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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9）

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布

財務摘要
• 本集團之總營業額增長7.4%至3,643,200,000港元。
• 香港市場之零售總收入下跌2.0%至1,540,200,000港元，而總銷售面積減少

2.7%。香港可供比較店舖之銷售增長率為-0.9%（一五╱一六財政年
度：-0.9%）。

• 在銷售面積錄得雙位數百分比增長以及可供比較店舖之銷售增長率亦有4.6%

（一五╱一六財政年度：5.9%）的正數增長情況下，中國大陸市場之零售總
收入上升14.0%至1,523,700,000港元。

• 受惠於訪日旅客人次增長，日本分部繼續有優秀表現，零售總收入為
326,700,000港元或4,496,300,000日圓，按港元計算較一五╱一六財政年度
增加46.9%，而按其基礎貨幣計算則增加28.7%。

• 澳門市場之零售總收入下跌9.2%至91,700,000港元。
• 本集團之毛利增長9.0%至2,209,200,000港元，毛利率為60.6%（一五╱一六

財政年度：59.7%）。
• 本集團錄得純利39,100,000港元而一五╱一六財政年度則錄得淨虧損

31,000,000港元。
• 本集團之純利由二零一五年八月之35,800,000港元（倘若撇除於二零一五年

八月本集團之人民幣定期存款兌換為港元所產生之特殊非經常外匯虧損
66,8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之39,100,000港元，增長9.2%。

• 每股基本盈利為3.2港仙（一五╱一六財政年度：每股基本虧損2.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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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此乃按附註1
所載基準編製，並連同去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643,200 3,392,452

銷售成本 4 (1,434,007) (1,366,399)
   

毛利  2,209,193 2,026,053

其他虧損，淨額 3 (5,240) (63,540)

經營開支 4 (2,098,050) (1,935,525)

其他收入 5 19,077 17,654
   

經營溢利  124,980 44,642

財務收入 6 6,607 32,221

融資成本 6 (37,789) (40,938)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3,897) (13,862)
   

除所得稅前溢利  89,901 22,063

所得稅開支 7 (50,838) (53,076)
   

期內溢利╱（虧損）  39,063 (31,013)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匯兌差額  1,156 (44,795)

 確認為融資成本之現金流量對沖  28,158 31,568

 現金流量對沖之公平值變動，扣除稅項  36 15,76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29,350 2,539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68,413 (28,474)
   

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8,633 (31,252)
 －非控股權益  430 239
   

  39,063 (31,013)
   

應佔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7,783 (28,709)
 －非控股權益  630 235
   

  68,413 (28,474)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以港仙列示）
 －基本 8 3.2 (2.6)
   

 －攤薄 8 3.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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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月二十九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傢具及設備  812,113 856,606
 無形資產  339,401 345,633
 投資於合營企業及貸款予合營企業  136,510 139,278
 租金按金  312,670 296,483
 非流動資產之預付款項  37,669 15,675
 遞延所得稅資產  142,705 129,594
   

  1,781,068 1,783,269
   

流動資產
 存貨  1,527,864 1,390,97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85,810 232,423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51,906 52,880
 預付款項及其他按金  365,615 370,735
 可收回即期所得稅  9,582 1,60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766,371 1,967,111
   

  3,907,148 4,015,726
   

負債
流動負債
 借貸 12 (268,096) (273,396)
 應付賬款 11 (464,759) (433,13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609,238) (649,489)
 衍生金融工具  – (42)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26,299) (33,863)
 即期所得稅負債  (131,265) (68,406)
   

  (1,499,657) (1,458,326)
   
   

流動資產淨值  2,407,491 2,557,400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2 (1,155,100) (1,262,462)
 應計費用  (7,347) (8,583)
 衍生金融工具  (132,160) (132,196)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738) (40,636)
   

  (1,307,345) (1,443,877)
   
   

資產淨值  2,881,214 2,896,792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1,149 121,198
 儲備  2,757,677 2,773,836
 非控股權益  2,388 1,758
   

權益總額  2,881,214 2,89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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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運用之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運用者一致，惟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經修訂準則及修訂
除外。

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所得稅乃按將會適用於預期全年總盈利之稅率應計。

以下新準則及修訂對二零一六年三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強制生效而對本集團並無重要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共同營運權益之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方案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釐清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內之權益法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周期之年度改進

以下新準則及修訂已經頒布但並非對二零一六年三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以及並無提
前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資產出售或出繳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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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時裝及配飾銷售 3,643,200 3,392,452
  

