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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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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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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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RETAILING CO., LTD.
迅銷有限公司

（於日本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288）

截至 2 0 1 8年 5月 3 1日止九個月
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及
恢復買賣

迅銷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8年5
月31日止九個月的綜合業績。

應本公司要求，其香港預託證券自2018年7月12日（星期四）下午一時正起於聯交所短暫停止買賣，以待發佈本公
告。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自2018年7月13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起恢復買賣香港預託證券。

（除另有指明外，金額向下調整至最接近百萬日圓）

1. 綜合業績

(1) 綜合經營業績（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

（百分比表示同比變化）
收益 經營溢利 所得稅前溢利 期間內溢利

百萬日圓 % 百萬日圓 % 百萬日圓 % 百萬日圓 %

截至2018年5月31日止九個月 1,704,149 15.3 238,897 32.3 237,475 21.5 161,254 25.4
截至2017年5月31日止九個月 1,477,958 3.0 180,618 23.9 195,477 60.1 128,573 67.6

母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

期間內全面
收益總額

期間內每股
基本盈利

期間內每股
攤薄盈利

百萬日圓 % 百萬日圓 % 日圓 日圓

截至2018年5月31日止九個月 148,335 23.5 153,946 (23.2) 1,454.29 1,451.77
截至2017年5月31日止九個月 120,113 69.1 200,457 — 1,177.89 1,1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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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財務狀況

資產總值 權益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應佔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
應佔權益

對資產總值比率

母公司擁有人
應佔每股權益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 日圓

於2018年5月31日 1,648,823 877,046 838,368 50.8 8,218.13
於2017年8月31日 1,388,486 762,043 731,770 52.7 7,175.35

2. 股息

（宣派日期）
每股股息

第一季
期末

第二季
期末

第三季
期末

年末 總計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截至2017年8月31日止年度 — 175.00 — 175.00 350.00
截至2018年8月31日止年度 — 200.00
截至2018年8月31日止年度（預測） — 200.00 400.00

（附註）本季度就財政年度的股息預測所作修訂：無

3. 截至2018年8月31日止年度（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綜合業務業績預測

（%顯示相比上一季度期間的增加╱減少比率）

收益 經營溢利 所得稅前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

百萬日圓 % 百萬日圓 % 百萬日圓 % 百萬日圓 %

截至2018年8月31日止年度 2,110,000 13.3 225,000 27.5 217,000 12.2 130,000 9.0

母公司擁有人
每股基本盈利

日圓

截至2018年8月31日止年度 1,274.41

（附註）本季度就截至2018年8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業務業績預測所作修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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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期內主要附屬公司變動（特定附屬公司變動）：     無
(2) 會計政策變動及會計估算變動：

(i) 配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會計政策變動： 無
(ii) 其他會計政策變動： 無
(iii) 會計估算變動： 無

(3) 已發行股份總數（普通股）
(i) 已發行股份數目（包括庫存股份） 於2018年5月31日 106,073,656股股份 於2017年8月31日 106,073,656股股份
(ii) 庫存股份數目 於2018年5月31日 4,059,171股股份 於2017年8月31日 4,089,664股股份
(iii) 已發行股份平均數目 截至2018年

5月31日止九個月
101,998,432股股份 截至2017年

5月31日止九個月
101,973,153股股份

*此財務業績毋須進行審閱程序。

*有關正確使用綜合業務業績預測的說明及其他附註：
此等資料中有關未來事宜（包括業務預測）的陳述乃根據本公司目前所得資料及釐定為合理的若干假設而作出。實
際業務業績可能取決於多項因素而大幅變動。有關業務業績預測的背景、假設及其他事宜，請參閱第6頁的財務
業績「(3)有關綜合業務業績預測的定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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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業務業績

(1) 集團綜合業績概況
迅銷有限公司2018年財政年度前三季度（2017年9月1日~2018年5月31日）累計綜合業績為收益17,041億日圓（較
上年度同期增長15.3%），經營溢利2,388億日圓（同比增長32.3%），實現收益、溢利雙增長。期間綜合毛利率同
比提高0.8個百分點，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佔收益比率同比改善1.9個百分點。其他收入開支項下，分別錄得
匯兌損失15億日圓，減值虧損103億日圓。同時，加上5月底時的日圓兌美元匯率較本財年開始時上升，致使
融資收入成本項下錄得淨虧損14億日圓，因而總計期間所得稅前綜合溢利錄得2,374億日圓（同比增長21.5%），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錄得1,483億日圓（同比增長23.5%）。以各事業分部表現來看：日本UNIQLO（優衣庫）事
業分部、海外UNIQLO（優衣庫）事業分部均實現收益、溢利雙雙大幅增長；GU（極優）事業分部亦錄得收益、
溢利雙增長。全球品牌事業分部則錄得收益增長，而溢利下降。

