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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財務概要

會計期間
截至2013年
2月28日止
六個月期間

截至2014年
2月28日止
六個月期間

截至2013年
8月31日止
財政年度

銷售淨額（百萬日圓） 614,841 764,349 1,143,003

經常性收入（百萬日圓） 107,760 107,584 148,979

收入淨額（百萬日圓） 65,449 64,557 90,377

全面收益（百萬日圓） 152,336 72,713 205,329

資產淨值總額（百萬日圓） 540,439 637,494 579,591

資產總值（百萬日圓） 806,479 948,522 885,800

每股基本收入淨額（日圓） 642.52 633.52 887.12

每股攤薄收入淨額（日圓） 641.86 632.79 886.31

權益比率（%） 64.6 64.7 63.2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淨額（百萬日圓） 112,089 103,677 99,439

投資業務（使用）的現金淨額（百萬日圓） (41,741) (25,271) (63,901)

融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百萬日圓） (8,103) (20,656) (23,94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百萬日圓） 342,151 358,419 295,622

會計期間
截至2013年
2月28日止
三個月期間

截至2014年
2月28日止
三個月期間

銷售淨額（百萬日圓） 296,698 375,296

收入淨額（百萬日圓） 26,976 22,708

每股基本收入淨額（日圓） 264.81 222.84

（附註） 1. 本公司已編製中期綜合財務報表，因此，並無計入有關提交公司主要管理指標變動的資料。
 2. 銷售淨額並不包括消費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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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內容
本集團（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從事的業務性質並無重大變動。

有關附屬公司的重要變動如下：

（海外UNIQLO）
新合併附屬公司：

UNIQLO Pennsylvania LLC

UNIQLO Massachusetts LLC

（全球品牌）
新合併附屬公司：

極優（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康特妮（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普林賽斯丹丹（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J BRAND Japan Co., LTD.

J BRAND EUROPE LTD

取消綜合：

LTH GmbH

（其他）
新合併附屬公司：

Theory Holdings LLC

FAST RETAILING UK LTD

UNIQLO GLOBAL INNOVATION CENTER INC.

* 英文版本內所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附屬公司的英文名稱均為譯名，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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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1. 業務及經營風險

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產生新業務相關風險。

誠如上一綜合財政年度的證券報告所述，概無有關業務相關風險的重要變動。

2. 業務營運的重大合約
無。

3. 財務分析
(1) 經營業績
迅銷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呈報以下於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間的累計第二季度綜合
業績：綜合銷售淨額7,643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增長24.3%）、經營收入1,032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增長6.8%）、經
常性收入1,075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減少0.2%），以及收入淨額645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減少1.4%）。本集團所有
業務的銷售淨額及經營收入均錄得增長，而海外UNIQLO於六個月期間錄得尤其強勁的銷售淨額及經營收入擴展。
就非經營收入而言，本集團的匯兌溢利錄得按年下跌64億日圓。此因素乃主要導致第二季度的綜合經常性收入及
收入淨額出現輕微按年收縮。

本集團的中期遠景乃成為世界第一大服裝製造商和零售商。為實現這一目的，我們承諾致力推行全球化、全集團
合作以及重燃企業家精神。我們通過加快於日本以外開設新店的步伐，集中我們大量的努力以建立全球UNIQLO

業務。我們亦於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開設全球旗艦店及繁盛店，藉此提升UNIQLO品牌的知名度和曝光率，並鞏固
全球業務的基礎。於全球品牌分部內，我們一直積極擴展GU休閒服品牌及Theory時尚品牌。

日本UNIQLO

日本UNIQLO於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的銷售淨額及經營收入均錄得增長，銷售淨額達4,055億日圓（較
上年度同期增長4.7%），而經營收入則達702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增長1.8%）。同店銷售額錄得2.2%增長，有助推
動第二季度的表現。另外，由於我們採取「拆舊建新」策略，以大型門店取代較小型門店，令平均銷售面積有所增
加，每間門店的銷售額亦因此直接上升。於2014年2月底，位於日本的UNIQLO門店總數較2013年2月底增加3間至
831間。此數字不包括該業務下18間特許經營門店。同店銷售額的2.2%增長乃歸因於門店客流量按年增加0.5%，
而每名客戶的平均消費額亦增加1.7%所致。於溢利方面，毛利率於上半年同比上升0.8%。同時，銷售、一般及行
政開支與銷售淨額比率上升1.3%，此乃由於多個因素：店內兼職及臨時員工的員工成本增加，廣告及推廣開支上
升，以及與本公司決定增加基本常年物品存貨有關的分銷及倉儲成本增加。

海外UNIQLO

海外UNIQLO表現超過本公司預期，其銷售淨額及經營收入於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均出現大幅增長。日
本以外的UNIQLO業務合共錄得銷售淨額2,320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增長77.6%），經營收入則為280億日圓（較上年
度同期增長75.1%）。此外，此強勁表現並不限於某一地區，期內，大中華地區（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南韓、
美國以及歐洲的UNIQLO業務全部均錄得目標以上的業績。東南亞的UNIQLO業務亦如計劃般表現理想。於2014年2

月底，海外UNIQLO門店總數同比增加175間至53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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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地區UNIQLO業務於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表現超過公司預期，銷售淨額及經營收入均出現大幅
增長。於六個月期間，UNIQLO在該區開設46間門店及關閉1間門店，令大中華地區UNIQLO門店總數於2014年2月底
增至325間。自於2013年9月在上海開設UNIQLO最大全球旗艦店後，UNIQLO在中國的品牌形象獲得大幅提升。該旗
艦店擁有6,600平方米的龐大銷售面積。南韓UNIQLO的銷售淨額及經營收入亦由於核心基本商品銷售強勁而取得
高於預期的增長。我們在南韓開設13間新門店及關閉2間門店，令南韓UNIQLO門店總數於2014年2月底增至116間。
由於UNIQLO紐約第五大道門店以及另外兩間表現突出的紐約門店的合併銷售淨額取得雙位數增長，加上於2013年
秋季在各大購物商場開設的10間UNIQLO新門店業績理想，美國UNIQLO的經營虧損於上半年急劇收縮。歐洲UNIQLO