執行董事被視為作出策略決定的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審
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從而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根據此等報告而決定營運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者從地區市場的角度審視業務，並且根據未計商譽、無形資產以及物業、傢
具及設備之減值、物業、傢具及設備之折舊、無形資產之攤銷、應佔合營企業虧損及所得稅
開支前的溢利（「EBITDA」）此計量方式來評估地區分部之表現。財務收入、融資成本及人民
幣定期存款兌換為港元所產生之虧損並無分配至營運分部，原因為此類活動是由管理本集
團現金水平之中央庫務職能所推動。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交之資料的計量方式，與財務報
表的計量方式一致。

分部資產不包括以中央基準管理的遞延所得稅資產、可收回即期所得稅以及投資於合營企
業及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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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之報告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香港  中國大陸  日本  澳門 其他  總計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556,086 1,585,955 1,598,081 1,426,259 348,490 237,697 91,704 100,983 48,839 41,558 3,643,200 3,392,452
            

EBITDA (67,925) (31,689) 152,995 149,208 150,034 99,004 31,718 35,867 13,177 1,568 279,999 253,958
折舊、攤銷及減值 (72,093) (59,686) (70,998) (70,992) (5,503) (4,280) (4,974) (4,116) (1,451) (3,426) (155,019) (142,500)
            

分部（虧損）╱溢利 (140,018) (91,375) 81,997 78,216 144,531 94,724 26,744 31,751 11,726 (1,858) 124,980 111,458
          

人民幣定期存款
 兌換為港元所產生
 之虧損           – (66,816)
            

經營溢利           124,980 44,642
財務收入           6,607 32,221
融資成本           (37,789) (40,938)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3,897) (13,862)
            

除所得稅前溢利           89,901 22,063
            

 香港 中國大陸 日本 澳門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分部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
 八月三十一日 2,491,688 2,242,166 489,755 82,396 41,508 5,347,513
      

於二零一六年
 二月二十九日 2,750,970 2,219,089 379,368 64,071 62,142 5,475,640
      

報告分部之資產與總資產的對賬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月二十九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報告分部之分部資產 5,306,005 5,413,498
其他分部資產 41,508 62,142
  

 5,347,513 5,475,640
未分配：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可收回即期所得稅 152,287 131,197
投資於合營企業及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188,416 192,158
  

 5,688,216 5,798,995
  



7

3. 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
 －外幣掉期合約 – 30

 －利率掉期合約 42 548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282) 2,698

人民幣定期存款兌換為港元所產生之虧損(a)

 －遠期外匯合約之公平值虧損 – (18,131)

 －匯兌虧損 – (48,685)
  

 (5,240) (63,540)
  

附註：

(a)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由於人民幣兌港元之匯率出乎意料地大幅
波動，因此本集團已將人民幣1,187,000,000元之定期存款兌換為港元，因此分別產生
遠期外匯合約之公平值虧損18,131,000港元及匯兌虧損48,68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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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成本 1,362,067 1,337,630

按存貨可變現淨值撇減之撥備 44,455 16,845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628,135 563,764

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最低租金付款 749,664 722,010

 －或然租金 98,917 71,487

樓宇管理費 115,779 105,037

廣告及宣傳成本 53,458 65,651

佣金開支 39,227 32,449

銀行收費 40,357 37,422

公用事業費用 30,711 32,511

運費 15,889 15,161

物業、傢具及設備折舊 132,799 140,773

物業、傢具及設備減值╱（回撥） 15,304 (5,061)

回撥虧損性合約撥備 (870) (22,869)

無形資產減值 – 143

出售物業、傢具及設備虧損 3,444 4,230

特許權費用（計入經營開支）
 －特許權攤銷 – 1,856

 －或然特許權費用 13,919 8,241

無形資產之攤銷（不包括特許權費用） 6,916 4,789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減值撥備 625 2,485

其他開支 181,261 167,370
  

總額 3,532,057 3,301,924
  

代表：
 銷售成本 1,434,007 1,366,399

 經營開支 2,098,050 1,935,525
  

 3,532,057 3,30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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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政府補助 14,214 11,826

其他 4,863 5,828
  

 19,077 17,654
  

6. 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以下項目的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4,993 31,399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428 427

 －其他(i) 1,186 395
  

財務收入 6,607 32,221
  

用於須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借貸的利息開支 (35,021) (39,319)

外匯交易收益淨額 25,390 29,949

轉撥自對沖儲備
 －利率及貨幣掉期：現金流量對沖 (28,158) (31,568)
  

