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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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現代美容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或「回
顧年度」）的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七年財政年
度」）之比較數字如下。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已由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 599,018 693,284

其他收入 6 5,109 3,225

已售存貨成本 (23,270) (22,366)

廣告費 (4,246) (4,744)

樓宇管理費 (14,589) (13,970)

銀行費用 (26,829) (27,318)

僱員福利開支 7(b) (342,245) (335,364)

折舊及攤銷 (14,647) (35,473)

租賃成本 (135,292) (142,448)

其他經營開支 (66,774) (6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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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溢利 (23,765) 45,400

利息收入 621 723

財務費用 7(a) — (3,856)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030 170

購買代價公平值變動 1,148 1,245

商譽減值虧損 (2,038)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2,180) —

分佔合營企業虧損 — (41)  

除稅前（虧損）╱溢利 7 (25,184) 43,641

所得稅開支抵免╱（開支） 8 2,339 (9,766)  

年內（虧損）╱溢利 (22,845) 33,875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2,855) 33,262

非控股權益 10 613  

年內（虧損）╱溢利 (22,845) 33,875  

每股（虧損）╱盈利（港仙） 9

基本 (2.53) 3.78  

攤薄 (2.53)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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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溢利 (22,845) 33,875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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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零稅項 (2,861) (1,610)

失去對合營企業的共同控制時重新分類調整，
扣除零稅項 — 675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2,861) (935)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25,706) 32,940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5,716) 32,327

非控股權益 10 613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25,706) 3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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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8,760 63,424

投資物業 13,900 12,870

無形資產 2,147 2,342

商譽 1,070 3,108

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22,798 14,864

遞延稅項資產 20,609 14,864  

129,284 111,472  

流動資產

存貨 26,097 29,34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210,308 205,147

可收回稅項 3,517 5,572

已抵押銀行存款 54,471 54,235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5,556 5,234

現金及銀行結餘 181,683 244,605  

481,632 544,13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 

應計費用 11 92,595 87,265

遞延收益 12 428,719 439,367

應付稅項 717 1,567  

522,031 528,199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40,399) 15,93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8,885 127,410  



– 5 –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57 822

收購事項應付購買代價 — 1,148  

457 1,970    

資產淨值 88,428 125,44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0,448 90,448

儲備 (4,655) 32,367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85,793 122,815

非控股權益 2,635 2,625  

權益總額 88,428 125,440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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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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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公司董事）為本公司最終控股方。

2 合規聲明及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本全年業績公佈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
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等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財務報表，惟衍生自該等財務報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本公佈所載列之綜合業績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於本集團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
效或可供提早採納。附註3提供有關初次採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會計政策出現變動之
資料，惟前提是有關資料與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有關，並於該等財務報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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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所載會計政策所闡釋之以下資產及負債以其公平值列賬外，編製財務報表所用計量基準
為歷史成本基準：

— 投資物業；及

— 收購事項應付購買代價。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之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此等判斷、估
計及假設足以影響政策之應用及所呈報資產、負債及收支之金額。估計及相關假設乃以過往經驗
及其他相信在有關情況下屬於合理之因素為依據，所得結果成為判斷無法隨時從其他來源清楚
顯現之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之基礎。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估計及相關假設經不斷檢討。倘會計估計之修訂僅影響作出修訂之期間，則修訂於該期間內確
認，或倘修訂影響本期間及未來期間，則修訂於作出修訂期間及未來期間內確認。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值為40,399,000港元。儘管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錄得流動負債淨值，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經考慮下列各
項後，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充足資金應付其到期債務：

(i) 本集團預期日後產生正數的經營現金流量；及

(ii) 遞延收益428,719,000港元，即美容及保健套票預付款項，將確認為收入而非退還。

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3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該等
修訂概無對如何編製或呈列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於當前會計期間應用任何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的兩個可呈報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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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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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溢利不包括其他收入、利息收入、財務費用、投
資物業及購買代價的公平值變動、合營企業減值虧損、未分配成本（包含企業行政開支）及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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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免╱（開支）。分類資產不包括持作企業用途物業、投資物業、遞延稅項資產及可收回稅項。分
類負債不包括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應付關連公司及最終控股方款項以及收購事項應付購買
代價。