的同店銷售淨額亦錄得雙位數增長。短期內，我們計劃於4月11日在柏林開設全球旗艦店，藉此首次進入德國市
場。我們亦預定於4月16日在墨爾本開設我們於澳洲的首間門店。

全球品牌
我們的全球品牌分部於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的銷售淨額及經營收入均錄得增長，銷售淨額達1,253億
日圓（較上年度同期增長31.0%），而經營收入則達92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增長7.7%）。GU休閒服品牌的銷售淨額
及經營收入均錄得增長，惟業績輕微低於我們預期。此差額乃由於第二季度須以大幅折扣銷售外衣過剩庫存所
致。於六個月期間，GU開設40間新門店及關閉4間門店，令門店總數於2月底增至250間。Theory時尚品牌錄得銷售
淨額上升，惟經營收入出現輕微收縮，此乃由於美國經濟低迷持續抑制百貨公司銷售，加上日本及美國的Theory

業務的廣告及員工開支均錄得增加所致。

J Brand優質牛仔布品牌亦受美國經濟低迷狀況的不利影響，於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錄得表現低於預
期。同時，Comptoir des Cotonniers錄得高於預期的銷售淨額及經營收入增長，而Princesse tam.tam的表現大致符合
預期。

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及環境保護
本集團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基本政策包括「履行社會責任」、「奉獻社會」及「解決社會問題及創造新價值」，本集
團進行全球性及區域性活動。

概述本集團截至2013年8月止年度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已於1月刊發。活動報告及改進
措施圍繞我們確定為最重要的四大範疇（生產、環境、社區及人力資源）。我們亦主動於店舖及網頁等地方披露資
料，以推動問責制及促進與不同持份者的溝通。

孟加拉的社會企業旨在解決貧困及衛生等的相關民生問題。在多次與大選相關的大罷工下，我們於2013年7月（首
間店舖開幕）至12月底期間開設6間Grameen UNIQLO店。我們旨在透過提供就業職位及大眾能負擔的優質商品，為
當地作出貢獻。

此外，全線產品回收計劃向顧客回收UNIQLO及GU產品並分發予需要衣物的人士，計劃已於10個國家的店舖內累積
收集超過28,970,000件衣物，並向45個國家捐贈11,290,000件衣物（截至2013年9月30日）。我們參與世界各地的援助
計劃，包括於12月向敘利亞約旦的Zaatari難民營捐贈550,000件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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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狀況
於2014年2月28日的資產總值為9,485億日圓，較上一綜合財政年度末增加627億日圓，主要因素為現金及存
款增加701億日圓。

於2014年2月28日的負債總額為3,110億日圓，較上一綜合財政年度末增加48億日圓，主要因素為應付所得稅
增加134億日圓及應付票據及賬款 — 貿易減少51億日圓。

於2014年2月28日的資產淨值總額為6,374億日圓，較上一綜合財政年度末增加579億日圓，主要因素為保留
溢利增加492億日圓及匯兌調整增加35億日圓。

(3) 現金流量資料
於2014年2月28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以下統稱「資金」）較上一綜合財政年度末增加627億日圓至3,584億
日圓。

（經營現金流量）
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淨額為1,036億日圓，較截至2013年2月28日止六個月
期間減少84億日圓，主要因素為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收入1,081億日圓。

（投資現金流量）
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投資業務使用的現金淨額為252億日圓，較截至2013年2月28日止六個月
期間減少164億日圓，主要因素為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188億日圓、購買無形資產29億日圓及支付租賃及保
證按金28億日圓。

（融資現金流量）
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的融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為206億日圓，較截至2013年2月28日止六個月
期間增加125億日圓，主要因素為已付現金股息151億日圓。

(4) 業務及財務方面須處理問題
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有關本集團必須處理問題的重要變動。

(5) 研究及開發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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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要設施
以下為於上一綜合財政年度末列入計劃並於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新落成的重要設施。

＜日本附屬公司＞
不適用。

＜海外附屬公司＞
公司名稱 設施種類 業務名稱 地點 落成日期

台灣優衣庫有限公司* 海外UNIQLO門店
UNIQLO新莊
中正路店

台灣台北市 2013年10月

迅銷（上海）商業有限公司* 海外UNIQLO門店 UNIQLO上海店 中國上海市 2013年9月

以下為於2014年2月28日計劃新成立及╱或移除的重要設施。

＜日本附屬公司＞
公司名稱 設施種類 業務名稱 地點 落成日期

UNIQLO CO., LTD. 日本UNIQLO門店
UNIQLO池袋
Sunshine 60通店

東京豐島區 2014年3月

UNIQLO CO., LTD. 日本UNIQLO門店 UNIQLO御徒町店 東京台東區 2014年4月

＜海外附屬公司＞
公司名稱 設施種類 業務名稱 地點 落成日期

迅銷（中國）商貿有限公司* 海外UNIQLO門店
UNIQLO

維多利亞廣場店
中國廣州市 2014年3月

UNIQLO EUROPE LIMITED 海外UNIQLO門店
UNIQLO 

TAUENTZIEN
德國柏林 2014年4月

UNIQLO FRANCE S.A.S 海外UNIQLO門店 Francs Bourgeois 法國巴黎 2014年4月

* 英文版內所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台灣成立的附屬公司的英文名稱均為譯名，僅供識別。



— 9 —

有關申報實體的資料
1. 股份資料
(1) 股份數目
(i) 股份總數

類型 法定股份總數（股）
普通股 300,000,000

總計 300,000,000

（附註）日本公司法下並無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份的優先購買權條文。

(ii) 已發行股份

類型 於2014年2月28日
於提交日期

已發行股份數目
（股）（2014年4月14日）

上市金融工具交易所
名稱或認可金融工具
公司協會名稱

詳細資料

普通股 106,073,656 106,073,656

東京證券交易所
第一部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板（附註）

以100股
為一個單位

總計 106,073,656 106,073,656 — —

（附註）香港預託證券（「香港預託證券」）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2) 股份認購權
本公司已根據日本公司法制訂購股權計劃，以授出認購新股份的權利。以下為於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三個
月期間發行的股份認購權。

