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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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百盛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PARKSON RETAIL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68）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公告

摘要

二零二二年度，經營收益總額減少至人民幣3,748.7百萬元，同比下降20.9%。

二零二二年度，同店銷售（「同店銷售」）下降22.8%。

二零二二年度，銷售所得款項總額（「銷售所得款項總額」）（含增值稅）為人民幣
9,218.8百萬元，同比下降22.6%。

二零二二年度，經營虧損為人民幣11.0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度為經營利潤人民幣
323.6百萬元。

二零二二年度，本公司所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413.2百萬元。

本集團上述績效指標的變動與上一年度相比較遜色，乃由於自二零二二年年初以
來二零一九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在中國多個城市呈現反撲及於年內
實施相關防控隔離措施。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度的全年業績

百盛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度的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上一年度二零二一年度的比較數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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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3,300,608 4,187,737
其他經營收益 4 448,059 550,765

經營收益總額 3,748,667 4,738,502

經營開支
採購貨物及存貨變動 (1,850,068) (2,316,169)
員工成本 (536,636) (580,409)
折舊及攤銷 (604,263) (658,908)
租金開支 (15,214) (57,458)
其他經營開支 (753,479) (802,008)

經營開支總額 (3,759,660) (4,414,952)

經營（虧損）╱利潤 (10,993) 323,550

融資收入 6 60,099 73,496
融資成本 6 (459,009) (495,718)
應佔（虧損）╱利潤：
－合營企業 (1,723) (2,971)
－聯營公司 (1,535) 8,345

稅前虧損 5 (413,161) (93,298)

所得稅開支 7 (1,842) (77,332)

年度虧損 (415,003) (170,630)

以下項目應佔：
－本公司所有人 (413,179) (175,979)
－非控股權益 (1,824) 5,349

(415,003) (170,630)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0.157元) (人民幣0.0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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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虧損 (415,003) (170,630)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在以後期間可能重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異 (139,291) 23,424

在以後期間將不會重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換算本公司時產生之匯兌差異 (50,730) 13,729

年度稅後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190,021) 37,153

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605,024) (133,477)

以下項目應佔：
－本公司所有人 (603,200) (138,826)

－非控股權益 (1,824) 5,349

(605,024) (133,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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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905,940 3,233,959
投資物業 538,758 538,582
使用權資產 2,478,736 3,018,455
商譽 1,652,960 1,691,564
其他無形資產 4,127 9,067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12,966 14,689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43,183 51,079
應收貿易款項 10 249,585 163,733
定期存款 25,102 31,166
其他資產 349,700 393,384
遞延稅項資產 331,261 290,958

8,592,318 9,436,636

流動資產
存貨 500,802 489,619
應收貿易款項 10 221,074 210,91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44,271 460,150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 108,315 90,644

保本存款投資 – 500
定期存款 9,477 704,46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64,096 925,162

2,748,035 2,881,452
分類為持有待售的資產 264,088 –

3,012,123 2,881,45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1 480,425 854,66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767,469 658,376
合約負債 621,313 608,666
計息銀行貸款 280,960 1,895,301
租賃負債 645,952 569,571
應繳稅項 19,999 41,581

2,816,118 4,628,155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96,005 (1,746,70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788,323 7,689,933



5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2,248,972 25,948

租賃負債 2,853,702 3,361,801

遞延稅項負債 236,080 245,510

5,338,754 3,633,259

資產淨值 3,449,569 4,056,674

權益
已發行股本 55,477 55,477

儲備 3,325,197 3,928,397

3,380,674 3,983,874

非控股權益 68,895 72,800

總權益 3,449,569 4,056,674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6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料

百盛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 

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39號夏慤大廈10樓1010室。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經營及管理百貨店、購物中心、奧特萊斯及超市網絡，以及於馬來西亞提供信貸服
務。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Parkson Holdings Berhad（「PHB」），一家於馬
來西亞註冊成立的公司，並於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上市。

