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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中期報告

集團業績（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股東應佔集團虧損縮減至港幣一千六百六十萬元（二○一五年：港幣三千四百九十萬元）。每股虧損為
1.0仙（二○一五年： 2.1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就截至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宣布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一五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評議

於本財政年度首六個月，消費者持續減少對奢侈品的消費，加上國內旅客人數不斷下降，集團的銷售表現依然受
到影響。相對於收入，零售行業的租金仍然高企。香港和中國業務的經營虧損分別為港幣八百五十萬元和港幣
六百九十萬元。

集團虧損為港幣一千六百六十萬元，整體減幅港幣一千八百三十萬元，主因是結束了表現欠佳的店舖和提高了成
本效益，以及去年的業績計入了為上海IAPM商場JOYCE店的虧損性合約作出港幣七百六十萬元的非經常性撥備。

於本期間，香港三間BOSS店和三間Stella McCartney店的專營權屆滿，故結束營業。在中國業務方面，隨著非當季
貨品的貨量減少，兩間JOYCE Warehouse店於租約期滿時結束營業，以節省營業成本。

業務發展

集團將繼續對業務拓展持審慎態度，並集中整合JOYCE多品牌業務，經營更高效益的店舖。集團已於九月完成中
環JOYCE旗艦店的全面翻新工程，並於十月舉行盛大的開幕儀式，該店嶄新的面貌，定能為顧客帶來煥然一新的
獨特購物體驗。展望未來，集團日後將加強個人形象設計服務，從而進一步提升顧客忠誠度及推動來自尊貴顧客
的銷售額。

展望

集團預期零售行業的營商環境在短期內仍然充滿挑戰。黃金地段購物商場的租金水平相對於收入而言依然高企。
消費者在網上及海外購買奢侈品的購物模式，將繼續打擊集團的核心零售業務。面對種種挑戰，集團將致力提升
成本效益及店舖效益、加強時裝編輯，以及藉審慎的業務拓展及存貨採購方案來減低經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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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評議

業績評議

截至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淨虧損為港幣一千六百六十萬元，去年同期的淨虧損則為港幣
三千四百九十萬元。

集團收入下跌17.6%至港幣四億七千九百七十萬元，而基於加強管理邊際利潤的緣故，毛利率則上升3.1個百分點。
加上營業成本全面下跌和結束表現欠佳的店舖業務，集團的除稅前虧損縮減港幣二千零五十萬元（除稅後則為港
幣一千八百三十萬元）。去年的虧損已計入為上海IAPM商場JOYCE店的虧損性合約作出港幣七百六十萬元的非經
常性撥備。

香港業務的收入較去年同期下跌15.2%，佔集團收入的84.9%（二○一五年：82.5%）。由於表現欠佳的店舖已結束業
務，加上毛利率上升及經營成本效益改善，是期的營業虧損下降港幣四百一十萬元，至港幣八百五十萬元。

中國內地業務的收入較去年同期下跌31.8%，皆因銷售表現全面放緩和部分店舖結束營業所致。營業虧損縮減至港幣
六百九十萬元，減幅港幣一千六百萬元，主因為結束了表現欠佳的店舖和在去年的業績計入為上海IAPM商場JOYCE

店的虧損性合約作出港幣七百六十萬元的非經常性撥備。因此，集團累計已為該店作出合共港幣二千二百一十萬
元（二○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二千二百一十萬元）的虧損性合約撥備，並已要求法院就提早結束租約一事進
行仲裁。

是期Marni合營業務帶來港幣四十萬元的虧損（二○一五年：港幣一百萬元），虧損減少，主因是經營成本效益已
見改善。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集團有為數港幣二億九千四百七十萬元（二○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三億零
一百七十萬元）的現金存款及手頭現金，以及為數共港幣二億五千四百八十萬元（二○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二億五千四百八十萬元）的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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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盡量降低外匯波動所帶來的風險，集團不時檢討其外匯情
況，在適當及必要時以期貨合約方式對沖風險。

人力資源

於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集團僱用493名員工（二○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537名）。僱員薪酬乃按各自職位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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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亦向員
工提供各項與工作相關的適當培訓課程。截至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職工成本總額為港幣七千九百五十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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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截至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30/09/2016 30/09/2015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 479,708 582,127

其他收入 22,863 20,262

502,571 602,389

直接成本及營業費用 5 (454,439) (553,614)

銷售及推銷費用 5 (17,673) (20,637)

行政費用 5 (47,653) (57,556)

其他虧損 3 – (7,572)

營業虧損 (17,194) (36,990)

融資成本 4 (5) (10)

所佔聯營公司虧損 (366) (1,047)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 (17,565) (38,047)

所得稅抵免 6 1,000 3,193

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16,565) (34,854)

每股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1.0仙) (2.1仙)

