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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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ODERN BEAUTY SALON HOLDINGS LIMITED
（ 現 代 美 容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9）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現代美容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的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收益 6 314,093 361,410

其他收入 7 2,150 2,298

已售存貨成本 (13,576) (9,765)

廣告費 (1,714) (2,560)

樓宇管理費 (7,279) (7,085)

銀行費用 (13,058) (14,920)

僱員福利開支 (169,403) (181,647)

折舊及攤銷 (7,008) (1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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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租賃成本 (70,124) (72,864)

其他經營開支 (33,903) (35,951)

經營溢利 178 19,701

利息收入 219 310

財務費用 8(a) – (1,623)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62 86

購買代價公平值變動 1,148 1,250

商譽減值虧損 15 (2,038) –

分佔合營企業虧損 – (41)

除稅前（虧損）╱溢利 8 (331) 19,683

所得稅開支 9 (1,613) (3,793)

期內（虧損）╱溢利 (1,944) 15,890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702) 15,620

非控股權益 (242) 270

期內（虧損）╱溢利 (1,944) 15,890

每股（虧損）╱盈利（港仙） 10

基本 (0.19) 1.79

攤薄 (0.19)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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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期內（虧損）╱溢利 (1,944) 15,89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除稅後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008) (711)

失去對合營企業的共同控制權時重新分類調整 – 675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1,008) (3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952) 15,854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710) 15,584

非控股權益 (242) 27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952) 1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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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1,485 63,424
投資物業 13,032 12,870
無形資產 2,294 2,342
商譽 1,070 3,108
按金 11 19,634 14,864
遞延稅項資產 15,527 14,864

123,042 111,472

流動資產

存貨 24,194 29,34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
項 11 207,305 205,147

可收回稅項 9,301 5,572
已抵押銀行存款 54,339 54,235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5,407 5,234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4,002 244,605

504,548 544,13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
計費用 12 89,761 87,265

遞延收益 13 410,937 439,367
應付股息 16(b) 11,306 –
應付稅項 3,570 1,567

515,574 528,199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11,026) 15,93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2,016 12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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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834 822
收購事項應付購買代價 – 1,148

834 1,970

資產淨值 111,182 125,44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0,448 90,448
儲備 18,351 32,367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108,799 122,815

非控股權益 2,383 2,625

權益總額 111,182 12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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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現代美容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為M&C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地址為PO Box 309 GT, Ugland House, Sou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為香港九龍九龍灣啟祥道9號信和工商中心
6樓。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美容及保健服務以及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本公
司董事認為曾裕博士（「曾博士」，彼為本公司的董事）為本公司最終控股方。

2 編製基準

載於本公佈的中期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但摘錄自該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並已符合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與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同之會計政
策編製，惟預期反映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之新訂會計政策及會計政
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之任何變動詳情載於附註3。

中期財務報告的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規定，當中要求管理層按截至結算日之基準作出影響
政策應用以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之呈報金額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
計。

中期財務報告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甄選之詮釋附註。附註包括針對若干事件及交易之闡釋，而
該等事件及交易對於瞭解自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以來，本集團在財務
狀況及業績表現方面的轉變甚為重要。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有關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需的全部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值為11,026,000港元。儘管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
三十日錄得流動負債淨值，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概因經考慮遞延收益
410,937,000港元，即美容及保健套票不可撤銷合約，且將於12個月內確認為收入後，董事認為本集團
將有充足資金應付其到期債務。

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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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
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對本中期財務報表進行審閱。

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並載入中期財務報告內作為可作比較資料的財務資料，
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在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可供查閱。核數師於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
二十八日的報告內已對該等財務報表發表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

3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集團現行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數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該等發展對
已於中期財務報告內編製或呈列之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概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用於現行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4 過往期間調整

於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過程中，董事就與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二零一六年中期財務報告」）有關之可換股票據作出若干調整，以反映經修訂
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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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修正的進一步詳情，可參閱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截至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受影響的各項財務報表項目的重列金額如下：

 對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損益表之影響

如前呈列
對過往期間 

調整之影響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費用 (49) (1,574) (1,623)