(i) 第四批股份認購權甲類（A類）
董事會決議案日期 2013年10月10日
股份認購權數目（股） 7,564

庫存股份的股份認購權數目（股） —
行使股份認購權的股份類別 普通股
行使股份認購權發行的股份數目（股） 7,564

行使股份認購權時支付的金額（日圓） 1

行使股份認購權期間 由2016年12月3日至2023年12月2日
行使股份認購權時每股於授出日期的公平值及實繳資
本金額（日圓）

於授出日期的公平值： 37,109

實繳資本： 18,555

行使股份認購權的條件
倘股份認購權持有人放棄認購股份的權利，則該股份
認購權將告失效，且不得行使。

有關轉讓股份認購權的事宜
任何透過轉讓而收購的股份認購權須經董事會以決議
案授權批准。

有關替代付款的事宜 —
有關就重組而發行股份認購權的事宜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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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按日本公司法第236(1)viii條(a)至(e)分段的規定，於本公司進行任何重組（包括合併（僅限於本公司於合併後
不再存續的情況）、納入分拆或分拆後成立新公司（就兩者而言，僅限於本公司為因分拆而產生的實體的
情況），或交換或轉讓股份（就兩者而言，僅限於本公司成為全資附屬公司的情況），統稱為「重組」）時，
緊接有關重組的生效日期前持有現有股份認購權（以下稱為「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的人士須於各適用情
況下，獲發行股份認購權以認購因上述事件而產生的公司（以下稱為「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在
該情況下，任何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將告失效，而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須發行新股份認購權；然而，前
提為規定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須發行股份認購權的條款及條件如有訂明下述事項，則須載入任何納入合
併協議、新合併協議、納入分拆協議、分拆後成立新公司的計劃、股份交換協議或股份轉讓計劃。
1.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將予發行的股份認購權數目：
 各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持有人須獲發行相同數目的股份認購權。
2.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購權所涉及的股份類別：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普通股。
3.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購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
 訂明重組條件的計劃書須載有一份列明上述股份認購權所涉及股份類別及數目的最終陳述。
4. 將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註冊成立的物業的價值：
 將於行使已發行股份認購權後註冊成立的物業的價值，其金額的計算方法為將下文所規定重組後的

行使價乘以上文第三項所述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購權所涉及的最終股份數目。因重組而產
生的公司因行使每份已發行股份認購權而發行的股份於重組後的行使價將為每股1日圓。

5. 股份認購權可行使的期間：
 自上文規定可行使股份認購權期間的首日或重組生效當日（以較早者為準）起，直至上文規定可行使

股份認購權期間的最後一日止的期間。
6. 有關因行使股份認購權而發行股份所導致資本及資本儲備增加的事宜：
 有待釐定，以與標的股份認購權的適用條件貫徹一致。
7. 透過轉讓而收購股份認購權的限制：
 任何透過轉讓而收購的股份認購權須經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董事會以決議案授權批准。
8. 收購股份認購權的條款及條件：
 有待釐定，以與標的股份認購權的適用條件貫徹一致。
9. 行使股份認購權的條件：
 有待釐定，以與標的股份認購權的適用條件貫徹一致。

(ii) 第四批股份認購權乙類（B類）
董事會決議案日期 2013年10月10日
股份認購權數目（股） 29,803

庫存股份的股份認購權數目（股） —
行使股份認購權時的股份類別 普通股
行使股份認購權時發行的股份數目（股） 29,803

行使股份認購權時支付的金額（日圓） 1

行使股份認購權期間 由2014年1月3日至2023年12月2日
行使股份認購權時每股於授出日期的公平值及實繳資
本金額（日圓）

於授出日期的公平值： 37,514

實繳資本： 18,757

行使股份認購權的條件
倘股份認購權持有人放棄認購股份的權利，則該股份
認購權將告失效，且不得行使。

有關轉讓股份認購權的事宜
任何透過轉讓而收購的股份認購權須經董事會以決議
案授權批准。

有關替代付款的事宜 —
有關就重組而發行股份認購權的事宜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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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按日本公司法第236(1)viii條(a)至(e)分段的規定，於本公司進行任何重組（包括合併（僅限於本公司於合併後
不再存續的情況）、納入分拆或分拆後成立新公司（就兩者而言，僅限於本公司為因分拆而產生的實體的
情況），或交換或轉讓股份（就兩者而言，僅限於本公司成為全資附屬公司的情況），統稱為「重組」）時，
緊接有關重組的生效日期前持有現有股份認購權（以下稱為「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的人士須於各適用情
況下，獲發行股份認購權以認購因上述事件而產生的公司（以下稱為「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在
該情況下，任何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將告失效，而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須發行新股份認購權；然而，前
提為規定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須發行股份認購權的條款及條件如有訂明下述事項，則須載入任何納入合
併協議、新合併協議、納入分拆協議、分拆後成立新公司的計劃、股份交換協議或股份轉讓計劃。
1.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將予發行的股份認購權數目：
 各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持有人須獲發行相同數目的股份認購權。
2.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購權所涉及的股份類別：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普通股。
3.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購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
 訂明重組條件的計劃書須載有一份列明上述股份認購權所涉及股份類別及數目的最終陳述。
4. 將於行使股份認購權後註冊成立的物業的價值：
 將於行使已發行股份認購權後註冊成立的物業的價值，其金額的計算方法為將下文所規定重組後的

行使價乘以上文第三項所述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認購權所涉及的最終股份數目。因重組而產
生的公司因行使每份已發行股份認購權而發行的股份於重組後的行使價將為每股1日圓。

5. 股份認購權可行使的期間：
 自上文規定可行使股份認購權期間的首日或重組生效當日（以較早者為準）起，直至上文規定可行使

股份認購權期間的最後一日止的期間。
6. 有關因行使股份認購權而發行股份所導致資本及資本儲備增加的事宜：
 有待釐定，以與標的股份認購權的適用條件貫徹一致。
7. 透過轉讓而收購股份認購權的限制：
 任何透過轉讓而收購的股份認購權須經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董事會以決議案授權批准。
8. 收購股份認購權的條款及條件：
 有待釐定，以與標的股份認購權的適用條件貫徹一致。
9. 行使股份認購權的條件：
 有待釐定，以與標的股份認購權的適用條件貫徹一致。