2.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 

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更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以下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該等
準則與本集團的營運有關，並對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的綜合財務報
表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概念框架之提述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附範例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採納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當前及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
方式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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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銷售所得款項總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自營銷售額 2,139,942 2,697,209

特許專櫃銷售總收益 5,218,896 6,914,743

商品銷售總額 7,358,838 9,611,952

其他（包括諮詢及管理服務費、租金總收入、 

信貸服務收入及其他經營收益） 903,334 1,055,312

銷售所得款項總額 8,262,172 10,667,264

銷售所得款項總額（含增值稅） 9,218,821 11,916,816

4. 收益、其他經營收益及分部資料

收益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自營銷售額 2,139,942 2,697,209

特許專櫃銷售佣金 705,391 985,981

諮詢及管理服務費 12,063 40,729

2,857,396 3,723,919

其他來源收益
租金總收入 372,616 398,357

信貸服務 70,596 65,461

443,212 463,818

3,300,608 4,187,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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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乃於將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轉讓予客戶時按反映本集團預期就交換該等
貨品或服務而有權收取之代價的金額確認。租金收入於租賃期間以時間比例基準確認。信貸
服務收入於提供有關服務時確認。

其他經營收益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信用卡手續費 24,528 31,050

促銷收入 44,622 58,838

電費及水費 109,034 109,361

行政費用 135,969 128,006

展銷場地及設備租賃收入 55,426 59,222

服務費用 22,870 30,105

政府補助 （附註） 10,285 7,940

確認轉租賃投資淨額產生的其他收入 891 3,517

租賃修改及終止產生的其他收入 23,449 91,774

其他收入 20,985 30,952

448,059 550,765

附註：

本集團獲地方政府授予多項補助，以獎勵其對當地經濟的貢獻。該等政府補助並無附帶未實
現條件或或然事項。

分部資料

因管理需求，本集團僅擁有一個主要經營分部，即「零售」。本集團主要於中國經營百貨店、購
物中心、奧特萊斯及超市。源自此分部的收益包括自營銷售額、特許專櫃銷售佣金、諮詢及管
理服務費及租戶租金收入。此外，本集團提供由Parkson Credit Sdn. Bhd.（「Parkson Credit」）於
馬來西亞開展的消費金融業務。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主要源自中國，而本集團絕大部分主要經營資產均位於中國。由於來自
外部客戶的收益及非流動資產（不包括中國境外海外公司的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對本集
團綜合收益及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而言並不重大，管理層認為毋須
披露地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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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達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及首席執行官酬金）：
－工資、薪金及花紅 392,795 441,642
－退休金計劃供款* 50,725 51,910
－社會福利及其他成本 82,734 80,042

526,254 573,594
董事及首席執行官酬金 10,382 6,815

合計員工成本 536,636 580,409

租賃物業的租金開支：
－未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租賃付款 72,419 78,141
－來自出租人的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57,205) (20,683)

合計租金開支 15,214 57,458

投資物業的租金總收入 (2,452) (1,149)
經營租賃項下物業轉租賃的租金收入：
－最低租金*** (281,594) (296,479)
－或然租金**** (88,570) (100,729)

合計租金總收入 (372,616) (398,357)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含 1,850,068 2,316,169
－存貨減值撥回淨額 (4,986) (3,407)
折舊及攤銷 604,263 658,908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 7,014 7,624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1,928 2,169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15,078 13,957
投資物業減值 2,263 –
使用權資產減值 38,414 37,661
商譽減值 38,604 78,974
匯兌差額淨值 37,583 (1,64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的虧損淨額 2,158 3,45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 (1,310) (300)
核數師酬金 3,270 3,187
賺取投資物業租金產生的直接經營開支 1,533 2,094

* 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可用的已沒收供款以供於未來
年度降低其現時的退休福利計劃供款水平。

** 本集團已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及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之修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並對出租人
就若干物業租賃而授出之所有合資格租金減免應用實際可行的權宜方法。