除稅前溢利 21,257 (1,574) 19,683

期內溢利 17,464 (1,574) 15,890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17,194 (1,574) 15,620

每股盈利（港仙）
– 基本 1.97 (0.18) 1.79

– 攤薄 1.79 – 1.7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7,428 (1,574) 15,854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17,158 (1,574) 15,584

5 分類資料

本集團的兩個呈報分類如下：

美容及保健服務 – 提供美容及保健服務

護膚及保健產品 – 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

本集團的呈報分類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須應用不同技術及市場推廣策
略，故該等呈報分類須分開管理。

營運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述者相同。分類
溢利不包括其他收入、利息收入、財務費用、投資物業及購買代價公平值變動、分佔合營企業虧損、未
分配成本（包括企業行政開支）及所得稅開支。分類資產不包括持作企業用途物業、投資物業、無形資
產、商譽、遞延稅項資產及可收回稅項。分類負債不包括應付股息、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應付關
連公司及最終控股方款項及收購事項應付購買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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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集團呈報分類資料呈交予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以供資源分配及評估期內分類表現，該等
資料載列如下。

美容及保健服務 護膚及保健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302,096 11,997 314,093

呈報分類溢利 8,366 5,435 13,801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呈報分類資產 562,136 12,673 574,809

呈報分類負債 (488,387) (8,972) (497,359)

美容及保健服務 護膚及保健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345,705 15,705 361,410

呈報分類溢利 26,654 7,521 34,175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呈報分類資產 591,710 15,418 607,128

呈報分類負債 514,458 9,853 52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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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呈報分類損益的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呈報分類溢利 13,801 34,175

其他收入 2,150 2,298

利息收入 219 310

財務費用 – (1,623)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62 86

購買代價公平值變動 1,148 1,250

商譽減值虧損 (2,038) –

分佔合營企業虧損 – (41)

未分配成本 (15,773) (16,772)

所得稅開支 (1,613) (3,793)

期內綜合（虧損）╱溢利 (1,944) 15,890

6 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提供美容及保健服務以及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

期內確認之各個重大分類收益金額列載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提供美容及保健服務以及因預付美容套票到期確認的收益 302,096 345,705

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 11,997 15,705

314,093 36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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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佣金收入 142 –

外匯收益淨額 824 44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淨額 119 144

租金收入 268 268

其他 797 1,441

2,150 2,298

8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於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a)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可換股票據利息 – 1,764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 (141)

– 1,623

 (b) 其他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核數師酬金
– 即期 1,787 1,750

董事酬金 6,193 6,198

視作出售先前於合營企業所擁有股權的虧損 –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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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1,586 2,673

即期稅項 – 海外 632 2,048

遞延稅項 (605) (928)

1,613 3,793

香港利得稅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16.5%（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16.5%）計算。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支出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的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其現行稅率
計算。

10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基於以下各項計算：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1,70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
日：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15,620,000港元（經重列））及於中期期間已發行之904,483,942

股普通股（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873,996,190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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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1,702,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15,620,000港元（經重列））及904,483,942股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873,996,190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經重列））計算，計算方式
如下：

  (i) 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溢利（攤薄）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1,702) 15,620

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溢利（攤薄） (1,702) 15,620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04,483,942 873,996,190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904,483,942 873,996,190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本公司購股權、非上市認股權證及可換股票據（附註14）對每股盈利
並無任何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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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按金 19,634 14,864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35,272 33,676

減：呆賬撥備 (828) (828)

34,444 32,848

銀行╱信用卡公司保留之貿易按金（附註） 134,173 133,818

租金及其他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5,564 35,807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3,124 2,674

207,305 205,147

226,939 220,011

附註：   貿易按金指銀行╱信用卡公司於儲備賬內保留的應收賬款，以根據本集團與各銀行╱信用卡
公司訂立的商戶協議，保障本集團向以信用卡付款的客戶所提供服務的表現。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的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8,120 17,080

31至60日 7,130 6,051

61至90日 5,235 5,262

91至180日 3,839 4,349

180日以上 120 106

34,444 3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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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其客戶訂立之貿易條款主要以信用卡付款為基準。各銀行╱信用卡公司就信用卡付款給予的
信貸期限通常為7至180日（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7至180日）。