本集團的中期願景乃是轉型為「數碼消費零售企業」，成為世界第一的服裝零售製造商，尤其將致力拓展海外
UNIQLO和GU事業。我們不但將在各個市場持續擴展UNIQLO門店，並將於世界主要城市開設全球旗艦店和大型
門店，以進一步樹立UNIQLO作為全球主要品牌的地位。目前海外UNIQLO業務在大中華地區、南韓，及東南亞
地區事業的帶動下，已進入下一個成長階段。此外，美國UNIQLO事業的經營虧損也大幅縮小，穩步朝向於下
一年度實現扭虧為盈。在GU時尚休閒品牌事業分部方面，今後除了持續開展日本市場以外，亦將以大中華地
區為中心，拓展國際市場業務規模。

GU 事業分部過去在綜合業績報告中納入全球品牌事業分部計算，因其業績表現對綜合業績的影響增大，故自
本財年第一季度起，獨立為一事業分部進行披露。報告中與前期比較的部份也將基於變更後的新事業分部相
應改變。

日本UNIQLO
在日本UNIQLO（優衣庫）事業分部方面，本財年前第三季度累計收益為7,044億日圓（同比增長7.8%），經營溢利
為1,200億日圓（同比增長29.6%），錄得收益、溢利雙雙大幅增長。雖然公司內部日圓匯率持續走低，致使成本
率上升，惟因折扣率改善足以抵銷成本率上升帶來的影響，因而，使得毛利率較上年度同期提高了0.8個百分
點。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佔收益比率則特別是在廣告宣傳費用、物流費用、人事費用獲大幅削減下，同比
改善了2.0個百分點。

期間第三季度單季同店銷售淨額（包括網路商店）同比增長5.4%。尤其在3月份和4月份持續高溫下，帶動
AIRism、UT、Dry（快乾）系列T恤等夏裝商品強勁銷售。此外，網路商店銷售額達164億日圓，同比增長33.1%，
佔收益比例升至7.8%。2018年4月3日推出在網路商店下單，可於門店自取免運費的服務，大獲好評，推動網
路商店業務穩步增長。

海外UNIQLO
在海外UNIQLO（優衣庫）事業分部方面，前三季度累計收益為7,160億日圓（同比增長27.5%），經營溢利為1,124
億日圓（同比增長65.0%），錄得收益、溢利雙雙大幅增長。透過改變過去仰賴折扣的銷售策略以及提高銷售計
劃精準度後，毛利率較上年同期提高1.3個百分點；同時通過推行成本節省，使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佔收益
比率同比改善2.1個百分點。

期間第三季度單季中，大中華地區、南韓、東南亞及大洋洲地區業績表現強勁，美國經營虧損亦有所縮小。
在大中華地區方面，春夏商品上市後銷情強勁，加上UT新推出多款人氣設計、感動KANDO褲及夾克等商品宣
傳卓有成效，使同店銷售淨額錄得雙位數字增長。在南韓方面，因成功連動市場營銷與店舖陳列策略，實現
折扣率下降，毛利率改善。東南亞及大洋洲地區亦因UT、POLO衫、短褲銷情強勁，促使同店銷售淨額持續實
現雙位數字增長。此外，美國在重新評估商品組成、改善銷售計劃準確度後，縮小了經營虧損。歐洲則以銷
情強勁的俄羅斯為首，帶動歐洲區整體同店銷售淨額錄得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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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
GU（極優）事業分部前三季度累計收益為1,666億日圓（同比增長6.4%），經營溢利為150億日圓（同比增長1.7%），
錄得收益、溢利雙增長。

期間第三季度單季同店銷售淨額錄得下降。這主要歸因於廣告主打商品銷情不振、大幅增加商品種類後發生
暢銷商品缺貨情況，以及在基本款商品需求高漲中，商品組成卻過度偏重於潮流商品所致。由於銷情不佳，
提早進行折扣促銷，使得這三個月內的毛利率較上年度同期下降了1.9個百分點；同時，銷售、一般及行政開
支佔收益比率同比上升了1.2個百分點，致使經營溢利同比驟降20.0%。

全球品牌事業
全球品牌事業本財年前第三季度累計收益為1,147億日圓（同比增長10.1%），經營溢利則錄得虧損35億日圓，
呈現收益增長而溢利下降。這主要是因為上半年度法國時尚女裝品牌Comptoir des Cotonniers等業務錄得89億
日圓減值虧損所致。

期間第三季度單季中，Theory業務錄得收益、溢利雙增長，Comptoir des Cotonniers業務錄得經營虧損擴大，集
團旗下法國品牌Princess tam.tam以及美國優質牛仔布品牌J Brand業務則繼續錄得經營虧損。

