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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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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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SPRIT HOLDINGS LIMITED 
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00330））））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九九九九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日止日止日止日止三三三三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季季季季度度度度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第第第第一季季季季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一三/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資

料。本公佈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作出。 
 
按產品分按產品分按產品分按產品分部部部部劃分之營業額劃分之營業額劃分之營業額劃分之營業額    

產品分部產品分部產品分部產品分部 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佔本集團佔本集團佔本集團佔本集團

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百萬港元

佔本集團

營業額之

百分比 
按港元

計算

按本地

貨幣計算

女裝女裝女裝女裝 2,407 36.7% 2,594 39.3% -7.2% -11.1%

casual女裝 ^ 1,590 24.3% 1,824 27.6% -12.8% -16.5%

collection女裝 ^ 742 11.3% 732 11.1% 1.5% -2.9%
trend 75 1.1% 38 0.6% 98.8% 90.3%

男裝男裝男裝男裝 845 12.9% 1,019 15.4% -17.0% -20.5%

casual男裝 ^ 652 10.0% 812 12.3% -19.6% -23.0%

collection男裝 ^ 193 2.9% 207 3.1% -6.8% -11.0%

edc ^ 1,576 24.1% 1,701 25.8% -7.4% -11.7%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1,724          26.3% 1,289         19.5% 33.5% 27.2%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552 100.0% 6,603 100.0% -0.8% -5.2%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變幅百分比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季度，denim的營業額包含在casual女裝、collection女裝、casual男裝、collection男裝及edc，而截至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季度，denim的營業額已被歸納於一個獨立的分部稱為denim 

*  其他包括denim、鞋具、配飾、bodywear、童裝、sports、批授經營權收入及批授經營權產品，如手錶、眼鏡、首飾、床上及沐

浴用品、家居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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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按按按主要主要主要主要分銷渠道劃分分銷渠道劃分分銷渠道劃分分銷渠道劃分之之之之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主要分銷渠道主要分銷渠道主要分銷渠道主要分銷渠道 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佔本集團佔本集團佔本集團佔本集團

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百萬港元

佔本集團

營業額之

百分比 
按港元

計算

按本地

貨幣計算

零售零售零售零售
# 3,570 54.5% 3,468 52.5% 2.9% -1.2%

歐洲 2,697 41.2% 2,421 36.6% 11.4% 5.6%
亞太區 694 10.6% 817 12.4% -15.1% -14.5%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3,391 51.8% 3,238 49.0% 4.7% 0.5%

店舖關閉
  及有虧損性合約的店舖* 179 2.7% 230 3.5% -22.3% -25.2%

批發批發批發批發 2,904 44.3% 3,092 46.8% -6.1% -10.9%

歐洲 2,624 40.0% 2,702 40.9% -2.9% -7.9%
亞太區 280 4.3% 352 5.3% -20.5% -23.8%
北美洲 - - 38 0.6% -100.0% -100.0%

批授經營權批授經營權批授經營權批授經營權 45 0.7% 39 0.6% 13.8% 12.8%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33 0.5% 4 0.1% 734.3% 688.9%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552 100.0% 6,603 100.0% -0.8% -5.2%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變幅百分比

 
 
#  零售銷售額包括來自有關國家電子商店的銷售額 

* 代表以前財政年度公佈的店舖關閉及有虧損性合約的店舖 

    

按按按按地區地區地區地區劃分之劃分之劃分之劃分之零售零售零售零售分銷渠道分銷渠道分銷渠道分銷渠道（（（（直接管理直接管理直接管理直接管理零售零售零售零售店舖店舖店舖店舖））））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店舖店舖店舖店舖

數目數目數目數目

淨銷售面積 淨銷售面積 淨銷售面積 淨銷售面積 

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

店舖數目店舖數目店舖數目店舖數目

按年變幅按年變幅按年變幅按年變幅

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

按年變幅按年變幅按年變幅按年變幅

店舖數目店舖數目店舖數目店舖數目

淨變幅淨變幅淨變幅淨變幅

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

淨變幅淨變幅淨變幅淨變幅

可比較店舖可比較店舖可比較店舖可比較店舖

數目數目數目數目*

歐洲 328 205,087 10 3.0% 4 1.3% 237
亞太區 608 107,743 (35) -7.1% (31) -4.6% 299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36 312,830 (25) -0.7% (27) -0.8% 536

店舖關閉
  及有虧損性合約的店舖** 57        32,659 (18) -24.0% (4) -6.6% n.a.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93 345,489 (43) -3.5% (31) -1.4% 536

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以後之變動以後之變動以後之變動以後之變動

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

以後之變動以後之變動以後之變動以後之變動

    
 
*     所有歐洲及中國電子商店顯示為一間歐洲可比較店舖及一間亞太區可比較店舖 
**     代表以前財政年度公佈的店舖關閉及有虧損性合約的店舖 
n.a.  不適用 

 
按按按按地區地區地區地區劃分劃分劃分劃分之之之之批發批發批發批發分銷渠道分銷渠道分銷渠道分銷渠道（（（（僅可控制面積僅可控制面積僅可控制面積僅可控制面積））））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店舖數目 店舖數目 店舖數目 店舖數目 