(3) 行使具調整行使價的有條件批准的可轉換債券
不適用。

(4) 權利計劃內容
不適用。

(5) 已發行股份總數、股本等的變動

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增加╱
減少
（股）

已發行股份
總數結餘
（股）

股本增加╱
減少

（百萬日圓）

股本結餘
（百萬日圓）

資本儲備
增加╱減少
（百萬日圓）

資本儲備
結餘

（百萬日圓）

2013年12月1日至
2014年2月28日

— 106,073,656 — 10,273 — 4,578

（附註） 於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三個月期間已發行股份總數、股本或資本儲備並無增加或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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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股東
於2014年2月28日

姓名或商號 地點
所持股份數目
（千股）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
百分比（%）

柳井正 Shibuya-ku, Tokyo 22,987 21.67

The Master Trust Bank of Japan, Ltd. 2-11-3 Hamamatsucho, Minato-ku, Tokyo 11,239 10.60

Japan Trustee Services Bank, Ltd. 1-8-11 Harumi, Chuo-ku, Tokyo 8,979 8.46

TTY Management B.V. 9-7-1 Akasaka, Minato-ku, Tokyo 5,310 5.01

柳井一海 Shibuya-ku, Tokyo 4,781 4.51

柳井康治 Shibuya-ku, Tokyo 4,780 4.51

Fight & Step Co., Ltd. 1-4-3 Mita, Meguro-ku, Tokyo 4,750 4.48

Mastermind Co., Ltd. 1-4-3 Mita, Meguro-ku, Tokyo 3,610 3.40

BNP Paribas Securities (Japan) Limited 1-9-1 Marunouchi, Chiyoda-ku, Tokyo 3,410 3.22

Trust & Custody Services Bank, Ltd. 1-8-12 Harumi, Chuo-ku, Tokyo 2,654 2.50

總計 — 72,504 68.35

（附註） 1. 所持股份數目乃按向下調整至最接近千股。
 2. The Master Trust Bank of Japan, Ltd.、Japan Trustee Services Bank, Ltd.及Trust & Custody Services Bank, Ltd.持

有的股份均與信託業務一併持有。
 3. 根據野村證券株式會社與NOMURA INTERNATIONAL PLC及Nomura Asset Management Co., Ltd.兩方（作為聯

名持有人）於2013年9月24日提交的大額持股報告（組成變動報告），各方於2013年9月13日的持股量載
列如下。然而，由於本公司未能確定於期末實際持有的股份數目，此等股權並未計入上文主要股東
表內。

姓名或商號 地點
所持股份數目
（千股）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
百分比（%）

野村證券株式會社 1-9-1 Nihonbashi, Chuo-ku, Tokyo 289 0.27

NOMURA INTERNATIONAL PLC
1 Angel Lane, London EC4R 3AB, United 

Kingdom
599 0.57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1-12-1 Nihonbashi, Chuo-ku, Tokyo 5,618 5.30

 4. 根據野村證券株式會社與NOMURA INTERNATIONAL PLC及Nomura Asset Management Co., Ltd.兩方（作為聯
名持有人）於2014年1月10日提交的大額持股報告（組成變動報告），各方於2013年12月31日的持股量載
列如下。然而，由於本公司未能確定於期末實際持有的股份數目，此等股權並未計入上文主要股東
表內。

姓名或商號 地點
所持股份數目
（千股）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
百分比（%）

野村證券株式會社 1-9-1 Nihonbashi, Chuo-ku, Tokyo 961 0.91

NOMURA INTERNATIONAL PLC
1 Angel Lane, London EC4R 3AB, United 

Kingdom
750 0.71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1-12-1 Nihonbashi, Chuo-ku, Tokyo 5,880 5.54

 5.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持有4,162,482股庫存股份（佔法定股份總數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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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票權
(i) 已發行股份

於2014年2月28日

類別
股份數目
（股）

投票權數目
（數目）

備註

無投票權股份 — — —
附有限制投票權的股份（庫存股份） — — —
附有限制投票權的股份（其他） — — —

附有全部投票權的股份（庫存股份等）

（持作庫存
股份的股份）
普通股

4,162,400

— —

附有全部投票權的股份（其他）
普通股

101,864,500
1,018,645 （附註）1

少於一個單位的股份
普通股

46,756
— （附註）1、2

已發行股份總數 106,073,656 — —
全體股東的投票權總數 — 1,018,645 —

（附註） 1. 「附有全部投票權的股份（其他）」及「少於一個單位的股份」的股份數目欄分別包括以Japan Securities 

Depository Center, Inc.名義持有的2,700股股份及84股股份。
 2. 「少於一個單位的股份」一欄的普通股包括本公司持有的82股庫存股份。

(ii) 庫存股份
於2014年2月28日

持有者的姓名或商號 持有者地址
以本身名義

持有的股份數目
（股）

以其他人士或
商號名義持有的
股份數目
（股）

所持股份總數
（股）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
百分比（%）

迅銷有限公司
717-1 Sayama, 

Yamaguchi City, 

Yamaguchi

4,162,400 — 4,162,400 3.92

總計 — 4,162,400 — 4,162,400 3.92

2. 董事會
自提交上一綜合財政年度的證券報告以來，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董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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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部分
1. 編製中期綜合財務報表

本集團的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參照「Rules Governing Term, Form and Preparation of Consolidated Quarterly Financial 

Statements」（2007 Cabinet Office Ordinance No. 64，以下稱為「綜合季度財務報表規則」）呈列。

2. 審閱證書

根據金融商品交易法第193條之2第1項規定，本集團分別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三個月期間的季度綜合財務報表及
六個月期間的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由Ernst & Young ShinNihon LLC（新日本有限責任監查法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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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期綜合財務報表
(1) 中期綜合資產負債表

（百萬日圓）

附註 於2013年8月31日 於2014年2月28日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存款 147,429 217,545

　　應收票據及賬款 — 貿易 34,187 33,333

　　短期投資證券 148,215 141,141

　　存貨 *1 166,654 163,502

　　遞延稅項資產 4,002 4,662

　　應收所得稅 8,980 1,365

　　遠期外匯合約 113,641 110,531

　　其他 17,486 18,774

　　呆賬撥備 (488) (523)

　　流動資產總值 640,109 690,332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0,405 104,487