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806 2,392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85,615 82,553

應付最終控股方款項 1,425 1,434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915 886

89,761 87,265

按發票日期計的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777 2,354

90日以上 29 38

806 2,392

已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的5,53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5,663,000

港元）預計將於超過一年後動用。

13 遞延收益

按發票日期計的遞延收益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410,937 43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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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換股票據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日向曾博士所持有之聯營公司發行面值為250,000,000港元的可換股票據
（「可換股票據」），以清償本公司收購聖娜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本權益之代價。曾博士所持有之聯營公
司有權於發行可換股票據日期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期間，隨時將全部或部分可換股票據（金額不少
於1,000,000港元的完整倍數，或倘可換股票據的剩餘未行使金額少於該金額，則為該較少金額）轉換
為本公司的新普通股，換股價為每股股份1.05港元。倘行使換股權後，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將低於上市
規則所規定的最低要求，則不得行使可換股票據所附帶的換股權。於到期日仍未行使的可換股票據價
值將按當時的換股價自動轉換為本公司的新普通股。然而，倘有關轉換將致使本公司無法遵守上市規
則所規定的公眾持股量要求，則不得就可換股票據的有關價值進行任何轉換，而未能轉換為本公司股
份的可換股票據結餘須由本公司贖回，贖回金額相等於上述可換股票據結餘的全部價值。

可換股票據按每年2%的息率計息，並須每年於三月三十一日派息，直至換股或贖回為止。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日發行日期後，面值158,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六日轉換
為150,476,190股普通股。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之可換股票據到期日，可換股票據附帶之強制換股權
致使面值為32,012,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轉換為30,487,752股股份。因此，餘下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之
可換股票據到期日尚未轉換為普通股之可換股票據已由本公司按相當於當時餘下本金金額59,988,000

港元100%的贖回金額，以現金贖回。應計票息於中期報告期末尚未結付。

 負債部分之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之負債部分（經重列） – 92,671

利息開支 – 2,590

已付利息 – (3,261)

轉換為普通股 – (32,012)

於贖回後支付之本金 – (59,988)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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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換股票據的衍生財務資產之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之 

衍生財務資產（經重列） – 1,266

期╱年內於損益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 (1,266)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衍生財務資產 –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利息開支按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分採用實際利率3.68厘計算。

15 包含商譽之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的減值測試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現金產生單位的經營業績落後於預算。

中國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法釐定。本計算法乃根據經管理層批准涵蓋五
年期間財務預算及業務計劃之現金流量預測計算，估計平均收益增長率為3%至10%及最終資本化率為
3%。與未來營運有關的風險納入現金流量預測。現金流量按稅前折現率24%折現。

本集團估計該現金產生單位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值超過其估計可收回金額2,038,000港元。
因此，減值虧損2,038,000港元已於本集團綜合損益表內確認為獨立項目。

16 股息

(a) 中期期間應付權益股東之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期期間結束後已宣派及派付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仙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每股普通股1港仙） – 8,740

中期股息並未於中期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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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一財政年度應付權益股東之股息（於中期期間內獲批准）：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隨後中期期間已批准之上一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25港仙（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每股普通股0.6港仙） 11,306 5,244

17 比較數字

由於過往期間調整，若干比較數字經已重列以符合本期間的處理。該等調整之進一步詳情於附註4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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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香港

二零一七年，美容行業又經歷充滿挑戰的一年，面臨薪資上調及租金飛漲等一系列負面
因素。此外，香港金融市場波動及經濟疲弱使人們在消費方面更趨保守。我們於香港的美
容、纖體及保健服務業務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儘管如此，憑藉我們於服務管理的傑出表
現，加強品質保證，我們的管理層對我們未來業務前景充滿信心。

本集團現時經營28間美容及水療服務中心，總樓面面積約217,900平方呎，較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的224,400平方呎減少2.9%。本集團為普羅大眾提供多種全面的優質美容、纖
體及面部護理服務，包括護膚、纖體、美髮、化妝、修甲、修腳、電學脫毛及美學塑形服務
等。