*** 本集團最低租金包括固定租金及根據租賃協議不包含或然租金的保底租金。
**** 或然租金乃根據相關租賃協議的約定按照租戶相關財務業績計算提成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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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收入╱（成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30,979 40,417

贖回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收益 1,450 4,315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允價值變動 1,151 524

轉租賃投資淨額的融資收入 26,519 28,240

60,099 73,496

融資成本：
租賃負債之利息 (344,084) (402,777)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114,925) (92,941)

(459,009) (495,718)

融資成本淨額 (398,910) (422,222)

7.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須按就其成員公司在其各所在及經營的稅務司法權區所產生或獲得的應課稅利潤，按
實體基準繳納所得稅。

所得稅開支的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51,575 160,067

遞延稅項 (49,733) (82,735)

1,842 7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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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以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計算。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
股。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計算乃根據下列項目：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本公司普通股 

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413,179) (175,979)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股 千股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2,634,532 2,634,532

9. 末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會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二一年：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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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第三方 224,403 215,663

合營企業 – 130

減：減值撥備 (3,329) (4,883)

221,074 210,910

非即期
第三方 254,916 168,011

減：減值撥備 (5,331) (4,278)

249,585 163,733

470,659 374,643

應收貿易款項主要來自客戶以信用卡支付的購買額以及來自應收貸款的信貸服務。應收貿易
款項的信用期一般為一個月。本集團對其尚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並設有信貸監控
部門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考慮到上述各項及本集團之應
收貿易款項來自大量多元化客戶，故並無高度集中的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貿易款
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保證，惟以客戶的汽車作抵押的應收貸款除外。結餘中，
人民幣405,428,000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287,426,000元）的利率介乎每年7.6%至18.0%（二零
二一年：每年9.0%至19.0%），該利率取決於應收貸款的還款期限，而其餘為免息。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包括本集團諮詢費收入應佔應收本集團
合營企業款項為零（二零二一年：人民幣130,000元）。該等結餘為無抵押及免息。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Parkson Credit應收貿易款項人民幣268,846,000元（二零二一
年：人民幣217,148,000元）及未變現應收款項人民幣85,461,000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
62,882,000元）將於48個月內到期，該等款項已抵押，為Parkson Credit以林吉特計值的銀行貸款
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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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之應收貿易款項的
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以內 221,074 210,910

一至兩年 128,190 98,638

兩年以上 121,395 65,095

470,659 374,643

11. 應付貿易款項

按確認日期之應付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438,147 814,602

四至十二個月 17,744 15,765

一年以上 24,534 24,293

480,425 854,660

12.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出席暫定於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八日（星期四）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並
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八日（星
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期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概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
二三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呈交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卓
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17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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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論及分析

董事會謹此呈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於回顧年度，全球經濟環境仍存在眾多不穩定因素，並持續受壓。自二零二二年年
初以來，二零一九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多個
城市呈現反撲，對本集團的業務造成不利影響。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中國解除了COVID-19的相關防控措施。雖然未來營商環境仍然
嚴竣及不明朗，但是，本集團對整個行業前景仍持積極態度。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發
展，城鎮化率的不斷提高以及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未來，消費趨勢仍為推動中
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最新數據，二零二二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人民幣121.0

萬億元，較二零二一年增長3%。此外，二零二二年度，中國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
降達0.2%。