　　無形資產
　　　商譽 31,691 29,354

　　　其他 46,423 47,344

　　　無形資產總值 78,115 76,699

　　投資及其他資產 *2 77,170 77,002

　　非流動資產總值 245,690 258,189

　資產總值 885,800 948,522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票據及賬款 — 貿易 121,951 116,781

　　應付短期貸款 1,862 1,244

　　應付長期貸款的流動部分 3,632 4,335

　　應付所得稅 26,005 39,445

　　撥備 10,081 7,766

　　其他 90,432 92,170

　　流動負債總額 253,966 261,743

　非流動負債
　　應付長期貸款 21,926 20,075

　　撥備 75 80

　　其他 30,240 29,128

　　非流動負債總額 52,243 49,283

　負債總額 306,209 3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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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日圓）

於2013年8月31日 於2014年2月28日
資產淨值
　股東權益
　　股本 10,273 10,273

　　資本盈餘 5,963 6,260

　　保留溢利 482,109 531,382

　　庫存股份，按成本 (15,851) (15,810)

　　股東權益總額 482,495 532,105

　累計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證券的未變現收益╱（虧損） (6,978) (5,044)

　　對沖的遞延收益╱（虧損） 71,005 69,886

　　匯兌調整 12,875 16,386

　　累計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76,901 81,228

　股份認購權 1,170 2,028

　少數股東權益 19,024 22,131

　資產淨值總額 579,591 637,494

負債及資產淨值總額 885,800 94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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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期綜合收益表

 截至2月28日止六個月

（百萬日圓）

附註
截至2013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14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銷售淨額 614,841 764,349

銷售成本 310,876 387,559

毛利 303,965 376,790

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 *1 207,306 273,586

經營收入 96,658 103,204

非經營收入
　利息及股息收入 259 327

　匯兌收益 11,129 4,728

　其他 364 582

　非經營收入總額 11,754 5,638

非經營開支
　利息開支 243 494

　其他 409 763

　非經營開支總額 652 1,257

經常性收入 107,760 107,584

非經常性收入
　出售非流動資產的收益 66 878

　非經常性收入總額 66 878

非經常性虧損
　非流動資產報廢的虧損 170 72

　收購產生的開支 739 —
　其他 336 257

　非經常性虧損總額 1,246 329

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收入 106,580 108,133

所得稅總額 38,827 39,843

少數股東權益前收入 67,753 68,289

少數股東權益 2,303 3,731

收入淨額 65,449 6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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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綜合收益表

截至2月28日止三個月

（百萬日圓）

截至2013年2月28日
止三個月

截至2014年2月28日
止三個月

銷售淨額 296,698 375,296

銷售成本 154,381 198,123

毛利 142,317 177,173

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 102,269 138,001

經營收入 40,048 39,171

非經營收入
　利息及股息收入 146 206

　匯兌收益 8,034 —
　其他 199 273

　非經營收入總額 8,381 479

非經營開支
　利息開支 152 204

　匯兌虧損 — 119

　其他 277 416

　非經營開支總額 429 739

經常性收入 48,000 38,911

非經常性收入
　出售非流動資產的收益 41 1

　非經常性收入總額 41 1

非經常性虧損
　非流動資產報廢的虧損 54 43

　收購產生的開支 739 —
　其他 189 52

　非經常性虧損總額 982 96

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收入 47,058 38,816

所得稅總額 19,057 14,896

少數股東權益前收入 28,001 23,920

少數股東權益 1,024 1,211

收入淨額 26,976 2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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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月28日止六個月

（百萬日圓）

截至2013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14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少數股東權益前收入 67,753 68,289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證券的未變現收益╱（虧損） 6,691 1,934

　對沖的遞延收益╱（虧損） 65,033 (1,118)

　匯兌調整 12,858 3,609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84,583 4,424

全面收益 152,336 72,713

以下各方應佔的全面收益：
　迅銷有限公司的股東 147,457 68,883

　少數股東權益 4,879 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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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月28日止三個月

（百萬日圓）

截至2013年2月28日
止三個月

截至2014年2月28日
止三個月

少數股東權益前收入 28,001 23,920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證券的未變現收益╱（虧損） 4,885 (158)

　對沖的遞延收益╱（虧損） 45,412 (17,166)

　匯兌調整 9,624 (2,387)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59,922 (19,711)

全面收益 87,923 4,208

以下各方應佔的全面收益：
　迅銷有限公司的股東 85,058 4,209

　少數股東權益 2,86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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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期綜合現金流量表

（百萬日圓）

截至2013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14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流量
　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收入 106,580 108,133

　折舊及攤銷 10,370 13,889

　商譽攤銷 2,322 3,054

　呆賬撥備增加╱（減少） (633) (13)

　其他撥備增加╱（減少） (2,917) (2,544)

　退休福利撥備增加╱（減少） 0 4

　利息及股息收入 (259) (327)

　利息開支 243 494

　匯兌虧損╱（收益） (6,446) (3,972)

　非流動資產報廢的虧損 170 72

　應收票據及賬款 — 貿易減少╱（增加） (6,247) 2,153

　存貨減少╱（增加） 1,505 7,453

　應付票據及賬款 — 貿易增加╱（減少） 17,164 (8,388)

　其他資產減少╱（增加） (467) 1,840

　其他負債增加╱（減少） 5,849 2,006

　其他，淨值 1,470 (898)

　小計 128,704 122,957

　已收利息及股息收入 259 306

　已付利息 (246) (499)

　已付所得稅 (26,666) (28,793)

　所得稅退稅 10,038 9,706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淨額 112,089 103,677

投資業務產生的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0,783) (18,86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26 1,318

　購買無形資產 (2,771) (2,983)

　支付租賃及保證按金 (2,234) (2,855)

　收取租賃及保證按金所得款項 864 264

　應收建設援助金增加 (1,141) (1,468)

　應收建設援助金減少 867 850

　已收保證按金增加 30 148

　已收保證按金減少 (142) (244)

　收購，經扣除收購現金 (26,771) —
　購買綜合聯屬公司股份的支付 — (744)

　其他，淨值 214 (689)

　投資業務使用的現金淨額 (41,741) (2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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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日圓）

附註
截至2013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14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應付短期貸款淨增加╱（減少） (1,360) (702)