(a)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本集團可呈報分類之資料呈交予
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以供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評估之用，該等資料列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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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574,737 24,281 599,018

可呈報分類（虧損）╱溢利 (5,442) 3,489 (1,953)

其他分類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20,164 1,180 21,344

折舊及攤銷 14,220 427 14,647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類資產 545,379 12,838 558,217

可呈報分類負債 507,960 10,003 517,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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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664,830 28,454 693,284

可呈報分類溢利 60,405 13,579 73,984

其他分類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362 1,451 5,813

折舊及攤銷 35,058 415 35,473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類資產 591,710 15,418 607,128

可呈報分類負債 514,458 9,853 524,311   



– 9 –

 (b) 呈報分類溢利╱（虧損）、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虧損）

可呈報分類（虧損）╱溢利 (1,953) 73,984

其他收入 5,109 3,225

利息收入 621 723

財務費用 — (3,856)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030 170

購買代價公平值變動 1,148 1,245

分佔合營企業虧損 — (41)

未分配成本 (31,139) (31,809)

所得稅抵免╱（開支） 2,339 (9,766)  

年內綜合（虧損）╱溢利 (22,845) 33,875  

資產

可呈報分類資產 558,217 607,128

持作企業用途物業 14,673 15,175

投資物業 13,900 12,870

遞延稅項資產 20,609 14,864

可收回稅項 3,517 5,572  

綜合資產總額 610,916 655,609  

負債

可呈報分類負債 517,963 524,311

應付稅項 717 1,567

遞延稅項負債 457 822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926 887

應付最終控股方款項 1,425 1,434

收購事項應付購買代價 — 1,148  

綜合負債總額 522,488 53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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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 (i) 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及 (ii) 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特定非流
動資產」）的地理位置之資料。客戶的地理位置乃按提供服務或交付貨品的位置而定。特定非
流動資產的地理位置乃按資產的實際位置（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言）而定。特定非流動資產
不包括投資物業、無形資產、商譽、於聯營公司及企營企業的權益、遞延稅項資產及按金。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特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所在地） 519,054 593,341 63,298 54,969

中國內地 23,318 22,313 1,672 4,025

新加坡 48,385 66,349 3,419 2,816

馬來西亞 1,681 3,319 — 76

台灣 4,604 5,964 — 1,044

澳洲 1,976 1,998 371 494    

599,018 693,284 68,760 63,424    

5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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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重大分類收益之金額列載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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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737 664,830

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 24,281 28,454  

599,018 69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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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佣金收入 139 172

政府補貼 204 361

匯兌收益淨額 2,664 58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淨額 115 161

租金收入 1,015 536

其他 972 1,411  

5,109 3,225  

7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a) 財務費用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可換股票據利息 — 2,590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 1,266  

— 3,856  

 (b) 僱員福利開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及薪金 321,353 318,803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19,347 19,740

其他員工福利 1,545 (3,179)  

342,245 33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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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其他項目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3,116 3,065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費用 135,292 142,448

出售附屬公司的虧損 — 17

出售聯營公司的虧損 — 80

視作出售先前於合營企業所擁有股權的虧損 — 1,802  

8 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

 (a) 綜合損益表之稅項指：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年度撥備 3,566 5,507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26 14  

3,592 5,521  

即期稅項－海外

年度撥備 293 2,906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123) (7)  

