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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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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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anner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千百度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28）

有關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公告
之澄清公告
及恢復買賣

茲提述千百度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3月 29日的全年業績公告（「業績公
告」）。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業績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獲悉，由於計算錯誤，本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確認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應為人民
幣185,523,000元，而非人民幣295,051,000元。因此，業績公告的財務摘要、截至2018年12月31

日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於2018年12月31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及財務報表之相關附註應
為以下內容（更正內容註有下劃線）：

(1) 財務摘要
（載於業績公告第 1頁）

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377,987) 80,906

所得稅開支 (6,267) (64,21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淨額 (387,029) 20,492

% %

經營（虧損）╱利潤率 (12.9) 2.6

淨（虧損）╱利潤率 (13.1) 0.5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人民幣分） (18.81) 1.00

 －攤薄（人民幣分） (18.8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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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載於業績公告第 2頁）

附註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2,923,659 3,063,524
銷售成本 (1,250,864) (1,200,317)

  

毛利 1,672,795 1,863,207
其他收入及開支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4 (303,402) 67,350
分銷及銷售開支 (1,520,748) (1,583,154)
行政及一般開支 (166,359) (216,982)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3,088) 14,615
分佔合營公司（虧損）╱溢利 (2,439) 1,775
財務成本 (54,746) (65,905)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377,987) 80,906
所得稅開支 5 (6,267) (64,215)

  

年內（虧損）╱溢利 6 (384,254) 16,691
  

將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虧損 (8,965) (5,841)
應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157 –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 (8,808) (5,841)
  

年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393,062) 10,850
  

下列者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87,029) 20,492
非控股權益 2,775 (3,801)

  

(384,254) 16,691
  

下列者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95,834) 15,356
非控股權益 2,772 (4,506)

  

(393,062) 10,850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與攤薄（人民幣分） 7 (18.8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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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2018年 12月 31日
（載於業績公告第 3至 4頁）

附註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59,811 270,185
預付租金 12,622 13,019
其他無形資產 651,760 859,122
商譽 5,725 162,43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46 20,242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13,219 16,693
可供出售投資 – 10,765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40,000 –
遞延稅項資產 117,788 86,645
長期按金 24,324 21,703

1,126,195 1,460,81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80,524 2,333,21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7,883 159,496
借貸 75,495 71,876
融資租賃項下責任－於一年後到期 1,740 3,872
遞延收益 – 11,579
合約負債 10,932 –

206,050 246,823
  

資產淨值 1,674,474 2,086,39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209,097 209,097
儲備 1,405,671 1,822,69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 1,614,768 2,031,795
非控股權益 59,706 54,598

1,674,474 2,086,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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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
（載於業績公告第 6至 9頁）

本集團之經營分部以向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本公司董事會）編製及呈報之資
料為基礎，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用途。本集團分為三個分部，(1)品牌時尚鞋履零售及批
發（「零售及批發鞋履」）、(2)鞋履合約生產（「合約生產鞋履」）及(3)玩具零售。該等分部乃根據
本集團所報告之分部資料而劃分。

本集團年內來自經營及可呈報分部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
零售及批發鞋履
 －外部銷售 2,048,973 2,290,276
合約生產鞋履
 －外部銷售 229,104 138,506
 －分部間銷售 12,762 33,104
玩具零售
 －外部銷售 645,582 634,742
分部收益 2,936,421 3,096,628
對銷 (12,762) (33,104)

  

集團收益 2,923,659 3,063,524
  

分部業績
零售及批發鞋履 43,795 333,501

  

合約生產鞋履 (30,373) (26,407)
  

玩具零售 1,471 (176,673)
減：商譽減值 (154,318) –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 (185,523) –

(338,100) (176,673)
  

(324,678) 130,421
  

出售待售資產收益 23,626 –
聯營公司減值 (16,662) –
財務成本 (54,746) (65,905)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3,088) 14,615
分佔合營公司（虧損）╱溢利 (2,439) 1,775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377,987) 80,906
所得稅開支 (6,267) (64,215)

