的管理協議。 

 

前景 

 

全球經濟環境複雜多變，情況在短期內將會持續。儘管先進經濟體迫在眉睫的尾端風險有所消減，

但仍需要採取額外措施防止風險再臨，包括及時增加美國的債務上限，且歐元區當局將繼續「採

取所需行動」，以避免財務狀況急劇惡化。相反，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放緩延長的風險現已增加，

這是由於國內產能限制持續影響、外部條件疲弱、信貸增長放緩以及因為美國按期結束貨幣刺激

政策可能導致資本流向持續逆轉而令財政狀況收緊。 

 

至於中國方面，我們相信政府現時更能容忍增長放緩，而集中於結構性問題的改革應可確保重點放

在質量而不是數量的增長。我們也相信改革會降低尾端風險，更好地支持中長期增長。 

 

在經濟轉型計劃下，預計中國中央政府將在多方面推進全面的收入分配改革，例如在初級分配、再

分配、農民收入增長和分配秩序方面。由於這關鍵的改革正在逐步開展，中國的國內消費將獲得更

多前進動力。 

 

在順應宏觀經濟發展方向及預期家庭收入將繼續領先經濟擴張以改善經濟結構失衡的情況下，本集

團深信，中產階級於未來十年應會加快冒起。鑒於本集團中到中高檔的市場定位，本集團將盡佔中

國經濟結構預期改善的優勢。 

 

本集團將繼續其完善的擴張戰略，在現有市場或鄰近城市開設較少但規模更大的新店，以便更好地

發揮本集團的許多優勢。然而，在變幻不定且日趨成熟的零售市場，日益劇烈的競爭顯然無可避免。

為保持其競爭優勢，新店的平均規模將逐漸擴大，因為本集團追求提升其商品價值及服務質素，務

求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於商品搭配，旨在於市場上領先競爭對手向客戶推

介新的及具特色的品牌及最新的產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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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合計銷售所得款項總額及經營收益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已收取或應收取的合計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為人民幣8,978,600,000元（包括直接

銷售、特許專櫃銷售所得款項、租金收入、諮詢及管理費以及其他經營收益）。期內合計銷售所得

款項總額較去年同期呈報的人民幣8,557,700,000元增加4.9%或人民幣420,900,000元。合計銷售所得

款項總額的增長乃主要來自(i) 計入於二零一二年開設的四家新店和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開設的兩

家新店產生的銷售業績；及(ii) 計入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從母公司收購四家管理店的銷售業績。然

而，該增長部分因(i)由於可支配消費情緒普遍不振所致同店銷售下降0.7%；（ii）上海虹橋店和貴

州金鳳凰店於二零一二年7月停止營業，及（iii）上海旗艦店因重大店面改造和翻新工程於二零一

三年五月至八月暫時關閉銷售減少而有所抵銷。 

 

本集團的商品銷售總額為約人民幣8,524,700,000元，特許專櫃銷售佔其中約90.5%，餘下9.5%則來

自直接銷售。時裝與服裝類別佔商品銷售總額約45.3%，化妝品與配飾類別佔約44.7%，而家居用

品與電器類別亦佔約4.2%，餘下約5.8%則是食品與鮮貨類別。 

 

由於競爭加劇及毛利率表現較遜色的年輕及新開門店數量增加，本集團商品銷售毛利率（綜合特許

專櫃銷售傭金及直接銷售的毛利率）下降0.8%至17.4%。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商品銷售毛利率下降主

要歸因於: (i)商品銷售毛利率較低的年輕和新店銷售占比增加; (ii)商品銷售毛利率較高的店（尤其

是正在進行改造的北京旗艦店和上海旗艦店）對集團銷售占比下降，以及（iii）銷售毛利率較低商

品如黃金、珠寶銷售占比较高所致。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的經營收益總額較去年同期增加人民幣50,900,000元或2.0%至人民幣

2,618,600,000元。經營收益增長率低於合計銷售所得款項總額增長率，此乃由於管理及諮詢費减

少、直接銷售增長較低以及商品銷售毛利率下降所致。 

 

經營開支 

 

購買貨物及存貨變動 

 
購買貨物及存貨變動指直接銷售的銷售成本。與直接銷售增加一致，銷售成本亦增至人民幣

683,9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人民幣23,700,000元或3.6%。 

 

員工成本 

 
員工成本增加人民幣64,800,000元或28.6%至人民幣291,300,000元。該增長主要由於(i)計入於二零

一二年及二零一三上半年所開新店的員工成本;(ii) 計入二零一三年二月從母公司收購四家管理店

的員工成本;(iii)普遍加薪;及(iv)計入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授予合資格僱員及董事的購股權的購股權開

支人民幣12,900,000所致。剔除購股權開支的影響，員工成本同店上升8.5%，主要因為工資普遍上

升所致。 

 

員工成本比率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百分比自去年同期的2.6%上升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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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及攤銷 

 
折舊及攤銷增加人民幣21,800,000元或15.4%至人民幣163,800,000元。此增長乃主要由於(i)計入於

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上半年所開新店的折舊及攤銷成本;(ii) 計入二零一三年二月從母公司收購

四家管理店的折舊及攤銷成本;及(iii)因重塑店而新增的折舊成本所致。折舊及攤銷成本同店微升

1.0%。 

 