融資成本 (37,789) (40,938)
  
  

融資成本淨額 (31,182) (8,717)
  

附註：

(i) 此等款項代表將按攤銷成本確認之金融資產的折讓平倉所產生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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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獲豁免繳納百慕達所得稅，直至二零三五年三月為止。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
的各附屬公司乃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業務公司法註冊成立，因此獲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所
得稅。

香港利得稅以稅率16.5%（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6.5%）按本集團香港業
務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撥備。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以適用稅率25%（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5%）按本集
團中國大陸業務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撥備。

日本企業所得稅以適用稅率35.36%（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37.11%）按本
集團日本業務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撥備。

澳門補充（企業）稅以適用稅率12%（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2%）按本集
團澳門業務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超出582,000港元（約澳門幣600,000元）之部份計算撥備。

台灣所得稅以稅率17%（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7%）按本集團台灣業務之
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撥備。

於美國營運之附屬公司之適用美國企業所得稅率為45.03%（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45.03%）。

在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扣除之所得稅數額指：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9,473 4,718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27,616 20,201

 －海外所得稅 54,415 40,885

 －去年超額撥備 (1,954) –

遞延所得稅 (38,712) (12,728)
  

 50,838 53,076
  

所得稅開支是根據管理層對於整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加權平均全年所得稅率之最佳估計而確認。
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所採用的估計平均全年稅率為51.0%（截至 

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41.7%）。該稅率上升，主要是因為本集團於不同地區
經營業務之實體的溢利分配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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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虧損）及已發行普
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千港元） 38,633 (31,25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211,642 1,225,434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港仙） 3.2 (2.6)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經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假設轉換所有具攤薄潛力普通股而計算。
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之股份為唯一造成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計算方法是按尚未行
使購股權所附帶認購權之貨幣價值，釐定可按公平值（按本公司股份平均每日所報市價釐定）
收購之股份數目。如上述計算之股份數目會與假設行使購股權而應已發行之股份數目比較。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千港元） 38,633 (31,25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211,642 1,225,434

購股權調整（千股） 22,261 29,405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233,903 1,254,839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港仙） 3.1 (2.6)
  

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原因為有關
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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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年度末期股息之96,175,000港元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派
付。餘額5,590,000港元已計入其他應付款項。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月二十九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79,857 228,208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1,402) (1,553)
  

應收賬款－淨額 178,455 226,655

應收利息 692 902

其他應收款項 6,663 4,86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85,810 232,423
  

本集團之銷售主要由客戶以現金或以信用╱扣賬卡付款。本集團亦提供介乎30日至60日的
信用期給有限數目的企業客戶。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月二十九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46,961 176,678

31至60日 25,698 45,862

61至90日 4,798 3,923

超過90日 2,400 1,745
  

 179,857 228,20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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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月二十九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284,418 249,279

31至60日 99,865 94,831

61至90日 35,030 57,396

91至180日 23,857 18,510

181至365日 7,847 6,219

超過365日 13,742 6,895
  

 464,759 433,130
  

12. 借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月二十九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借貸
 －銀行借貸 123,957 207,538

 －優先票據 (a) 1,031,143 1,054,924
  

 1,155,100 1,262,462
  

流動借貸
 －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之銀行借貸部份 179,646 179,646

 －於一年後到期償還並載有須應
   要求還款條文之銀行借貸部份 88,450 93,750
  

 268,096 273,396
  
  

 1,423,196 1,53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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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之變動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一日 1,535,858
借貸所得款項 –
償還借貸 (88,883)
匯兌差額 (23,779)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1,423,196
 

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一日 1,736,239

借貸所得款項 360,048

償還借貸 (512,529)

匯兌差額 (33,637)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1,550,121
 

由於貼現之影響並非重要，故流動借貸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實際借貸成本為每年4.8
厘（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5.1厘）。

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借貸利息開支約為35,02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
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39,319,000港元）。

附註：

(a)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本公司按面值發行總面值為人民幣1,000,000,000元（相當
於1,264,500,000港元）之優先票據（「優先票據」）。優先票據按年利率6.25厘計息，須每
半年支付前期利息。經扣除直接發行成本後，所得款項淨額約為人民幣987,395,936元
（相當於1,248,606,276港元）。優先票據將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到期，目前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入本金額為人民幣106,000,000元
之優先票據，佔二零一三年五月發行之本金額為人民幣1,000,000,000元之優先票據約
10.6%。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所購入之人民幣106,000,000元優先
票據已於其時根據優先票據之條款及條件註銷。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仍未償還並受限於規管優先票據之契約之條款的優先票據之總
本金額為人民幣894,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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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營商環境應會持續困難，因此董事會並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a) 本集團