  

年內淨（虧損）╱溢利 (384,254) 1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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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一致。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不包括財務成
本、分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分佔合營公司溢利及所得稅抵免（開支）、出售持作出售資產收益
及一間聯營公司之減值。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報告之措施，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用途。

分部間銷售乃按當前市場價格進行。

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零售及批發鞋履 1,880,784 3,244,405

合約生產鞋履 440,622 437,726

玩具零售 987,681 1,436,346

分部資產總值 3,308,987 5,118,477

對銷 (845,922) (1,833,758)

未分配 136,683 675,111
  

綜合資產總值 2,599,748 3,959,830
  

分部負債
零售及批發鞋履 262,547 341,064

合約生產鞋履 128,087 259,049

玩具零售 917,067 1,780,310
  

分部負債總額 1,307,701 2,380,423

對銷 (514,323) (691,660)

未分配 111,086 184,674
  

綜合負債總額 904,464 1,873,437
  

就監控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分部資產乃分配至於聯營公司之權益、遞延稅項資
產、於合營公司之權益及分類為待售的資產之外之經營分部，而所有負債分配至遞延稅項負債及
所得稅負債之外之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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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零售及
批發鞋履

合約
生產鞋履 玩具零售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折舊開支 19,914 1,094 23,842 44,850
無形資產攤銷 2,867 – 15,723 18,590
預付租金攤銷 397 – – 397
陳舊存貨撥備╱（撥回） 34,834 (940) (7,758) 26,136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8,784) – – (8,784)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13,325 809 40,779 54,913
購買無形資產 394 – 2,821 3,215
確認商譽減值虧損 – – 154,318 154,318
確認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 185,523 185,523
確認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 – – 6,277 6,277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948) (21) (246) (5,215)
其他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273) – – (273)

地區資料

本集團業務主要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以及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英國」）。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按集團實體註冊所在地劃分）之收益，以及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之非流動資產
資料詳述如下：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2,155,150 2,351,982
英國 459,347 420,915
美國 230,228 139,384
其他國家 78,934 151,243

  

總計 2,923,659 3,063,524
  

非流動資產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中國 258,836 239,131
英國 311,755 599,251
其他國家 373,492 50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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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 a)遞延稅項資產、b)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損益的金融資產（2017年：可供
出售投資）及 c)長期按金。

於兩個年度內並無單一客戶為本集團銷售總額帶來逾 10%之貢獻。

(5) 其他收入及開支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載於業績公告第 10頁）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益及虧損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806) 10,816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3,551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撥回 8,784 –

確認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 (6,277) (13,444)

確認商譽減值虧損 (154,318) (1,558)

確認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185,523) –

確認聯營公司減值虧損 (16,662) –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 (10,765) –

出售待售資產收益 23,626 –
  

(342,941) (635)
  

(303,402) 67,350
  

附註： 該金額主要指收取本集團實體所在中國當地政府為鼓勵於當地開展業務發展活動之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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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載於業績公告第 10至 11頁）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59,896 69,108

 中國預扣稅 23,412 –

 英國利得稅 1,190 656

過往年度（過度撥備）╱撥備不足
 企業所得稅 (193) 1,323

 英國 (13,489) (5,751)
  

70,816 65,336
  

遞延稅抵免 (64,549) (1,121)
  

6,267 64,215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稅項開支與除稅前（虧損）╱溢利之對賬如下：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377,987) 80,906
  

按所得稅稅率 25%計算之稅項（2017年：25%） (94,497) 20,227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之稅務影響 623 (3,654)

分佔合營公司溢利之稅務影響 1,377 (444)

不可就稅務目的扣減之開支之稅務影響 49,468 15,392

就稅務目的毋須課稅之收入之稅務影響 – (17)

過往年度過度撥備 (13,682) (4,428)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19,374 25,391