170 2,899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性差異 (6,101) 1,346    

(2,339) 9,766  

二零一八年香港利得稅撥備按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16.5%（二零一七年：16.5%）計算，並已計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二零一六╱一七課稅年度給予各項業務寬減應付稅項的75%，惟不
得超過上限2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及已就二零一五╱一六課稅年度獲授20,000港元的最高
寬減並已於計算二零一七年撥備時計及在內）。海外附屬公司的稅項按相關國家當時適用的
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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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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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55,000港元（二零一七年：本
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33,262,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之加權平均數904,483,942股普通股
（二零一七年：加權平均數880,761,965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時乃以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22,855,000港元（二零一七
年：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34,163,000港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04,483,942股（二零一
七年：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04,483,942）為基準，計算方式如下：

  (i) 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溢利（攤薄）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22,855) 33,262

實際利息對攤薄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之除稅後影響 — 901  

就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22,855) 34,163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於三月三十一日就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04,483,942 880,761,965

轉換攤薄可換股票據之影響 — 23,721,977  

於三月三十一日就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04,483,942 904,483,942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本公司購股權及非上市認股權證對每股盈利並無任何攤
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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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按金及預付款項 22,798 14,864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36,230 33,676

減：呆賬撥備 (828) (828)  

35,402 32,848

銀行╱信用卡公司保留之貿易按金（附註） 134,137 133,818

租金及其他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6,789 35,807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3,980 2,674  

210,308 205,147    

233,106 2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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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本集團根據其與銀行
╱信用卡公司訂立的商戶協議向以信用卡為服務付款的客戶提供服務。

 (a)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並扣除呆賬撥備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9,116 17,080

31至60日 5,960 6,051

61至90日 5,529 5,262

91至180日 4,583 4,349

180日以上 214 106  

35,402 32,848  

應收賬款於賬單發出日期起計7至180日（二零一七年：7至180日）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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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付款到期日計的應收賬款（扣除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既未逾期亦未減值 35,217 30,602

逾期不超過30日 — 2,030

逾期31至60日 90 94

逾期61至90日 23 1

逾期91至150日 28 29

逾期超過150日 44 92  

35,402 32,848  

約185,000港元之應收賬款為已逾期但未減值（二零一七年：2,246,000港元），其涉及與本集團
有良好往績記錄之銀行╱信用卡公司。根據過往經驗，管理層相信毋須為該等結餘計提減值
撥備，因為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而結餘仍被視為可悉數收回。

 (b) 應收賬款減值

有關應收賬款的減值虧損乃使用備抵賬記錄，惟本集團認為收回款項的機會甚微則除外，
在此情況下減值虧損直接於應收賬款撇銷。

年內的呆賬（包括特定及共同虧損部分）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四月一日及三月三十一日 828 828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個別已減值應收款項與應收銀行╱信用卡公司的若干已逾期
餘額有關，而管理層已作出評估，認為收回該等結餘的機會甚微。因此，已就呆賬確認特定
撥備82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82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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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2,103 2,392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87,141 82,553

應付最終控股方款項 1,425 1,434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926 886  

92,595 87,265  

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預期於一年內結付或確認為收入或按要求
償還。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的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034 2,354

超過90日 69 38  

2,103 2,392  

12 遞延收益

 (a) 基於發票日期的遞延收益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以內 428,719 439,367  

 (b) 遞延收益的變動：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 439,367 547,224

來自銷售預付美容套票的收入總額 563,069 558,670

來自提供美容及保健服務及因預付美容套票到期確認的 

收益 (574,737) (664,830)

匯兌差額 1,020 (1,697)  

於年終 428,719 43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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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息

年內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之股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及派付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仙 

（二零一七年：每股普通股1港仙） — 8,740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仙 

（二零一七年：每股普通股1.25港仙） — 11,306  

— 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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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概覽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599,0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或「去年同期」）約693,300,000港元減少13.6%。於回顧年
度銷售預付美容套票之收益為563,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0.8%。與去年同期相
比，僱員福利開支及租賃成本分別增加2.1%至342,200,000港元及減少5.0%至135,300,000

港元。本集團於回顧年度錄得經營虧損23,8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經營溢
利45,400,000港元）。