經濟狀況回顧

回顧年度內，西安、上海、北京、山西及其他多個城市疫情呈新一輪爆發情勢影響
了本集團門店的正常運營活動。其中，上海採取了全域靜態管理，全體市民近兩月餘
「足不出戶」，北京疫情防控措施亦不斷升級。此外，其他城市零星爆發COVID-19，
使得此次疫情防控嚴峻複雜。為防止疫情擴散，中國多地政府對公共區域，尤其是
餐飲、購物中心、百貨商店等營業場所實行限制人流量、禁止堂食、縮短營業時間
或臨時閉店等防疫措施。本集團的部分門店亦不可避免地受到防控措施的影響，加
之，疫情發展形勢不明朗，消費市場動力疲軟，令本集團整體業績表現較上一年度
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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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反覆的疫情，本集團採取了多項成本控制措施，包括降低租金及運營成本，以
及利用網上平台推廣活動刺激消費者消費，同時，本集團積極爭取申領政府防疫津
貼、補助及稅收優惠，以減低疫情及其他不明朗因素的影響。

業務回顧

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錄得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為人民幣9,218.8百萬元（含增值稅），較
去年下降22.6%，主要由於同店銷售（「同店銷售」）的下降。同店銷售下降22.8%，主要
乃受COVID-19疫情的影響所致。本集團整體毛利率下降至13.5%，而二零二一年則
為14.2%。本集團經營收益總額下降人民幣989.8百萬元或20.9%至人民幣3,748.7百萬
元，經營虧損為人民幣11.0百萬元，二零二一年為經營利潤人民幣323.6百萬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28個城市及老撾運營管理42家百盛
門店（包括百貨店、購物廣場、城市奧特萊斯、概念店「Parkson Beauty」及超市）及2家
百盛優客城市廣場。

聚焦主業

面對市場的不斷變化以及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本集團聚焦於主業，致力於成為優
秀的商業空間運營商。本集團根據其多元化業務發展計劃對旗下資源進行持續評估
及適時調整。本集團透過促進收入來源的多樣化開拓多種營運模式，帶動本集團的
可持續發展。

本集團相信，憑著「一市多店」以及「模式創新」的策略，百盛各店可以覆蓋更多不同
消費層次、不同消費習慣的顧客，長遠看來有助本集團贏得更多市場份額。

二零二二年四月，本集團擴租了位於山西省大同市門店的經營面積以豐富門店的經
營業態，滿足不同顧客的需求、提升顧客的消費體驗。二零二二年五月及二零二二
年七月分別關閉了位於山西省的太原長風門店及太原梅園門店以提高本集團資源
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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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月，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江西百盛購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與南昌匯信
實業有限公司簽訂租賃協議，擬在江西省南昌縣開設新店，並預計在二零二三年第
四季度開業。此門店將成為本集團在江西省的第四家門店。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綿陽富臨百盛廣場有限公司亦於二零二二年十月成功競標了
四川省綿陽市的租賃物業。租賃協議將與綿陽新投實業有限責任公司於取得該等物
業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之日起五個營業日內訂立。

同時，本集團持續關注著美妝市場的發展趨勢，及時對美妝版塊實施針對性的發展
戰略，配合定制化的服務體驗，希望藉此吸引更多年輕消費者。於二零二二年一月，
本集團位於浙江省溫州市的美妝店Parkson Beauty開業。預期該店將有助於本集團進
一步發展此板塊的業務。

前景及未來計劃

展望未來，本集團致力於成為優秀的商業空間運營商，透過多樣化的商品組合及不
斷提升顧客的購物體驗，打造良好的口碑，持續吸引新舊顧客，以充分把握市場的
機遇。同時，本集團將積極物色聲譽良好的業務夥伴，令本集團的業務組合更多元
化、更具可持續性。

我們相信，隨著COVID-19相關防控措施的解除，加上本集團行之有效的業務策略以
及在過去二十多年在零售市場的豐富經驗，我們能夠在具挑戰性的大環境當中取得
穩定及可持續表現，為股東創造長遠價值。

藉此良機，本人衷心感謝我們的員工、客戶、股東、供應商及業務夥伴於整個年度內
對本集團的堅定支持。我們期待在未來的日子繼續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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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銷售所得款項總額及經營收益

二零二二年度，銷售所得款項總額（含增值稅）下降22.6%至人民幣9,216.8百萬元，主
要由於同店銷售下降令商品銷售總額下降。二零二二年度同店銷售下降22.8%。