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

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

店舖數目店舖數目店舖數目店舖數目

按年變幅按年變幅按年變幅按年變幅

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

按年變幅按年變幅按年變幅按年變幅

店舖數目店舖數目店舖數目店舖數目

淨變幅淨變幅淨變幅淨變幅

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

淨變幅淨變幅淨變幅淨變幅

專營店專營店專營店專營店 1,616 321,658 (320) -13.7% (90) -4.3%

歐洲 896 225,297 (113) -11.5% (24) -3.0%

亞太區 720 96,361 (207) -18.4% (66) -7.1%

零售專櫃零售專櫃零售專櫃零售專櫃 4,357 161,314 (297) -7.8% (50) -1.5%
歐洲 4,250 158,689 (304) -8.0% (51) -1.5%

亞太區 107 2,625 7                    6.9% 1                 1.0%

專營櫃位專營櫃位專營櫃位專營櫃位 3,044 64,598 (816) -22.4% (91) -2.6%
歐洲 3,044 64,598 (816) -22.4% (91) -2.6%

亞太區 -         -             -                     -                   -                  -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017 547,570 (1,433) -13.2% (231) -3.3%
歐洲 8,190 448,584 (1,233) -12.1% (166) -2.4%

亞太區 827 98,986 (200) -17.9% (65) -6.9%

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以後之變動以後之變動以後之變動以後之變動

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

以後之變動以後之變動以後之變動以後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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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按地按地按地理理理理劃分劃分劃分劃分之之之之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佔本集團佔本集團佔本集團佔本集團

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百萬港元

佔本集團
營業額之

百分比 
按港元

計算

按本地
貨幣計

算

歐洲 5,360 81.8% 5,131 77.7% 4.5% -1.0% 1.6%
亞太區 975 14.9% 1,173 17.8% -16.9% -17.4% -7.5%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6,335 96.7% 6,304 95.5% 0.5% -4.0% 0.2%

店舖關閉
  及有虧損性合約的店舖* 179 2.7% 230 3.5% -22.3% -25.2% n.a.
北美洲 38 0.6% 69 1.0% -45.7% -45.7% n.a.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552 100.0% 6,603      100.0% -0.8% -5.2% 0.2%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變幅百分比

零售可比較店舖
銷售額增長*

 
 
*       代表以前財政年度公佈的店舖關閉及有虧損性合約的店舖 
n.a.  不適用 
 
 
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年財政年度第一年財政年度第一年財政年度第一季表現季表現季表現季表現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一三 /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集團營業集團營業集團營業集團營業

額額額額為 6,552 百萬港元（一二/一三年財政年度第一季：  6,603 百萬港元），按本地貨幣計

算，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2％（由於有利的匯率，按港元計算為-0.8％）。撇除店舖關

閉及有 虧損性合約的店舖及北美洲業務，本 集團核心業務的營 業額按本地貨幣計算下降         
-4.0％（按港元計算為+0.5％）。  
 
零售營業額零售營業額零售營業額零售營業額為 3,570 百萬港元（一二/一三年財政年度第一季：3,468 百萬港元），按本

地貨幣 計算按年減少 -1 .2％（按 港元計算為+2.9％）。零售淨 銷售面積（平方米 ）按年

減少 -3.5％。 撇除店舖 關閉及有虧損 性合約的店舖，零售 營業額按本地貨幣計 算按年上

升+0.5％（按港元計算為+4.7％）。這增長主要是由於歐洲市場有更好的發展及我們致

力刺激銷售，令可比較店舖銷售額亦增長+0.2％。  
 
在歐洲 ，我們察覺到零售營業額的增長（不 包括店舖關閉及有 虧損性合約的店舖）按本

地貨幣計算按年為+5.6％（按港元計算為+11.4％）。這增長主要是由於可比較店舖銷售

額增長+1.6％和零售面積按年增加+3.0％。可惜，這正面的發展被亞太區疲弱的零售表

現所抵消，按本地貨幣計算，本集團於亞太區錄得 -14.5％的零售營業額下降（按港元計

算為 -15.1％）。此下降主要是由於零售面積按年減少-7.1％，及主要因貨品供應問題導

致可比較店舖銷售額下降。  
 
批發營業額批發營業額批發營業額批發營業額為 2,904 百萬港元（一二/一三年財政年度第一季：3,092 百萬港元），按本

地貨幣計算下降 -10.9％（按港元計算為 -6.1％）。減少主要是由於可控制批發面積按年

減少 -13.2％。跟零售的情況相似，按本地貨幣計算，亞太區的批發營業額及可控制面積

的按年 下降（分別 為 -23.8 ％和 -17.9％）比 歐 洲的（營業額下降 -7.9 ％和淨 銷售面積 下

降-12.1％）更為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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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吳慧賢吳慧賢吳慧賢吳慧賢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i) 執行董事 Jose Manuel Martínez Gutiérrez 先生(集團行政
總裁)及鄧永鏞先生(集團財務總裁)；(ii) 非執行董事 Jürgen Alfred Rudolf Friedrich 先
生；以及(iii) 獨立非執行董事柯清輝先生(主席)、鄭明訓先生(副主席)、鄭李錦芬女士、
Alexander Reid Hamilton 先生、李嘉士先生及 Norbert Adolf Platt 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