為進一步加強本集團的市場領導地位，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引進多項創新的美容、纖體及抗
衰老療程及儀器，例如PicoWay皮秒脈衝固體激光器。該產品已獲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
理局（「FDA」）許可，擬使用高脈衝能量在極短時間（300–450皮秒（「皮秒」））內治療皮膚
疾病。

PicoWay在去除紋身、皮膚嫩白重生、疤痕修復、去除色素沉著、青春痘、皺紋及細紋以及
色素性病變等方面療效卓著。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於護膚及保健產品銷售方面，本集團擁有合共13間名
為「p.e.n」及「be Beauty Shop」的專賣店，遍佈香港、九龍及新界各地，銷售產品涵蓋
「Y.U.E」、「Advanced Natural」、「Bioline」、「BeYu」及「Malu Wilz」等不同系列超過80

種護膚品，能滿足顧客各種不同皮膚類型的需要。

於回顧期間，我們於香港的服務收入及來自預付美容套票的收入分別為264,956,000港元
及236,03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減少9.2%及9.7%。

中國內地

我們透過3間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上海及廣州的外商獨資企業，於中國內地經營業
務。該3間外商獨資企業於上述三座城市經營合共6間服務中心。於回顧期間，我們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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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的服務收入及來自預付美容套票的收入分別為9,219,000港元及9,041,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分別減少20.5%及17.9%。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本集團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經營合共11間美容及保健服務中心，較去年同期減少三間。於
回顧期間，我們的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業務錄得收益27,207,000港元。來自銷售預付美容套
票的收入為26,043,000港元，而來自提供服務的收益為25,92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減
少5.5%及33.3%。

台灣

目前，本集團在台灣經營2間服務中心。我們將繼續採取審慎方針以發展當地業務。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源自美容、面部護理和纖體服務。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由於不同業務區域的經濟疲弱，本集團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13.1%至314,093,000港元。

按服務種類及產品銷售分析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的收益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銷售額組合 千港元
佔收益 
百分比 千港元

佔收益 

百分比 變動

美容及面部護理 229,996 73.2% 260,289 72.0% -11.6%

纖體 49,828 15.9% 54,738 15.2% -9.0%

水療浸浴及按摩 22,272 7.1% 30,678 8.5% -27.4%

美容及保健服務 302,096 96.2% 345,705 95.7% -12.6%

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 11,997 3.8% 15,705 4.3% -23.6%

總計 314,093 100% 361,410 10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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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女士美容及面部護理服務的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12.3%至203,000,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231,557,000港元），而男士美容及面部護理服務的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6.0%至
26,99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8,732,000港元）。於回顧期間，纖體服務的收益由二零一六
年同期約54,738,000港元減少約9.0%至49,828,000港元。

同時，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水療浸浴及按摩收益減少27.4%至22,272,000港元。產品收益
較去年同期減少23.6%至11,997,000港元，主要由於調整產品組合以滿足客戶需要所致。

僱員福利開支

僱員福利開支為本集團最主要之經營成本，由去年同期的181,647,000港元減少約6.7%至
169,403,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的員工總數由去年同期的1,474名減少
3.1%至1,429名。僱員福利開支及員工人數下降主要由於我們不斷致力追求成本效益所致。
為吸引及挽留人才以提升本集團的競爭優勢，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起已實行精英制度，
旨在提供全面的訓練以提升員工的待客之道。管理層將向表現傑出的優秀員工發放酌情
花紅，以表揚彼等的貢獻。僱員福利開支佔收益的53.9%，而去年同期則為50.3%。

租賃成本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租賃成本約為70,12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72,864,000港元），佔收
益約22.3%（二零一六年：20.2%）。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香港
及台灣共經營36間服務中心，加權平均總樓面面積為248,000平方呎，較去年同期的257,000

平方呎減少3.5%。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分別擁有10

間及1間服務中心，加權平均總樓面面積分別為約20,000平方呎及約2,000平方呎。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銀行費用、折舊及攤銷、廣告費、公用事項及樓宇管理費。於回顧
期間，銀行費用減少12.5%至13,058,000港元。由於新店開業及舊店結業，折舊及攤銷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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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至7,008,000港元。廣告費減少至1,714,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為2,560,000港元。廣告費
佔總收益的百分比降至0.5%，而去年同期為0.7%。