商品銷售總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同比變動(%)

人民幣千元
佔總額的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佔總額的
百分比(%)

特許專櫃銷售 5,218,896 70.9% 6,914,743 71.9% (24.5%)

直接銷售 2,139,942 29.1% 2,697,209 28.1% (20.7%)

7,358,838 100.0% 9,611,952 100.0% (23.4%)

二零二二年度，商品銷售總額（不含增值稅）下降人民幣2,253.1百萬元或23.4%至人
民幣7,358.8百萬元。二零二二年度，佔本集團商品銷售總額70.9%的特許專櫃銷售較
二零二一年度下降24.5%，而直接銷售較二零二一年度下降20.7%。本集團二零二二
年度的特許專櫃銷售及直接銷售較二零二一年度下降，乃主要由於自二零二二年年
初以來COVID-19疫情在中國多個城市呈現反撲及於年內實施相關防控隔離措施嚴
重影響了客戶流量。

商品銷售毛利率

二零二二年度，本集團的商品銷售毛利率（綜合特許專櫃銷售佣金率及直接銷售的
毛利率）由二零二一年度的14.2%下降至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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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收益總額

二零二二年度，本集團的經營收益總額下降人民幣989.8百萬元或20.9%至人民幣
3,748.7百萬元，主要由於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下降。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包括自營
銷售額、特許專櫃銷售佣金以及諮詢及管理服務費，並佔二零二二年度經營收益總
額的76.2%。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較二零二一年度下降人民幣866.5百萬元或23.3%。

經營開支

購買貨物及存貨變動

購買貨物及存貨變動指直接銷售的銷售成本，由二零二一年度的人民幣2,316.2百萬
元下降人民幣466.1百萬元或20.1%至二零二二年度的人民幣1,850.1百萬元。該下降
主要由於直接銷售的下降使得向第三方供應商減少採購貨物所致。

員工成本

員工成本由二零二一年度的人民幣580.4百萬元下降人民幣43.8百萬元或7.5%至二零
二二年度的人民幣536.6百萬元，主要由於關閉虧損業務。同店員工成本下降6.3%。

二零二二年度，員工成本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百分比為6.5%，而二零二一年度為
5.4%。

折舊及攤銷

折舊及攤銷由二零二一年度的人民幣658.9百萬元下降8.3%至二零二二年度的人民
幣604.3百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關閉門店令物業的使用權資產折舊開支減少。於二
零二二年度，確認使用權資產的折舊開支人民幣402.9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度為人
民幣451.8百萬元。同店折舊開支下降5.7%。

二零二二年度，折舊及攤銷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百分比為7.3%，而二零二一年度
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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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開支

租金開支由二零二一年度的人民幣57.5百萬元減少人民幣42.3百萬元或73.5%至二
零二二年度的人民幣15.2百萬元。於二零二二年度，從租金開支中沖減了人民幣57.2

百萬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20.7百萬元），以反映因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項下實際可行的權宜方法處理租金減免而產生的租賃付款變動。同店租金開支下降
68.7%。

租金開支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百分比由二零二一年度的0.5%下降至二零二二年
度的0.2%。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a)水電費；(b)市場營銷、宣傳及銷售費用；(c)物業管理開支；
(d)一般行政開支；及(e)城市建設及教育附加費，由二零二一年度的人民幣802.0百萬
元下降6.1%至二零二二年度的人民幣753.5百萬元。由於COVID-19疫情，二零二二年
度已就資產減值人民幣103.3百萬元計提撥備，而二零二一年度則就資產減值人民幣
140.4百萬元計提撥備。同店其他經營開支下降3.2%。

二零二二年度，其他經營開支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百分比為9.1%，而二零二一年
度為7.5%。

經營（虧損）╱利潤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度錄得經營虧損人民幣11.0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度錄得經營
利潤人民幣323.6百萬元。