以下為主要統計數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

收益（百萬港元） 599.0 693.3 –13.6%

經營虧損╱溢利率（%） –4.0% 6.5% –10.5個百分點
虧損淨額╱純利率（%） –3.8% 4.9% –8.7個百分點
店舖數目 62 60 +3.3%

僱員福利開支（百萬港元） 342.2 335.4 +2.1%

租賃成本（百萬港元） 135.3 142.4 –5.0%

每股普通股股息總額（港仙） 無 2.25

全年派息率（%） 不適用 59.2%

香港

香港之國內生產總值按實值計算於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同比顯著增長4.7%，標誌著自
上一季度3.4％增長的大幅加速，乃連續第六個季度增長超過過去十年每年2.7％的趨
勢增長率。薪金增加及租賃成本抬高乃不利我們業務的兩個主要因素。然而，我們會
竭力利用我們傑出之品牌認知度及穩固之客戶基礎，管理層對業務之未來前景抱持
信心。

於回顧年度，收益下跌12.6%。根據會計政策，遞延收益乃於向顧客提供服務療程時
或預付美容套票到期後予以確認。因此，回顧年度未被確認的遞延收益將於下一個財
政年度依實際情況全數確認為收益。回顧年度來自提供服務及因預付美容套票到期
產生的收益以及預付美容套票收益分別為504,000,000港元及482,400,000港元（二零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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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財政年度：570,900,000港元及486,700,000港元）。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之收益於二零
一八年財政年度為15,1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22,400,000港元）。於回顧年
度，香港之客戶總數約為414,000名，較去年同期約407,000名增加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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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塑形服務等。自二零一三年起，我們亦
為顧客提供婚紗攝影服務。為進一步加強我們為顧客提供的美容服務，我們提供多種
創新細緻的美容、纖體及抗衰老療程及儀器。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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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be Beauty Shop」的專賣店，位置遍佈港九新界。包括「Y.U.E」、「Advanced 

Natural」、「Bioline」、「BeYu」、「Malu Wilz」、「Byotea」、「Oro」、「Fanola」、
「Botugen」在內等不同系列的護膚品牌提供超過80種產品銷售，以滿足各種不同皮膚
類型顧客的需求。

中國內地

我們透過三間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上海及廣州的全外資企業，於中國內地經營
業務。該三間全外資企業於上述三座城市經營合共六間服務中心（二零一七年財政年
度：六間服務中心），加權平均總樓面面積約為25,000平方呎（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
27,000平方呎）。

本集團於中國內地業務的收益增加至23,3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22,300,000

港元），而銷售預付美容套票的收益亦由去年同期的19,300,000港元增加3.2%至
19,900,000港元。於回顧年度，業務錄得虧損3,7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錄得虧損
5,300,000港元。

於回顧期間，專賣店數量並無變化。我們計劃於二線城市開設更多專賣店，以把握該
等地區內因消費者具有充足消費力但經營成本較低而造就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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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於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新加坡的服務中心數目增加至十一間（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
十間），而馬來西亞的服務中心數目仍為一間（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一間）。於回顧
年度，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業務錄得收益50,1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69,700,000港
元。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來自提供美容及保健服務及因預付美容套票到期而確認的收
益，以及銷售預付美容套票的收益分別為47,500,000港元及57,600,000港元，而去年同
期則為67,300,000港元及46,400,000港元。

儘管當地經濟增長疲弱及整體消費者信心低迷，我們將繼續專注提供優質服務，以為
我們的業務奠定穩固基礎、加強當地消費者對本集團的信心並提升我們的品牌知名
度。

台灣

目前，本集團在台灣經營兩間服務中心。我們將繼續採取審慎方針以發展當地業務。

財務回顧

收益

按服務種類及產品銷售分析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內的收益（連同二零一七年
財政年度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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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514 72.2% 505,111 72.9% –14.4%

纖體 102,735 17.1% 106,661 15.4% –3.7%

水療浸浴及按摩 39,488 6.6% 53,058 7.6% –25.6%     

美容及保健服務 574,737 95.9% 664,830 95.9% –13.6%

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 24,281 4.1% 28,454 4.1% –14.7%     

