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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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一一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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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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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季季季季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本公司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

一二／一三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資料。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13.09條作出。 
 

 
按地區劃分按地區劃分按地區劃分按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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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4 79.7% 6,688 78.1% -21.3% -11.0% 1.1%
亞太區 1,173 17.8% 1,334 15.6% -12.1% -10.3% -7.6%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6,437 97.5% 8,022 93.7% -19.7% -10.9% -0.2%

店舖關閉計劃 97 1.5% 252 3.0% -61.6% -57.6% n.a.

北美洲 69 1.0% 284 3.3% -75.7% -75.4% n.a.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603 100.0% 8,558        100.0% -22.8%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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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幅百分比

零售可比較店舖

銷售額增長*

 
 
*       不包括在零九／一零年財政年度及一零／一一年財政年度公佈店舖關閉計劃中的直接管理零售店舖 
n.a.  不適用 
 

去年，本集團主動剝離我們的北美業務，以淘汰無盈利的業務，並為虧損店舖設立一

個店舖關閉計劃。撇除店舖關閉計劃及 北美洲，本集團營業額按本地貨幣計算下降     

-10.9%（按港元計算下降-19.7%）。 

 

本集團零售可比較店舖銷售額增長改善至-0.2%（2011年：-8.5%），乃由於+1.1%（2011

年：-9.6%）的歐洲零售可比較店舖銷售額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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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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68 52.5% 4,331 50.6% -19.9% -11.7%

歐洲 2,554 38.7% 2,977 34.8% -14.2% -2.9%
亞太區 817 12.3% 906 10.5% -9.8% -9.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3,371 51.0% 3,883 45.3% -13.2% -4.3%
店舖關閉計劃 97 1.5% 252 3.0% -61.6% -57.6%
北美洲 -             -               196 2.3% -100.0% -100.0%

批發批發批發批發 3,092 46.8% 4,167 48.7% -25.8% -17.1%

歐洲 2,702 40.9% 3,703 43.3% -27.0% -17.7%
亞太區 352 5.3% 418 4.9% -15.8% -11.9%
北美洲 38 0.6% 46 0.5% -20.0% -18.4%

批授經營權批授經營權批授經營權批授經營權 39 0.6% 49 0.6% -19.2% -17.2%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4 0.1% 11 0.1% -62.4% -61.3%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603 100.0% 8,558 100.0% -22.8%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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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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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 除 北 美 業 務 的剝離及 店 舖關 閉 計 劃 ， 本 集 團 零 售 營 業 額 按本地貨幣計算下 降     

-4.3%（按港元計算下降-13.2%）。 
    

按產品按產品按產品按產品分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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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6 38.7% 3,527 41.3% -27.5% -19.9%
casual女裝 1,824 27.6% 2,762 32.3% -34.0% -27.0%
collection女裝 732 11.1% 765 9.0% -4.4% 5.9%

男裝男裝男裝男裝 1,019 15.4% 1,307 15.2% -22.0% -14.4%
casual男裝 812 12.3% 1,065 12.4% -23.8% -16.1%
collection男裝 207 3.1% 242 2.8% -14.3% -6.8%
edc 1,701 25.8% 2,039 23.8% -16.6% -7.3%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1,327          20.1% 1,685         19.7% -21.2% -11.8%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603 100.0% 8,558 100.0% -22.8% -14.4%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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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包括配飾、童裝、鞋具、bodywear、sports、de. corp、trend、髮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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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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按按按地區地區地區地區劃分之劃分之劃分之劃分之主要主要主要主要分銷渠道分銷渠道分銷渠道分銷渠道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可比較店舖可比較店舖可比較店舖可比較店舖 **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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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開設淨開設淨開設淨開設

店舖店舖店舖店舖 *
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

變幅變幅變幅變幅 * 店舖數目店舖數目店舖數目店舖數目  

Esprit 
歐洲 364 225,287 6 1.5% 187
亞太區 643 115,963 (25) -0.3% 244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007 341,250 (19) 0.9% 431

店舖關閉計劃^ 29            16,869 (11) -27.0% n.a.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36 358,119 (30) -0.9% 431

零售零售零售零售

直接管理店舖直接管理店舖直接管理店舖直接管理店舖

    
 
*  與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比較的淨變幅 
**     所有歐洲電子商店顯示為一間歐洲可比較店舖 
^       其中1間包含在33間零九／一零年財政年度店舖關閉計劃中的店舖及10間包含在80間一零／一一年財政年度店舖關閉計劃中

的店舖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關閉 
n.a.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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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按按按地區地區地區地區劃分之劃分之劃分之劃分之主要主要主要主要分銷渠道分銷渠道分銷渠道分銷渠道((((續續續續))))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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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開設淨開設淨開設淨開設

店舖店舖店舖店舖 *
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

變幅變幅變幅變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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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開設淨開設淨開設淨開設

店舖店舖店舖店舖 *
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

變幅變幅變幅變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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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開設淨開設淨開設淨開設

店舖店舖店舖店舖 *
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

變幅變幅變幅變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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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開設淨開設淨開設淨開設

店舖店舖店舖店舖 *
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淨銷售面積

變幅變幅變幅變幅 *

Esprit
歐洲 1,009 254,542 (24) -2.4% 4,554 172,413 (79) -2.5% 3,860 83,240 (207) -5.7% 9,423 510,195 (310) -3.0%
亞太區 927 118,099 (55) -5.4% 100 2,456 (11)            -13.9% -          -             -                -                 1,027 120,555 (66) -5.6%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936 372,641 (79) -3.4% 4,654 174,869 (90) -2.7% 3,860 83,240 (207) -5.7% 10,450 630,750 (376) -3.5%

專營店專營店專營店專營店 零售專櫃零售專櫃零售專櫃零售專櫃 專營櫃位專營櫃位專營櫃位專營櫃位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批發(僅可控制面積)批發(僅可控制面積)批發(僅可控制面積)批發(僅可控制面積)

    
 
*  與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比較的淨變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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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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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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Alexander Reid 
Hamilton 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