二零二二年度，經營虧損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百分比為(0.1%)，而二零二一年度
經營利潤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百分比為3.0%。

融資收入╱成本

本集團二零二二年度的淨融資成本為人民幣398.9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度的人民幣
422.2百萬元減少人民幣23.3百萬元或5.5%。於二零二二年度，確認租賃負債利息人
民幣344.1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度則為人民幣402.8百萬元；確認的轉租賃投資淨額
的融資收入為人民幣26.5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度則為人民幣28.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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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此為應佔本集團一家合營企業新疆友好百盛商業發展有限公司的虧損。二零二二年
度應佔虧損為人民幣1.7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度為人民幣3.0百萬元。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利潤

二零二二年度應佔聯營公司的虧損為人民幣1.5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度應佔聯營公
司的利潤為人民幣8.3百萬元。主要由於自二零二二年年初以來COVID-19疫情反撲
造成的業務中斷。

稅前虧損

二零二二年度，稅前虧損為人民幣413.2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度為人民幣93.3百萬
元。此稅前虧損的增加主要歸因於自二零二二年年初以來COVID-19疫情在中國的
多個城市反撲，造成經營收益總額的減少。

二零二二年度，稅前虧損佔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的百分比為5.0%，而二零二一年度為
0.9%。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二年度，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1.8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度為人民幣
77.3 百萬元，主要歸因於二零二二年度盈利減少。

年度虧損

二零二二年度，本集團的年度虧損為人民幣415.0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度為人民幣
170.6百萬元。

本公司所有人應佔虧損

二零二二年度，本公司所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413.2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度為人
民幣176.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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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人民幣1,464.1百萬元
（二零二一年：人民幣925.2百萬元）、定期存款人民幣34.6百萬元（二零二一年：人
民幣735.6百萬元）、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人民幣108.3百萬
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90.6百萬元）及保本存款投資零（二零二一年：人民幣0.5百萬
元）。

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人民幣計值，其餘則以美元、港元及其他計值。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債務總額與總資產比率為21.8%（二零二一
年︰15.6%）。

流動資產及資產淨值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為人民幣3,012.1百萬元。本集團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為人民幣3,449.6百萬元。

金融產品信息

本集團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包括由中國持牌金融機構管
理的非保本型理財產品。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產品的公允價值為人
民幣108.3百萬元。

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質押的應收貿易款項為人民幣269.0百萬元，
質押的物業、投資物業及租賃土地的賬面淨值分別約為人民幣1,415.0百萬元、人民
幣534.9百萬元及人民幣331.3百萬元，以為一般銀行貸款提供擔保。本集團以48個月
內到期的未變現應收款項人民幣85.5百萬元進行質押，以為一般計息銀行貸款提供
擔保。此外，本集團以指定銀行賬戶中人民幣32.0百萬元的質押存款作為履約擔保。

除上文所述者外，概無其他資產質押予任何銀行或貸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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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4,055名僱員。本集團確保所有級別
僱員的薪酬與市場標準相若，並在本集團的薪金、獎勵及花紅計劃框架下按僱員表
現釐定薪酬。

購買、銷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的權益。

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完全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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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在
有關條款適用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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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
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的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財務報告事宜、內部監控及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
保持適當關係。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一名具備上市規則所規定的適當專業資格及財
務事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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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本公司核數師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同意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初步業績公告的數額與本集團該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
數額一致。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所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核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所進行的
核證委聘，因此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未對初步公告作出核證。

公佈年度業績

本公告將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公佈。二零二二年度報告將於
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公佈。

鳴謝

本人謹此感謝董事會、管理層及全體員工作出的努力及貢獻，並對股東及業務夥伴
的鼎力支持致以由衷謝意。

代表董事會
百盛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主席
丹斯里鍾廷森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丹斯里鍾廷森及鍾珊珊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拿督斯里何國
忠博士為非執行董事；拿督胡亞橋、丘銘劍先生及拿督孔令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