時裝零售業務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經營環境繼續受到與上年度相同的不利
經濟因素所拖累。香港分部方面，特別是港匯強勢令本地消費仍然疲弱，
這不單只令境外消費變得吸引，更不利於訪港旅客人次的增長。按香港政府統
計處公布的「服裝的零售價值指數」，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止的六個月期間內，
有五個月的零售價值下跌，清楚可見消費開支整體乏力。與經營零售渠道成
本上漲有關的其他外部經濟狀況（如租金和員工成本）仍然不利，並繼續成為
旗下業務中最具挑戰的範疇，令本集團於區內的盈利能力進一步受壓。如此
環境下，本集團通過縮減區內零售網絡的規模應對挑戰，務求同時達到紓緩
成本壓力及提高銷售效率兩個目標。

相比之下，儘管國內經濟發展緩和及金融市場波動，顯著影響整體消費意欲，
但我們繼續擴張中國大陸業務。截至本期末，我們在中國大陸的總銷售面積
較去年同期錄得雙位數百分比增長。我們亦已進軍長春市和南寧市等新市場。
今天，我們已在中國大陸建立起橫跨二十二個城市的多元化零售版圖。通過
別出心裁的新穎產品設計，以及網羅最時尚的優質國際時裝產品的強大組合，
配合精彩奪目的市場推廣攻勢令我們全新一季服飾的內涵更為豐富，因此中
國業務於期內再次錄得驕人增長。同樣地，日本分部的收益持續增長，盈利
能力亦見增強。這些財務指標的提升反映出A Bathing Ape旗下各品牌的產品
均極為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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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7.4%至3,643,200,000港元。本集團之純利由
二零一五年八月之35,800,000港元（倘若撇除於二零一五年八月本集團之人民
幣定期存款兌換為港元所產生之特殊非經常外匯虧損66,800,000港元）增加至
二零一六年八月之39,100,000港元，增長9.2%。按匯報規定計算的本集團純
利為39,100,000港元，而二零一五年同期則錄得虧損淨額31,000,000港元。

按市場劃分之營業額

香港分部產生的營業額減少1.9%至1,556,100,000港元，在總銷售面積縮減2.7%

的情況下，此表現尚算令人滿意。香港市場的貢獻佔總營業額的42.7%

（一五╱一六財政年度：46.7%）。

本集團在新開拓及現有城市進一步拓展中國大陸的業務版圖。除了期內錄得
可供比較店舖銷售的正數增長外，中國大陸業務於期內再次錄得12.0%的可
觀增長，其收益達1,598,100,000港元。中國大陸市場的貢獻佔本集團總營業
額的43.9%，並成為最大的收入來源（一五╱一六財政年度：42.0%）。

日本分部銷售增長背後的整體動力與第一季度的極為相近。具體而言，
A Bathing Ape品牌的產品繼續熱賣而訪日旅客人次持續上升。以日圓計算，
日本業務之營業額增長28.4%至4,796,300,000日圓；以港元計算則增長46.6%

至348,500,000港元。日本分部的貢獻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9.6%（一五╱一六
財政年度：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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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營運地區劃分之營業額：

 營業額 佔營業額之百分比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變動

香港 1,556.1 1,586.0 -1.9% 42.7% 46.7%
只計零售收入  1,540.2 1,571.4 -2.0%

中國大陸 1,598.1 1,426.3 +12.0% 43.9% 42.0%
只計零售收入  1,523.7 1,336.3 +14.0%

日本 348.5 237.7 +46.6% 9.6% 7.1%
只計零售收入  326.7 222.4 +46.9%

澳門 91.7 101.0 -9.2% 2.5% 3.0%

其他 48.8 41.5 +17.6% 1.3% 1.2%
     

總計 3,643.2 3,392.5 +7.4% 100.0% 100.0%
     

品牌組合

本集團分銷及管理超過300個與眾不同的最時尚時裝品牌，所有品牌的風格
均別樹一幟，亦起相輔相成之效。旗下品牌獲營運地區的時裝界推崇備至之
餘，我們亦繼續發揮本身的雄厚實力，引領及演繹時裝潮流。我們不懈地提
升組合內的國際品牌匯萃，同時革新自創品牌的時裝意念。我們喜見為旗下
品牌組合付出的心力與投資繼續推動旗下產品組合不斷推陳出新，向前邁進。
於回顧期內，集團的自創品牌繼續是最大的收入來源，佔58.2%（一五╱一六
財政年度：56.8%）。