　新增的應付長期貸款 14,870 —
　償還應付長期貸款 (6,017) (2,317)

　已付現金股息 (13,240) (15,183)

　已付少數股東權益現金股息 (891) (633)

　償付租賃責任 (1,665) (1,697)

　其他，淨值 201 (123)

　融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8,103) (20,656)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影響 13,885 4,36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淨增加╱（減少） 76,129 62,115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6,020 295,622

新合併附屬公司產生的現金及
　現金等值項目增加 1 681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 342,151 35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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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附屬公司的變動及應用會計權益法
(1) 主要附屬公司的變動

由於J BRAND Japan Co., Ltd.及Theory Holdings LLC於截至2013年11月30日止三個月期間新註冊成立，且由於極優（上
海）商貿有限公司、康特妮（上海）商貿有限公司及普林賽斯丹丹（上海）商貿有限公司於截至2013年11月30日止三
個月期間開始營運並日漸重要，故該等公司已於期內被綜合。由於LTH GmbH於截至2013年11月30日止三個月期間
清盤，故其被排除在綜合範圍外。此外，由於FAST RETAILING UK LTD及J BRAND EUROPE LTD於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
三個月期間新註冊成立，且由於UNIQLO Pennsylvania LLC、UNIQLO Massachusetts LLC及UNIQLO Design Studio, NewYork, 

Inc於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三個月期間開始營運並日漸重要，故該等公司已於期內被綜合入賬。於2014年1月，
UNIQLO Design Studio, NewYork, Inc已更改名稱為UNIQLO GLOBAL INNOVATION CENTER INC.。

(2) 合併附屬公司的數目：

107家

（會計政策變動）

本公司過往以年末結算時應用的相同方法計算季度所得稅開支。然而，自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三個月期間起，
所得稅開支乃基於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的預期收入（扣除遞延稅項的影響），就該六個月期間所屬財政年度
合理估計實際稅率，再將該期間的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收入乘以估計實際稅率而計算得出。由於本集團已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第二上市，按董事意見，此會計政策變動有助本集團為財務報表的廣泛使用者提供有用
及實時資訊，並滿足彼等的需要。由於影響甚微，此變動並無追溯應用。

（就編製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採納的特定會計程序）

計算稅項開支：
所得稅開支乃基於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的預期收入（扣除遞延稅項的影響），就該六個月期間所屬財政年度
合理估計實際稅率，再將該期間的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收入乘以估計實際稅率而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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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中期綜合資產負債表附註

* 1 存貨的組成部分如下：

於2013年8月31日 於2014年2月28日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產品 163,072 159,527

物資 3,581 3,975

總計 166,654 163,502

* 2自資產賬面值中直接扣除的呆賬撥備：

於2013年8月31日 於2014年2月28日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投資及其他資產 78 76

中期綜合收益表附註

* 1 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2013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14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薪金 50,085 66,786

租賃開支 55,271 71,108

折舊及攤銷 10,370 13,889

商譽攤銷 2,322 3,054

中期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

* 1 中期綜合資產負債表所載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與綜合現金流量表所載的結餘之對賬如下：

截至2013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14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現金及存款 143,724 217,545

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37) (266)

短期證券內的現金等值項目 198,463 141,1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42,151 35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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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附註

I. 截至2013年2月28日止六個月

1. 股息

(1) 截至2013年2月28日止六個月內已派付的股息：

決議案 股份類型
股息總額

（百萬日圓）
每股股息
（日圓）

記錄日期 生效日期 股息來源

於2012年11月5日
　舉行的董事會
　會議

普通股 13,241 130 2012年8月31日 2012年11月26日 保留溢利

(2) 截至2013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錄得而於下一期間生效的股息的宣派日期：

決議案 股份類型
股息總額

（百萬日圓）
每股股息
（日圓）

記錄日期 生效日期 股息來源

於2013年4月11日
　舉行的董事會
　會議

普通股 14,263 140 2013年2月28日 2013年5月13日 保留溢利

2. 股東權益的重大變動

不適用。

II. 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

1. 股息

(1) 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內已派付的股息：

決議案 股份類型
股息總額

（百萬日圓）
每股股息
（日圓）

記錄日期 生效日期 股息來源

於2013年11月4日
　舉行的董事會
　會議

普通股 15,284 150 2013年8月31日 2013年11月22日 保留溢利

(2) 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錄得而於下一期間生效的股息的宣派日期：

決議案 股份類型
股息總額

（百萬日圓）
每股股息
（日圓）

記錄日期 生效日期 股息來源

於2014年4月10日
　舉行的董事會
　會議

普通股 15,286 150 2014年2月28日 2014年5月12日 保留溢利

2. 股東權益的重大變動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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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料

I. 截至2013年2月28日止六個月

1. 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銷售淨額、收入或虧損的資料如下：

（百萬日圓）
可呈報分部

總計
其他

（附註2）
調整

（附註3）

中期
綜合收益表
（附註4）

日本
UNIQLO

海外
UNIQLO

全球品牌
（附註1）

銷售淨額 387,246 130,663 95,726 613,636 1,205 — 614,841

分部收入 68,996 16,022 8,585 93,604 52 3,000 96,658

（附註） 1. 本集團於截至2013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收購J Brand業務（分銷J BRAND的服裝），而J Brand業務已計
入全球品牌分部。

 2. 「其他」包括房地產租賃業務等。
 3. 「調整」包括未被分配至個別可呈報分部的商譽攤銷2,322百萬日圓。
 4. 總分部收入已經調整，以與中期綜合收益表的經營收入對賬。

2. 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非流動資產及商譽的減值虧損的資料

（非流動資產的重大減值虧損）
　　不適用。

（商譽的重大變動）
　　不適用。

（負商譽的重大收益）
　　不適用。

II. 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

1. 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銷售淨額、收入或虧損的資料如下：

（百萬日圓）
可呈報分部

總計
其他

（附註1）
調整

（附註2）

中期
綜合收益表
（附註3）

日本
UNIQLO

海外
UNIQLO

全球品牌

銷售淨額 405,592 232,037 125,367 762,997 1,351 — 764,349

分部收入 70,213 28,049 9,247 107,511 16 (4,323) 103,204

（附註） 1. 「其他」包括房地產租賃業務等。
 2. 「調整」包括未被分配至個別可呈報分部的商譽攤銷3,054百萬日圓。
 3. 總分部收入已經調整，以與中期綜合收益表的經營收入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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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非流動資產及商譽的減值虧損的資料