股息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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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
於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30/09/2016 31/03/2016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495 50,327
訂金、預付費用及其他資產 90,799 62,755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8,437 8,797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的金融資產 5,760 5,76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241 9,233

162,732 136,872

流動資產

存貨 219,011 242,72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9 32,133 23,275
訂金、預付費用及其他資產 48,243 59,437
本期所得稅抵免 3,260 6,84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94,739 301,667

597,386 633,953

資產總額 760,118 770,825

權益

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11 162,400 162,400
儲備 393,946 410,347

權益總額 556,346 572,74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36 1,336
其他非流動負債 15,027 19,593

16,363 20,92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及應付票據 10 35,082 41,405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項目 144,872 133,063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7,302 1,921
衍生金融工具負債 51 －
本期所得稅負債 102 760

187,409 177,149

負債總額 203,772 198,078

權益及負債總額 760,118 770,825

流動資產淨值 409,977 456,804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572,709 59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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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轉變報表
截至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盈餘 繳入盈餘
匯兌波動

儲備 對沖儲備 累積盈利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一六年四月一日結存 162,400 3,728 76 139,196 8,567 – 258,780 572,747
綜合收益╱（開支）
是期虧損 – – – – – – (16,565) (16,565)
其他綜合收益╱（開支）
海外營運之匯兌淨差額：
－附屬公司 – – – – 81 – – 81
－聯營公司 – – – – 6 – – 6

現金流動對沖：
－本期間的公平價值收益和因一般 

存貨基準調整作出分類調整 – – – – – 69 – 69
－遞延所得稅 – – – – – 8 – 8

其他綜合總收益 – – – – 87 77 – 164

綜合總收益╱（開支） – – – – 87 77 (16,565) (16,401)

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結存 162,400 3,728 76 139,196 8,654 77 242,215 556,346

截至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如下：

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盈餘 繳入盈餘
匯兌波動

儲備 對沖儲備 累積盈利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一五年四月一日結存 162,400 3,728 76 139,196 9,299 (6,141) 369,275 677,833
綜合收益╱（開支）
是期虧損 – – – – – – (34,854) (34,854)
其他綜合收益╱（開支）
海外營運之匯兌淨差額：
－附屬公司 – – – – 923 – – 923
－聯營公司 – – – – 13 – – 13

現金流動對沖：
－本期間的公平價值收益和因一般 

存貨基準調整作出分類調整 – – – – – 7,903 – 7,903
－遞延所得稅 – – – – – (1,762) – (1,762)

其他綜合總收益 – – – – 936 6,141 – 7,077

綜合總收益╱（開支） – – – – 936 6,141 (34,854) (27,777)

與股東的交易，在權益中直接確認
就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已付中期股息 – – – – – – (32,480) (32,480)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結存 162,400 3,728 76 139,196 10,235 – 301,941 617,576



- 20 -

JOYCE BOUTIQUE HOLDINGS LIMITED

- 21 -

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30/09/2016 30/09/201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是期虧損 (16,565) (34,854)

其他綜合收益

海外營運之匯兌淨差額 87 936

現金流動對沖之公平值除稅後之收益 77 6,141

其他綜合總收益 164 7,077

是期綜合總開支 (16,401) (27,777)

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30/09/2016 30/09/201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3,011 (67,815)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10,020) (27,052)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 (32,48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 (7,009) (127,347)

匯兌調整淨額 81 545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01,667 414,851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94,739 288,04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分析

銀行及庫存現金 176,074 169,822

短期銀行存款 118,665 118,227

294,739 28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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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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披露規定編製。

本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須與二○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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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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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新準則、現行準則的修訂及詮釋首次必須於二○一六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採用，但對本集
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造成嚴重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第38號（修訂本） 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之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內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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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管遞延賬戶
年度改進項目 二○一二至二○一四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下列新準則、現行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已經刊發，但於二○一六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並未生效，亦未獲
本集團提早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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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出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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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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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及其他市場。

分部虧損指各分部所引起之虧損未計融資費用、稅項及所佔聯營公司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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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將本集團按地域分部而劃分的收入及分部業績分析列述如下：

分部收入 分部業績

30/09/2016 30/09/2015 30/09/2016 30/09/201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地域分部：

香港 407,143 480,273 (8,523) (12,629)

中國 68,826 100,844 (6,874) (22,861)

其他 3,739 1,010 (1,797) (1,500)

總額 479,708 582,127

營業虧損 (17,194) (36,990)

融資成本 (5) (10)

所佔聯營公司虧損 (366) (1,047)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 (17,565) (38,047)

所得稅抵免 1,000 3,193

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16,565) (34,854)

(3) 其他虧損

30/09/2016 30/09/201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虧損性合約之撥備 – 7,572

(4) 融資成本

30/09/2016 30/09/201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透支利息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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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費用種類