按品牌類別劃分之零售收入：

 零售收入 佔零售收入之百分比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變動
自創品牌 2,055.0 1,858.1 +10.6% 58.2% 56.8%

國際品牌 1,456.3 1,396.0 +4.3% 41.2% 42.7%

特許品牌 19.8 18.5 +7.0% 0.6% 0.5%
     

 3,531.1 3,272.6 +7.9%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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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及成本的變化及趨勢

儘管面對艱難形勢以及宣傳方面的挑戰，本集團於期內仍再次成功錄得7.4%

的營業額增長，毛利亦較去年同期增加9.0%，毛利率亦增加0.9個百分點至
60.6%。外部市場因素，例如經營零售渠道的成本持續上漲，繼續令集團利
潤率受壓，當中尤以香港分部為甚。因此，本集團的總經營成本比率增加0.5

個百分點至57.6%。租金佔銷售額之比率（包括租金支出及樓宇管理費）於兩
段期間持平，為26.5%。員工成本佔銷售額之比率（不包括購股權開支）則由
16.3%上升至17.0%。

按匯報規定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所錄得之經營溢利
為125,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80.0%。倘若撇除前述於二零一五年八
月錄得之非經常外匯虧損66,800,000港元，則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增長12.1%至
125,000,000港元。

(b) 香港

面對不明朗的宏觀經濟形勢及金融市場波動，以及各地區的地緣政治局勢緊
張，整體市況仍然極具挑戰。匯率的不利走勢繼續影響本地消費動力。港匯
強勢（令境外消費變得更為吸引）加上人民幣貶值（不利於訪港旅客人次的增長）
進一步打擊積弱的本地消費零售市場。經營零售渠道的成本（特別是租金及
員工成本）繼續上漲。此範疇對香港分部的盈利能力造成顯著壓力，繼續是
旗下業務中最具挑戰的範疇。

香港市場的營業額減少1.9%至1,556,100,000港元，零售收入亦下跌2.0%至
1,540,200,000港元，而可供比較店舖之銷售增長為-0.9%，考慮到總銷售面積
縮減2.7%，上述表現尚算令人滿意，同時反映出按銷售面積計算的生產力上
升。毛利率增加2.0個百分點至58.9%：毛利率的提升主要由於自創品牌在銷
售組合內的比重增加後，組合表現更佳及整體利潤率上升，及同時期內的銷
售折扣略減所致。惟毛利率的提升不足以完全抵消效率（按經營成本佔銷售
額之比率計量，該比率增加4.6個百分點至67.8%）下跌的影響。在上述各項
因素的綜合影響下，香港分部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錄得
經營虧損140,000,000港元（一五╱一六財政年度：經營虧損91,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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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國大陸

我們喜見期內至今取得的擴張進展，因為我們成功把握多重增長機遇，將自
行管理的店舖版圖拓展至長春市和南寧市等新市場。時至今日，我們在
二十二個城市開設約395間自行管理店舖（總銷售面積增加23.6%），分銷或獨
家分銷最時尚及別樹一幟的多元化時裝產品。上述的全面增長印證我們對發
展中國大陸市場的一貫承諾。鑑於前衛的優質時裝商品在國內市場備受追捧
且需求殷切，長遠而言定可為I.T等優秀獨特的時裝零售商創造有利的營商環
境。

儘管整段財政期間內的消費意欲普遍收縮，本集團期內的營業額再次錄得顯
著增長，增幅為12.0%，上升至1,598,100,000港元。零售總收入亦增加14.0%

至1,523,700,000港元。推動上述銷售增長的整體動力不單只源於總銷售面積
增加，同時亦得力於可供比較店舖之銷售增長4.6%（一五╱一六財政年度：
5.9%）。毛利率下降0.6個百分點至58.4%，主要是由於人民幣匯價較去年同
期下跌所產生的匯兌差異。經營成本佔銷售額之比率減少0.2個百分點至
54.2%，經營溢利因此增加4.8%至82,000,000港元。

(d) 日本

從日本業務銷售中可見A Bathing Ape旗下各品牌的產品均極受歡迎。多項精
彩奪目市場推廣活動取得佳績，包括與不同的知名時裝單位舉辦多項跨越全
球的合作活動，不單只提升品牌實力及知名度，亦創造進一步銷售增長。此
外，期內訪日旅客人次增長亦帶動銷售增長。日本業務之銷售增長28.4%至
4,796,300,000日圓，以港元計則增長46.6%至348,500,000港元。毛利率為
71.6%（一五╱一六財政年度：70.5%）。受惠於毛利率及效率（按經營成本佔
銷售額之比率計量）雙雙上升，經營溢利增加52.6%至144,500,000港元。