（非流動資產的重大減值虧損）
　　不適用。

（商譽的重大變動）
　　不適用。

（負商譽的重大收益）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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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資料

計算期間每股基本收入淨額及期間每股攤薄收入淨額的基準如下：
截至2013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14年2月28日

止六個月
(1) 期間每股基本收入淨額（日圓） 642.52 633.52

　（計算基準）
　　收入淨額（百萬日圓） 65,449 64,557

　　不歸屬普通股股東的收入淨額（百萬日圓） — —
　　普通股股東應佔收入淨額（百萬日圓） 65,449 64,557

　　期間內普通股平均股份數目（股） 101,863,996 101,901,611

(2) 期間每股攤薄收入淨額（日圓） 641.86 632.79

　（計算基準）
　　收入淨額調整（百萬日圓） — —
　　普通股數目的增加（股） 104,346 118,553

未計入該期間每股攤薄收入淨額計算的潛在股份的重大變動
　（因其不具有攤薄效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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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
股息

本公司於2014年4月10日召開的董事會會議上議決自保留溢利派付股息。

「財務部分1. 中期綜合財務報表，股東權益附註」項下載有股息總額及每股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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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致迅銷有限公司各位董事

引言

我們已審閱載於財務部分的中期財務資料，其中包括迅銷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於
2014年2月28日的中期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期間的相關中期綜合收益及全面收益表，及
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中期現金流量表及其他說明附註（「中期財務資料」）。

貴公司董事負責根據日本季度綜合財務報表公認會計原則（「日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及呈列中期財務資料。我
們的責任乃根據審閱結果就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本報告按照與我們所協定的聘用條款，僅向　閣下全體報
告，而不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根據國際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應用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範圍遠較按國際審
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故我們無法保證能知悉在審核中可能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
核意見。

結論

基於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注意到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中期財務資料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日本公認會計原
則編製。

Ernst & Young ShinNihon LLC

（新日本有限責任監查法人）
日本東京
201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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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與日本公認會計原則（「日本公認會計原則」）之間的重
大差異概要
貴集團的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而該等原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若干方面有所不同。就
本概要而言，日本公認會計原則指　貴集團根據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的當前日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中期
財務資料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指於2013年9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財政期間生效的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及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

本概要提供有關　貴集團按日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的中期綜合財務報表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扣除稅項）之間的
差異的資料，而董事認為有關差異將對　貴集團的總資產、總負債、總權益（資產淨值總額）及收入淨額有重大影
響。本概要乃假設2010年9月1日為從日本公認會計原則過渡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過渡日期，然而，有關根據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規定須對　貴集團就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資料的影
響作出的單獨信息羅列，則未有提供。

重大可量化公認會計原則差異概述如下：

（除另有指明外，均以百萬日圓計，並向下調整至最接近的百萬）

附註 於2014年2月28日
（百萬日圓）

日本公認會計原則項下的總資產 948,522

不同會計處理方法的重大可量化影響：
商譽攤銷 (i) 20,815

商譽減值虧損 (ii) (550)

非流動資產可用年期及折舊方法的變動 (iii) 697

無形資產攤銷 (iv) 7,379

僱員福利 (v) 732

虧損性合約 (vi) 236

廣告及推廣開支 (vii) (692)

綜合 — 未合併附屬公司 (x) (274)

租賃優惠 (xi) 391

遠期外滙合約 (xii) 3,472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就上述重大可量化影響作出調整的總資產 98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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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2014年2月28日
（百萬日圓）

日本公認會計原則項下的總負債 311,027

不同會計處理方法的重大可量化影響：
非流動資產可用年期及折舊方法的變動 (iii) (2)

僱員福利 (v) 2,432

虧損性合約 (vi) 496

廣告及推廣開支 (vii) (167)

綜合 — 未合併附屬公司 (x) 247

租賃優惠 (xi) 1,868

遠期外滙合約 (xii) 1,330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就上述重大可量化影響作出調整的總負債 317,231

附註 於2014年2月28日
（百萬日圓）

日本公認會計原則項下的總權益（資產淨值總額） 637,494

不同會計處理方法的重大可量化影響：
商譽攤銷 (i) 20,815

商譽減值虧損 (ii) (550)

非流動資產可用年期及折舊方法的變動 (iii) 699

無形資產攤銷 (iv) 7,379

僱員福利 (v) (1,699)

虧損性合約 (vi) (260)

廣告及推廣開支 (vii) (525)

綜合 — 未合併附屬公司 (x) (521)

租賃優惠 (xi) (1,477)

遠期外滙合約 (xii) 2,142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就上述重大可量化影響作出調整的總權益
　（資產淨值總額） 66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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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截至2014年

2月28日止六個月
（百萬日圓）

日本公認會計原則項下該期間的收入淨額 64,557

不同會計處理方法的重大可量化影響：
商譽攤銷 (i) 3,054

非流動資產可用年期及折舊方法的變動 (iii) (177)

無形資產攤銷 (iv) 107

僱員福利 (v) (270)

虧損性合約 (vi) 170

廣告及推廣開支 (vii) (216)

外幣金融工具 (viii) 1,865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 (ix) (1,418)

綜合 — 未合併附屬公司 (x) (384)

租賃優惠 (xi) (345)

遠期外滙合約 (xii) 1,451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就上述重大可量化影響作出調整的
　該期間收入淨額 68,394

附註：

(i) 商譽攤銷

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商譽於適當期間(20年內）以直線法攤銷。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商譽不予攤銷，惟須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每年進行一次減值估測，
或於發生事件或情況變化顯示其可能已減值時進行更頻密的減值估測。有關減值的詳細資料載於下文附註
(ii)。