總計 599,018 100% 693,284 100%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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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收益主要源自美容、面部護理及纖體服務。本集團來自美容及保健服務的
收益由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約664,800,000港元減少約13.6%至回顧年度約574,700,000港
元。

本集團新增的預付美容套票銷售額為563,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558,700,000港元
增加0.8%，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持有量亦維持在穩健水平。遞延收益亦會依實際情況
於下一個財政年度予以確認並計入收益。

遞延收益的分析載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遞延收益的變動情況 香港 中國內地 台灣

新加坡及

馬來西亞 總計 香港 中國內地 台灣
新加坡及
馬來西亞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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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年初 392,345 9,021 2,311 35,690 439,367 476,526 10,585 2,123 57,990 547,224

匯兌差額 — (41) (35) 1,096 1,020 — (222) (141) (1,333) (1,697)

來自銷售預付美容套票的
收入總額 482,400 19,883 3,160 57,626 563,069 486,738 19,262 6,293 46,377 558,670

來自提供美容及保健服務
及因預付美容套票到
期確認的收益 (504,048) (18,548) (4,604) (47,537) (574,737) (570,919) (20,603) (5,964) (67,344) (664,830)          

於年終 370,697 10,315 832 46,875 428,719 392,345 9,021 2,311 35,690 439,367          

僱員福利開支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員工薪金及花紅以及董事酬金）為本集團經營成本之最主要組成部
分。於回顧年度，僱員福利開支由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335,400,000港元增加約2.1%

至約342,2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僱員福利開支佔收益57.1%，而二零一七年
財政年度則為48.4%。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共有員工1,350名，較去年同
期的1,348名員工增加0.1%。僱員福利開支及員工人數維穩主要由於我們不斷致力追
求成本效益所致。本集團的酬金政策與現行市場慣例一致，並根據個人表現及經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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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為鼓勵及酬報本集團員工，本集團會根據個人表現及本集團業績授予合資格僱
員酌情花紅。自二零一零年第一季起，本集團推行精英制度，對有傑出服務表現的優
秀員工支付員工酌情花紅，以認可彼等的貢獻。

租賃成本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共經營37間服務中心，
加權平均總樓面面積約為248,000平方呎，較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253,000平方呎減少
2.0%。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產品銷售點數目為62間（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60間）。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分別設有11間及1間美容服
務中心，加權平均總樓面面積分別約22,000平方呎及約2,000平方呎（二零一七年財政
年度：分別約20,000平方呎及約2,000平方呎）。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之租賃成
本約為135,3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142,400,000港元），佔收益約22.6%（二零
一七年財政年度：20.5%）。

折舊及攤銷

折舊及攤銷由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之35,500,000港元減少58.7% 至回顧年度之14,600,000

港元。減少主要原因為於回顧年度關閉部分專賣店，而進行裝修、購置美容儀器及配
備產生的成本減少。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包括銀行費用、廣告費、公用事項及樓宇管理費。銀行費用隨新增預付
美容套票銷售額變動，下跌1.8%至26,800,000港元。廣告費由去年同期的4,700,000港元
減少至4,200,000港元。廣告費佔收益的百分比於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為0.7%，與二零
一七年財政年度的一樣。下降500,000港元反映本集團在廣告費方面享有成本優勢，全
因可以將有關費用攤分至覆蓋香港、中國內地、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台灣的經擴大服
務中心網絡。廣告費通過有效途徑獲得分配，以提高品牌知名度及爭取更大市場份
額。