30/09/2016 30/09/201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存貨成本 245,117 302,558

（存貨撥備回撥）╱存貨撥備 (5,484) 6,47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306 21,953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146,955 158,944

職工成本 79,535 88,510

其他費用 40,336 53,368

519,765 631,807

(6) 所得稅抵免
由於本集團並無估計應課稅利潤，因此在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就香港所得稅作出任何撥備。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之香港所得稅已按照該期間估計應課稅利潤以稅率16.5%提撥準備。

由於本集團並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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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無）。

從綜合收益表內抵免的稅項金額為：

30/09/2016 30/09/201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 1,346

遞延所得稅 (1,000) (4,539)

(1,000) (3,193)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是期公司股東應佔綜合虧損港幣16,565,000元（二○一五年：港幣34,854,000元）及是期內
一直皆已發行的1,624,000,000股（二○一五年：1,624,000,000股）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而計算。

由於本公司截至二○一六年及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無潛在可攤薄股份，因此每股攤薄虧損相
等於每股基本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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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a) 是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就截至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不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一五年：無）。

(b) 期內批准及支付的上一個財政年度股息

30/09/2016 30/09/201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並無批准及支付的上一個財政年度中期股息 

（二○一五年：每股2.0仙） – 32,480

(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於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的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內所包括的應收貿易賬項賬齡按發票到期日的分析列述如
下︰

30/09/2016 31/03/2016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十日內 15,161 17,272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788 1,617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52 10

16,001 1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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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應付貿易賬項及應付票據
於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的應付貿易賬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按發票到期日分析列述如下︰

30/09/2016 31/03/2016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十日內到期 34,668 40,524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到期 414 864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到期 － 17

35,082 4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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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二○一六年 二○一五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計） 港幣千元 （千計） 港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期初及期末結存 3,000,000 300,000 3,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期初及期末結存 1,624,000 162,400 1,624,000 162,400

(12) 承擔
(a) 經營租賃承擔－承租者

於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而應付之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30/09/2016 31/03/2016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土地及樓宇：
第一年內 243,430 244,448

第二至第五年內 487,063 444,779

五年以上 25,000 56,054

755,493 745,281

有關與總收入掛鈎的租賃合約支付責任並不計入未來最低租賃支出。

(b) 經營租賃承擔－出租者

於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而應收之未來最低租賃收款總額如下：

30/09/2016 31/03/2016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土地及樓宇：
第一年內 17,993 3,623

第二至第五年內 23,337 –

41,330 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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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但仍未產生的資本開支如下：

30/09/2016 31/03/2016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簽約但未撥備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 8,741

(13) 與連繫人士的交易
本集團於是期內所參與之與連繫人士的重大交易乃於正常業務運作情況下進行並列述如下：

(a) 與同系附屬公司的交易

30/09/2016 30/09/201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支付予同系附屬公司的租金支出 14,852 17,273

已收同系附屬公司的租金收入 14,691 17,068

(b) 與聯營公司的交易

30/09/2016 30/09/201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收聯營公司的管理服務費用 391 574

(14)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的審閱
本公司截至二○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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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內《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內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已
向所有本公司董事特地作出查詢，而所有董事均已確定彼等在本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內列載的所須標準。

董事的證券權益

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存置的登記冊所載錄，就涉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或《標準守
則》本公司的董事及╱或行政總裁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發出通知的資料而言，任何本公司的董事或行政總裁於二
○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皆無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所指的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權證的好倉或淡倉權益，彼等於本財政期間內任何時間亦無持有可認購任何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的任何權利。

主要股東權益

茲將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而存置的登記冊（「登記冊」）所載，於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直
接或間接就5%或以上的本公司任何類別有投票權股份佔有權益的所有有關者名稱，彼等於該日分別佔有及╱或
被視為佔有其權益的有關股數，以及該等股份所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百分比臚列如下：

名稱 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數目之百分比）

(i) JoyBo International Limited（「JBIL」） 1,183,838,723 (72.90%)

(ii) Wisdom Gateway Limited（「WGL」） 1,183,838,723 (72.90%)

(iii) HSBC Trustee (C.I.) Limited（「HSBC CI」） 1,183,838,723 (72.90%)

(iv) 吳光正先生 1,183,838,723 (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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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截至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624,000,000股。

(2) 上述全部股份權益皆出現重疊情況，該四項股份全皆涉及同一批股份。

(3) 上述HSBC CI被視為持有的股份乃藉其於WGL持有的100%股份權益持有。HSBC CI以一項信託（由吳光正先生作

為財產授予人）的受託人身份持有於WGL的權益。

(4) 上述WGL被視為持有的股份乃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JBIL持有。

上述全部權益皆為好倉，而於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淡倉權益記錄於登記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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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仲瑛

香港 二○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於本中期報告書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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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啟堅先生和吳梓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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