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淨額約為1,944,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純利為
15,890,000港元（經重列）。本集團將繼續在適當時機擴展其業務，務求達至長期增值的目
標，為股東帶來最佳回報。於回顧期間，每股基本虧損為0.19港仙，而去年同期的每股盈利
為1.79港仙（經重列）。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批准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中期股
息：1港仙，合共8,740,000港元）。

流動資金、資本架構及財資政策

於回顧期間，我們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的權益總額為
111,182,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204,002,000港元（二零一
七年三月三十一日：244,605,000港元），並無銀行借貸。本集團一般透過銷售預付美容套
票的收入及向銀行收取的信用卡預付款項為其流動資金需要提供資金。

除營運所需的資金外，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大多數現金均持作銀行定期及儲蓄存款，年利
息收益率約0.1%。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任何其他證券或資本投資、衍生工具投資或外
幣對沖。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總額約為14,732,000港元，主要
用作就擴充及整合其於不同地區的服務及零售網絡而進行租賃物業裝修以及添置設備及
機器。去年同期的資本開支約為1,17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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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本集團之資本承擔主要用作購置機器、設備及廠房。董事會認為，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
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置廠房及設備有資本承
擔3,543,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098,000港元）。

資產押記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向若干銀行抵押其銀行存款54,339,000港元（二零一
七年三月三十一日：54,235,000港元），作為本集團旗下若干附屬公司獲授銀行信貸的抵押
品。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交易主要以港元列值。然而，隨著本集團業務擴展至中國內地、東南亞及澳洲，
港元與外幣的兌換匯率亦對營運成本構成影響。因此，管理層會密切觀察本集團所面對的
外匯風險，並將採取必要措施以妥善對沖該等風險。

人力資源及培訓

於回顧期間，包括董事酬金在內的僱員福利開支總額為169,40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181,647,000港元下降6.7%。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僱用1,429名員工（二零一
六年九月三十日：1,474名員工），包括香港、中國內地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台灣的前線服
務中心員工分別有1,056人、69人及123人。香港、中國內地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及澳
洲的後勤辦事處員工分別有98人、51人及32人。為確保服務質素，本集團定期為員工提供
適當培訓，包括最新美容科技的安全應用、服務技巧的心得交流、服務和產品的深入介紹
等。培訓由本集團的高級管理人員設計，彼等亦負責部分教授及經驗分享。培訓過程中，
本集團亦鼓勵員工發問和發表意見，促進高級管理人員和基層員工的互動。同時，管理層
和員工的良好溝通能讓管理層更有效地瞭解本集團的日常營運。

本集團定期根據法律架構、市場狀況及本集團與個別僱員的表現檢討薪酬政策。薪酬委
員會亦對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員的薪酬政策及待遇進行檢討。按照本集團的薪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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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僱員的待遇乃符合本集團業務所在地的所有司法管轄區的法律規定，並與市場水平一
致。

企業社會責任

本集團提供美容及面部護理和纖體服務多年，豐富的經驗讓我們更重視服務和產品的安
全。本集團對產品的質素要求嚴格，成分及包裝衛生均獲國際認可；而服務中心所使用的
先進儀器亦通過多項安全測試，達國際級安全標準。

另外，員工的專業水準也是服務安全的關鍵。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開辦美容專家國際學
院，憑專業名師培養出技術精湛而全面的學員。在學院任教的導師，均具備多年美容培訓
經驗，更已獲多個國際專業認可資格；學員亦可參加多個國際認可的考試以汲取更多經
驗。本集團可於學院招攬精英人才，也可安排合適的員工於學院接受適當的培訓或進修，
一舉兩得。學員完成課程後，不但有機會加入本集團的專業團隊，更可開拓其他美容事業
發展，貢獻業界。保護環境方面，本集團一向有具體政策，訂明如何在服務中心盡量減少
使用空氣調節裝置及減少用水，旨在於提供舒適的服務環境的同時，致力支持環保。