因此，　貴集團撥回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確認的累計商譽攤銷。

(ii) 商譽減值虧損

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除非有跡象顯示減值，否則不會對商譽進行減值檢討。倘已識別減值跡象，商譽會
被分配至相關合併業務的資產組別，而任何減值均採用兩步驟的方法釐定。首先，該公司估計與商譽有關
的合併業務資產組別（「資產組別」）預期將產生的未貼現現金流與該資產組別內資產的其將來潛在售價值總
和（「資產組別現金流總額」）。然後，倘按未貼現基準計算的資產組別現金流總額少於資產組別的賬面值，
則確認減值虧損。所計得的減值虧損金額為資產組別賬面值超出按貼現基準計算的資產組別現金流總額的
數額。過往商譽減值不得撥回。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商譽至少每年於相同時間進行一次減值估測，或倘發生事件或情況變化顯示賬面
值可能已減值時進行更頻密的減值估測。倘包括商譽在內的創現金單位（「創現金單位」）（或創現金單位組
別）的可收回金額（公平值減處置費用與使用價值兩者中的較高者）低於該包括商譽在內的創現金單位（或創
現金單位組別）賬面值，則確認減值虧損，而減值虧損金額為創現金單位（或創現單位組別）賬面值高於可收
回金額的差額。過往商譽減值不得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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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於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六個月期間內進行減值檢測，並無確認任何減值虧損。

(iii) 非流動資產可使用年期及折舊方法的變動

於　貴集團就2010年9月1日開始的年度按日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的綜合財務報表，非流動資產估計可使用
年期變動產生的往年影響反映於累計折舊結餘中。於變動年度，非流動資產賬面值按經修訂的會計估算重
新計算，而有關影響則於綜合收益表確認為非經常性折舊（一項特殊虧損）。一般而言，僅會就可使用年期
縮減的資產確認調整。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可折舊資產的可使用年期及所包含的未來經濟利益的預期使用模式的變動，需入
賬列為會計估計的變動。經重估的可使用年期於未來期間應用為相應非流動資產的折舊基準。此外，根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作出的非流動資產賬面值調整，在過渡日期記錄於保留溢利中。

貴集團於截至2011年8月31日止年度更改非流動資產的估計可使用年期及折舊方法，因此，非流動資產的賬
面值減少了4,050百萬日圓。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按日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的變動影響部分與於過渡日
期將非流動資產調整至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算的價值相對應；同樣地，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可使用
年期的修訂能用於延長可使用年期，而非僅用於其縮減。

(iv) 無形資產攤銷

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並無有關具不確定可使用年期的無形資產的具體概念。原則上，所有無形資產均
於其已確定的可使用年期內以直線法攤銷。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具不確定可使用年期的無形資產不予攤銷。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若干商標（實質上為具不確定可使用年期的無形資產）的攤銷因此予以撥回，而此
等資產每年進行檢測減值。減值虧損確認為賬面值超出可收回金額的數額。

(v) 僱員福利

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並無規定就僱員的未動用累計有薪假期計算應計費用。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僱員的未動用累計有薪假期的會計處理於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僱員福利」中訂明，
而各公司應就僱員的未動用累計有薪假期累計預期成本。

貴集團累計僱員的未動用累計有薪假期，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vi) 虧損性合約

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並無有關虧損性合約的會計處理的具體指引。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一般規定，倘履行合約項下責任而不可避免的成本超過其項下預期可收取的經濟利益，
則須就所有合約確認相關虧損。合約項下不可避免的成本乃考慮退出合約的最低成本釐定，其為達成合約
的成本與因未能達成合約而產生的任何賠償或罰款兩者中的較低者。

貴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就虧損性合約作出相關評估及確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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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廣告及推廣開支

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廣告及推廣費用按廣告合約條款或產品目錄及其他項目的分派予以支銷。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廣告及推廣費用於產生時支銷。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廣告及推廣的遞延開支（根據日本公認原則確認為資產）需被終止確認及需於產生
時支銷。

(viii) 外幣金融工具

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可供出售證券公平值變動總額（包括外滙變動）於扣除相關稅項影響後，列值於其
他全面收益內。另一種可選擇的處理方法為將可供出售債務證券的相關滙兌損益於綜合收益表內確認。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因外滙變動產生的可供出售貨幣證券公平值變動部分需於綜合收益表確認為損益。

貴集團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可供出售債務證券公平值變動總額（包括外滙變動）。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因外滙變動產生的變動部分於綜合收益表重新分類為損益。

(ix)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

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有關公司的海外業務投資淨額的項目（不包括股份）產生的滙兌差額的處理，並無
特定的會計準則。因此，與該等項目相應的滙兌差額於該公司申報的綜合收益表內確認。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因換算公司的投資淨額（包括股份及被視為代表權益的其他項目）產生的滙兌差額
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並列為該公司權益的一獨立組成部分。於出售海外業務時，所有與該特定海外業
務有關的該等滙兌差額均於綜合收益表重新分類。

因此，按日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的因海外業務投資淨額產生的滙兌差額乃調整為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算
的其他全面收益。

(x) 綜合 — 未合併附屬公司

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受其母公司控制的公司原則上於母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綜合入賬。然而，資產及
收入並不重大的未合併附屬公司（其不包括於綜合入賬範圍內並不影響　貴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的整
體合理性）可不包括於綜合入賬範圍內。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受其母公司控制的附屬公司應於母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綜合入賬。

因此，該等未綜合的附屬公司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綜合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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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租賃優惠

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並無有關租賃優惠（如免租期）的會計處理的具體規定。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租賃優惠須由承租人確認為使用租賃資產的代價淨額一部分，並需於租賃期內以
直線法攤銷。

貴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確認租賃負債（扣除任何已收優惠），並於租賃期內以直線法作出相應攤銷。

(xii) 遠期外滙合約

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現金流對沖會計的主要處理方法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相同。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
則的選擇性對沖會計處理，外幣計值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乃採用相關遠期外滙合約所指定滙率換算（「指定
分配方法」）。對沖交易必須與外幣計值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的結算日期匹配，以及不得因提前結算對沖工
具而遞延損益。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日本公認會計原則項下有關對沖會計的指定分配方法並不存在。因一項符合現
金流對沖會計條件的對沖工具的公平值變動產生的損益的有效部分，乃直接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倘遠
期外滙合約於相應對沖項目的結算日期前到期、被出售、被終止或行使，則任何先前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
認的累計損益均保留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直至結算相應對沖項目為止。

貴集團根據日本公認會計原則就符合對沖會計條件的公司採納指定分配方法。因此，　貴集團已作出相關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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