折舊及攤銷成本比率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百分比自去年同期的1.7%微升至1.8%。 

 

租金開支 

 
租金開支顯著增加人民幣136,700,000元或34.9%至人民幣528,300,000元，此增長乃主要由於：(i)計

入於二零一二及二零一三上半年所開新店的租金開支；(ii) 計入二零一三年二月從母公司收購四家

管理店的租金開支；(iii) 計入於二零一二下半年提早續簽特定旗艦店的租賃協議導致或然租金及直

線法租金增加人民幣32,400,000元；(iv)支付與業績掛鉤的提成租金增加所致。剔除二零一二下半年

提早續簽租賃協議的影響，租金開支同店上升3.9%。 

 

租金開支比率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百分比自去年同期的4.6%上升至5.9%。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包括(a)水電費；(b)市場推廣及宣傳費用與銷售費用；(c)物業管理費用；(d)一般行政

開支；及(e)城市建設及教育附加費，輕微增加人民幣11,300,000元或2.3%至人民幣510,600,000元，

此乃由於(i)計入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上半年所開家新店的其他經營開支；(ii)計入二零一三年

二月從母公司收購四家管理店的其他經營開支；及(iii)計入於二零一二下半年提早續簽租賃協議而

導致物業管理費用增加人民幣7,800,000元。然而，該增長部分由於（i）國家監管機構指示銀行降

低徵收信用卡手續費導致銷售費用下降；（ii）同店銷售下降導致的城市建設及教育附加費减少；

及iii）二零一三上半年所開新店開辦費用較去年同期低而有所抵銷。剔除二零一二下半年提早續簽

租賃協議影響，其他經營開支同店下降7.2%。 

 
其他經營開支比率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百分比自去年同期的5.8%輕微降至5.7%。 

 

經營利潤 

 
由於同店銷售下降、營運環境惡烈導致商品毛利率下滑、上海旗艦店暫時關閉進行改造、新店增加

導致經營成本增加，本集團經營利潤下降32%或人民幣207,400,000元至人民幣440,800,000元。經營

利潤率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百分比自去年同期的7.6%下降至4.9%。 

 

融資收入淨額 

 
於二零一三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淨融資收入人民幣12,400,000元，較去年同期顯著的減少了人民幣

34,900,000元或73.8%。上述減少主要乃由（i）對短期借款進行再融資後以較高利息的長期借款取

代導致融資成本增加；（ii）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提早償還銀團貸款導致加速攤銷發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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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及（iii）回顧期內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應佔一家共同控制實體的利潤 

 
此乃本公司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新疆友好百盛商業發展有限公司的利潤，由於共同控制實體商品銷售

毛利率下降及經營成本上漲所致，故應占共同控制實體的利潤由去年同期人民幣25,500,000元減至

人民幣18,500,000元。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的利潤 

 
此乃本公司一家聯營公司上海九海金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潤，由於聯營公司所收到的管理收入

下降，故應占聯營公司的利潤由去年同期人民幣122,000元減至人民幣78,000元。 

 

稅前利潤 

 
基於上述原因，稅前利潤下降34.6%至人民幣471,900,000元。稅前利潤比率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

百分比自去年上半年的8.4%下降至5.3%。 

 

所得稅 
 
由於稅前利潤下降，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下降27.2%至人民幣132,700,000元。有效稅率自去年上年

同期的 25.3%增加至28.1%，主要乃由非稅前列賬費用增加如購股權開支和離岸融資成本增加所

致。 

 

期內純利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純利減至人民幣339,100,000元，降幅人民幣199,700,000元或37.1%。純利比率

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百分比自上年同期的6.3%下降至3.8%。 

 

本集團應佔利潤  
 
本集團應佔利潤減至人民幣324,700,000元，減幅為人民幣199,100,000元或38.0%。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成功發行五億美元息率為4.5厘的五年到期美元債券。發債所得主要

用於對短期借貸进行再融資，包括四億美元銀團貸款及五千萬美元短期貸款。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存於持牌銀行的保本投資存款、定期存款和

存款餘額的總和）為人民幣4,379,500,000元，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底所錄得人民幣4,957,200,000元

的結餘，減幅為11.7%。該減幅主要源於：(i)向本公司股東支付股息約人民幣196,800,000元；(ii)

支付從母公司收購四家管理店的餘款人民幣378,000,000元；(iii)資本支出人民幣178,300,000元；及

(iv)購買青島購物中心所支付定金人民幣4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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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債務總額與總資產比率為23.6%。 

 

流動資產淨值及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6,132,000,000元，資產淨值增至人民幣

5,801,800,000元，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增加人民幣140,400,000元或2.5%。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予本集團貸款人。 

 

購買、銷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本公司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以總額港幣999,635元的代價回

購3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份。除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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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上市股份權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所列的守則條文。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以審查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式及內部監控程式。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公佈中期業績 

 
本公佈將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公佈。載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一切資料的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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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本人謹此感謝董事會、管理層及全體員工作出的努力及貢獻，亦對股東及與我們有業務聯繫的人士

的鼎力支持致以由衷謝意。 

 

代表董事會 

百盛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主席 

鍾廷森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丹斯里鍾廷森及陳漢民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拿督鍾榮俊為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高德輝先生，Werner Josef Studer先生及丘銘劍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