(e) 澳門

儘管近期數據顯示澳門博彩業的跌勢放緩，但復甦仍欠正面動力。澳門分部
於本財政期間之零售總收入下降9.2 %至91,700,000港元，經營溢利為
26,7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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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錄得應佔合營企業虧損3,900,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之虧損減少71.9%。成功收窄虧損的一項主要因素，是致力加強與
Galeries Lafayette的合營企業業務模式的工作開始取得成果，該合營企業已達到既
定的銷售增長目標。

存貨

本集團之存貨周轉日數增加至187天（一五╱一六財政年度：168天）。本集團於本
財政期間作出增購存貨之策略決定，以刺激銷售增長。

現金流量及財務狀況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達1,766,400,000港元，而於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為1,967,100,000港元，其淨現金結餘（淨現金之定義為
1,766,400,000港元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去392,100,000港元之銀行借貸及
1,031,100,000港元之優先票據）為343,2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為431,3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經營活動現金流入為106,000,000港元
（一五╱一六財政年度：70,7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銀行融資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透支、銀行貸款及貿易融資之銀行融資總
額約為1,534,9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1,967,200,000港元），當中約
980,4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1,339,400,000港元）於同日為尚未動
用。此等融資乃主要由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銀行借貸是以賬面值為199,900,000港元（二零一六
年二月二十九日：203,100,000港元）之土地及樓宇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一五╱一六財政年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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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

本集團面對日圓、澳門幣、英鎊、歐羅、美元、新台幣、人民幣及南韓圜兌港元
所產生的外匯風險。儘管管理層定期監察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並可能與主要及具
信譽的金融機構訂立遠期外匯合約及外幣掉期合約以對沖外匯風險，惟港元兌其
他貨幣價值波動，仍可能對本集團之毛利率及盈利能力造成影響。

僱傭、培訓及發展

人才是我們最珍貴的資產，我們極為重視僱員的個人發展。於二零一六年八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有全職僱員6,711人（一五╱一六財政年度：6,147人）。本
集團投資於為僱員而設的定期培訓及其他發展課程，提升其技術和產品知識以及
業務管理技能。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組合，包括基本薪金、津貼、
保險及佣金╱花紅。

未來展望

展望本財政年度餘下時間及未來一段時間，本集團主要營運地區應要繼續面對艱
難的經營環境及消費意欲不振，當中尤以香港分部為甚。然而，本集團深信，憑
藉本身靈活變通的全面業務模式，加上多元化的地區業務版圖，將可讓本集團渡
過艱難市況。本集團將繼續致力呈奉最時尚的時裝意念，並且進一步發展旗下組
合及擴大產品種類，以吸納更廣闊的客戶層面。以全新時裝概念及新興品牌組成
的嶄新陣容已準備就緒並快將按策略在店舖及網上同時推出，屆時將配合重點宣
傳攻勢，務求讓一直鼎力支持本集團的一眾時裝愛好者覓得心頭好。

在擴展網絡方面，為應對租賃開支及員工成本持續上漲的壓力，本集團對香港的
店舖組合擬保持極為審慎的取態。中國大陸市場方面，本集團擬繼續擴張步伐及
恪守策略方針，於發展業務時精挑細選最合適的方案，並以一線及二線城市為重點。



22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推行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著重透明度及對其股東及權益持有人負責。
董事會認為，除以下所述偏離事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一直應用並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
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
一人同時兼任。沈嘉偉先生目前兼任該兩個職位。董事會相信，由一人兼任董事
會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可讓本公司更有效及有效率地制訂長遠業務策略以及執
行業務計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本公司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
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彼等一直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之必守準則。

審閱財務資料
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其審閱報告載於將寄發予股東之中期報告內。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和慣例，並討論核數、風險管
理及內部監控以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及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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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曾於聯交所購入其上市股份，
詳情如下：

 已購入之 每股購買價
購入日期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已付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六年三月一日 494,000 1.88 1.84 916,380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211,483,307股。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或優先票據。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沈嘉偉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沈嘉偉先生、沈健偉先生及陳惠軍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Francis GOUTENMACHER先生、黃天祐博士，太平紳士及
麥永森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