虧損淨額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淨額於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為約22,900,000港元，而二零一
七年財政年度則為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純利約33,300,000港元。本集團將在適當時機
繼續擴展其業務，務求達至長期增值的目標，為股東帶來最佳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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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向本公司股東派付於回顧年度的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一七年財政年
度：每股1.25港仙）。由於董事會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批准中期
股息，故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總額將為零（二零一七年財政
年度：每股2.25港仙）。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一般透過銷售預付美容套票的收益及與銀行結算信用卡預付交易為其流動資
金需要撥款。於回顧年度內，我們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持有龐大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181,7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244,600,000港元）且並無銀行借貸。我們的現
金主要用作我們的營運資金及為正常營運開支撥款及用以購買護膚及保健產品、提
供美容及保健服務時所用的材料及消耗品。秉承本集團的審慎理財政策，除營運所需
的資金外，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大多數現金均持作定期及儲蓄存款。

資本開支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總額約為21,300,000港元，去年同期為5,800,000港
元。該等款項主要用作就擴充及整合其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地區的服務網絡而進
行租賃物業裝修以及添置設備及儀器。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董事會認為，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
月三十一日的資本承擔為1,4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100,000港元），
主要用作購置廠房及設備。

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向若干銀行抵押其銀行存款54,500,000港元（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54,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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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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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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東南亞地區
及澳洲，港元兌人民幣、新加坡元、馬來西亞林吉特及澳元的匯率亦對營運成本構成
影響。管理層會密切監察本集團所面對的風險，並將採取必要措施減低潛在風險，及
在風險與回報之間取得平衡以妥善對沖該等風險。

人力資源及培訓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僱用1,350名員工（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348

名員工），包括前線服務中心員工計香港1,016人、中國內地65人以及新加坡、馬來西
亞及台灣108人。後勤辦事處員工計香港82人、中國內地51人、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台
灣25人以及澳洲3人。本集團定期參照法律架構、市場狀況及本集團與個別員工的表
現，檢討其薪酬政策。

按照本集團的薪酬政策，對僱員的待遇乃符合我們經營所在所有司法管轄區的法律
規定，並與市場水準一致。於回顧年度內包括董事酬金在內的僱員福利開支總額為
342,2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335,400,000港元增加2.1%。為提升員工服
務質素及核心技能，本集團定期為員工提供由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設計的培訓項目。
此外，通過研討會，亦會加強本集團管理層與基層員工之間的互動溝通。

展望

儘管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香港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表現尤為強勁，但近期發展表明
增長可能已攀頂峰。最近貿易局勢緊張導致美中之間出現貿易戰，成為香港經濟不穩
定的來源。此外，美國持續的貨幣緊縮政策（近來數月已呈現按比例增大跡象）將對日
後擴張形成一定阻力。

儘管存在該等不確定因素，本集團將繼續善用其於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良好的品
牌知名度及穩固的客戶基礎，逆風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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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過澳洲附屬公司在澳洲、中東、中國內地及東南亞生產及分銷「Advanced 

Natural」美容護膚品，籍以繼續拓展國際業務。我們現正於其他地區及國家尋覓其他
商機。憑藉合作夥伴開拓國際市場方面的豐富經驗，預期該附屬公司將為股東帶來更
高回報。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開始推出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可的美容培
訓課程。我們亦提供國際上獲聖迪斯哥（CIDESCO）、ITEC及國際美容治療及美容師
聯盟（CIBTAC）認可的長期現有培訓課程，旨在為離校生及成年學員提供靈活發展
途徑的珍貴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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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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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回顧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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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謹訂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三）舉行。為釐
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星
期五）至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大會投票，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

號合和中心22樓），以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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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守則」）載列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已遵循守則內的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載偏離守則條文第A.2.1

條及守則條文第E.1.2條的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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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兼行政總裁（「行政總裁」）

於回顧年度內，曾裕博士（「曾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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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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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架構不會有損董事會與本集團高級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權限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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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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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初步業績公佈的財務數字與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所載的金額作比較，並核對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就此所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工
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進行之審核、審閱或其他委聘保證，因此核數師不會發表
任何保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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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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獲董事會批准前，審核委
員會已審閱及批准有關全年業績。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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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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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報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或前後寄
發予股東，並將同時可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瀏覽。

代表董事會
主席兼行政總裁
曾裕博士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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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