展望

鑒於香港經濟不景氣及中國經濟增長減速導致消費疲弱，以及其他不利因素（如銷售成本
增加、工資上漲及租金上升），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美容業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
到影響。

經濟預期持續疲軟，支出仍維持保守，本公司所屬行業必將繼續受到相關影響。

儘管存在諸多因素，本集團將繼續善用其於香港、中國及東南亞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及穩固
客戶基礎，逆風前行。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開始推出美容培訓課程，該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
可。同時，我們長期提供獲聖迪斯哥（CIDESCO）、ITEC及國際美容治療及美容師聯盟
（CIBTAC）等國際認可的培訓課程，旨在為離校生及成年學員提供靈活發展道路的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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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以幫助彼等獲得美容行業的通用能力、實用技能及專業知識。而與此同時，我們亦
擴大了於美容行業的業務範圍，並最終從中受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
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堅守良好的企業管治原則，以求達致穩健管理及提升股東價值。該等原則重視透明
度、問責性及獨立性。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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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守則（「守則」）載列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以下「主席兼行政總裁」一節所述偏
離守則條文第A.2.1條的情況及以下「未遵守守則條文第E.1.2條」一節所述偏離守則條文
第E.1.2條的情況除外。

主席兼行政總裁

於回顧期間，曾裕博士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
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兼任。經審閱管理層架構後，董事會認為，
董事會的決定乃全體董事以投票表決方式作出的集體決定，並非由董事會主席一人決定。
此外，董事會管理層與本公司的日常業務管理層的職責在高級管理層的支持下均有清晰
劃分。因此，本公司管理層的權力並無集中在任何一名人士身上。董事會認為，現有架構
不會對董事會與本集團高級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權限平衡造成損害。

未遵守守則條文第E.1.2條

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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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主席曾裕博士基於私人理由並未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
東週年大會。

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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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
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
則所載的規定標準，且概無不合規情況。

董事委員會

董事會成立下列委員會，並訂有條款不遜於守則所載條文的職權範圍：

• 薪酬委員會

• 提名委員會

• 審核委員會

每一委員會有權在其認為有需要時委聘外部顧問或專家，以履行委員會責任。所有委員會
的會議記錄均會送呈各委員會成員以供傳閱。為進一步加強獨立性及有效性，所有審核委
員會的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而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的架
構乃以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絕大多數成員。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的組成如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文顯先生（主席）

廖美玲女士

康寶駒先生

執行董事

曾裕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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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之職責已載列於其書面職權範圍內，包括根據訂明的政策審閱及釐定應付董
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待遇、花紅及其他報酬的條款。該等政策乃全面獎勵高級管理層在
達到年度及長期表現目標所作出之努力。透過向表現達致目標之僱員提供於業內具競爭
力之全面獎勵，本集團致力招攬、激勵及挽留對其長遠成就而言屬重要之主要行政人員。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如下：

執行董事

曾裕博士（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廖美玲女士

黃文顯先生

康寶駒先生

董事會已成立提名委員會，並訂有書面職權範圍，其包括向董事會就委任董事、董事會組
成之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評估及董事會繼承管理提出建議。

提名委員會挑選及推薦董事人選的基準著重適當的專業知識及行業經驗、個人操守、誠信
及個人技能，以及能向董事會及本公司付出足夠時間的承諾。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的組成如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廖美玲女士（主席）

黃文顯先生

康寶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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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查本集團的財務申報、內部監控及企業管治事宜，並向董事會作出相關建
議。全體審核委員會成員均具備上市規則所規定的適當專業資格、會計或相關的財務管理
專長。

審核委員會已於董事會批准前審閱及批准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的中期業績。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將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網址為www.hkex.com.hk）「最新上市
公司公告」項內及本公司網站（網址為www.modernbeautysalon.com）「投資者關係–法定
公告」欄內刊登。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或前後寄發予股東，並同時將
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登載以供瀏覽。

承董事會命 

現代美容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曾裕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曾裕博士、葉啟榮先生及楊詩敏女士；以及四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廖美玲女士、黃文顯先生、康寶駒先生及林德亮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