於中國以外司法權區運營之
 集團實體不同稅率之影響 23,754 9,781

中國未分配溢利預扣稅之稅務影響 (3,562) 1,967

中國已分配溢利預扣稅之稅務影響 23,412 –
  

年內所得稅開支 6,267 6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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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內（虧損）╱溢利
（載於業績公告第 11頁）

年內（虧損）╱溢利已經（計入）╱扣除以下各項：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44,850 63,432

攤銷（包含在行政及一般開支中）
 －預付租金 397 397

 －其他無形資產 18,590 19,415
  

折舊及攤銷總額 63,837 83,244

存貨資本化 (5,924) (5,402)
  

57,913 77,842
  

核數師酬金 2,738 1,750

僱員福利開支 702,176 636,719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開支 1,878 –

撥回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 (9,472)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26,136 –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250,864 1,200,317

確認商譽減值虧損 154,318 1,558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 10,765 –

確認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185,523 –

確認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 6,277 1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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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載於業績公告第 12頁）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2018年 2017年

（虧損）╱盈利（人民幣千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387,029) 20,492

  

股份數目（千股）
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減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於年內持有之股份 2,058,111 2,057,400

每股（虧損）╱盈利（人民幣分）
 －基本 (18.81) 1.00

  

 －攤薄 (18.81) 1.00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而言為相同。因此，截至 2018年及
201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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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澄清：

(i) 業績公告第 20頁「管理層討論及分析－財務回顧」一節的段落應閱讀如下：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總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 4.6%至約人民幣 2,923.7百萬
元。毛利減少10.2%至約人民幣1,672.8百萬元。本集團分別錄得除稅前虧損人民幣378.0百萬
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 387.0百萬元。該等虧損主要由於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減值
虧損所致。

(ii) 業績公告第 20至 21頁「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盈利能力」一節的第四、第六及第七段應閱讀如
下：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其他收入及開支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錄得淨虧損人民幣 303.4

百萬元，去年則為淨收益人民幣 67.4百萬元。其他收入及開支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主要包括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政府補貼、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及匯兌收益淨額。該減少主要
歸因於分別為人民幣154.3百萬元及人民幣185.5百萬元的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所致。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 6.3百萬元，去年開支則為人民幣 64.2百
萬元。此減少主要歸因於除稅前溢利減少所致。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 387.0百萬元，
2017年則為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 20.5百萬元。該虧損主要歸因於商譽及其他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iii) 業績公告第 21頁「管理層討論及分析－流動資產、財務資源及資本開支」一節的第二、第三、
第四及第五段應閱讀如下：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為人民幣 169.6百萬元，較去年年底
人民幣 114.5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55.1百萬元。

本集團全年錄得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人民幣 452.4百萬元，於 2017年則為流出人民幣
631.9百萬元。該流入主要由於出售持作出售資產獲取的收入人民幣 569.9百萬元。

於 2018年融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 843.7百萬元，於 2017年則為流入淨額人民幣 449.1

百萬元。主要歸因於償還銀行貸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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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人民幣 754.3百萬元，較去年年底人
民幣 872.4百萬元減少 13.5%或人民幣 118.1百萬元。

(iv) 業績公告第 22頁「管理層討論及分析－資產負債比率」一節的段落應閱讀如下：

於 2018年 12月 31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按總貸款及借貸除以總資產計算）為 11.7%，而於
2017年 12月 31日則為 28.9%。

除上述者外，業績公告的內容維持不變。董事會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及批准本公告。本公
告所載有關本集團財務業績之數字已經本公司核數師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與本集團
於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數額核對一致。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 2019年 4月 25日（星期四）下午一時正起於聯交所短暫停止交
易，以待刊發本公告。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 2019年 4月 29日上午九時正起恢復本公司股份買
賣。

承董事會命
千百度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奕熙

中國，2019年 4月 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奕熙先生、趙偉先生、霍力先生及袁振華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繆炳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鄺偉信先生、李心丹先生、張志勇先生及鄭紅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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