可持續發展
本集團在拓展業務活動，實現全球化的過程中，同時立足於長遠視角，不斷推行以實現地球環境和社會可持
續發展為前提的商業活動。本集團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性所採取的措施由「供應鏈」、「商品」、「店鋪與社區」、
「從業人員」這四個重點領域組成，並將繼續推進勞動環境監督、全商品回收再利用、地方人氣門店經營、殘
障人士就業等活動的開展。

2018年3月，有明總部迎來第一次員工活動「可持續發展週」。該活動的舉辦目的，是為了讓每一名員工都認
識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並將這種意識體現在自己的工作中。我們也從公司外部請來專家人士，加深大家
對環境、社會、治理(ESG)的認識。另外、針對公司當前面對的各類挑戰，日本及海外均有眾多員工踊躍參與
並積極交換了看法。

另一方面，為了讓大家對本集團採取的可持續性發展措施能有更廣泛更深刻的認識，我們還在同一時間邀請
了公眾媒體的朋友，舉辦了一場「可持續發展媒體懇談會」。活動當天，我們圍繞着本集團是如何一邊貢獻社
會，一邊開展業務戰略，不斷實現長期增長的主題，詳盡解答了大家的提問。

本公司自2013年8月起便加盟了旨在保護服裝工廠的工人免受建築倒塌、火災事故等安全威脅的『孟加拉國火
災預防及建築安全相關協定(Accord on Fire and Building Safety in Bangladesh)』，如今又在2018年5月，署名同意將
加盟此協定的有效期再延長3年。本公司今後也會以該協定署名企業的身份，與該協定及其他加盟品牌緊密
合作，致力改善工廠的勞動環境。

2018年6月，本公司被選為社會責任投資(SRI)世界指數「FTSE4Good Index Series」的成分企業，同時亦被選為日本
運用公共養老金的養老金儲備基金管理運用獨立行政法人(GPIF)為對重視環境、治理的企業進行ESG投資而使
用的「FTSE Blossom Japan Index」的成分企業。



6

(2) 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資料
(i)  財務狀況

於2018年5月31日的資產總值為16,488億日圓，較上一綜合財政年度末增加2,603億日圓。主要因素為現金及現
金等值項目增加1,745億日圓，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346億日圓，衍生金融資產增加100億日圓，其他流動
資產增加320億日圓，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115億日圓及存貨減少149億日圓。

於2018年5月31日的負債總額為7,717億日圓，較上一綜合財政年度末增加1,453億日圓。主要因素為其他流動
金融負債增加300億日圓，衍生金融負債增加186億日圓，應付所得稅增加159億日圓，其他流動負債增加1,495
億日圓，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511億日圓及非流動金融負債減少236億日圓。

於2018年5月31日的資產淨值總額為8,770億日圓，較上一綜合財政年度末增加1,150億日圓。主要因素為保留
溢利增加1,100億日圓。

(ii)  現金流量資料
於2018年5月3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較截至2017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期間增加2,909億日圓至8,583億日圓。

截至2018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期間，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淨額為2,581億日圓，較截至2017年5月31日止九個月
期間增加169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增長7.0%）。主要因素為所得稅前溢利2,374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增長419
億日圓），其他負債增加1,497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增長1,340億日圓），存貨減少147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減
少356億日圓），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562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增長748億日圓），其他資產增加387億日圓
（較上年度同期減少339億日圓）及已付所得稅530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減少220億日圓）。

截至2018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期間，投資業務使用的現金淨額為358億日圓，較截至2017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期
間增加102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增長40.1%）。主要因素為存放三個月以上到期的定期存款12億日圓（較上年度
同期增長60億日圓），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224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減少18億日圓）及購買無形資產105億日
圓（較上年度同期增長13億日圓）。

截至2018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期間，融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為431億日圓，較截至2017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期
間減少33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減少7.1%）。主要因素為短期借款增加3億日圓（較上年度同期減少30億日圓）。

(3) 有關綜合業務業績預測的定性資料
儘管本集團業務於第三季度表現較預期理想，但於現階段將不會就於2018年4月12日所公佈的截至2018年8月
31日止財政年度的初步全年綜合業務業績預測作出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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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主要附註

(1)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百萬日圓）

附註 於2017年8月31日 於2018年5月31日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83,802 858,35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48,598 83,244
　　其他流動金融資產 30,426 30,882
　　存貨 289,675 274,698
　　衍生金融資產 6,269 16,270
　　應收所得稅 1,518 1,625
　　其他流動資產 17,307 49,389
　　流動資產總值 1,077,598 1,314,470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 136,979 148,532
　　商譽 5 15,885 8,092
　　無形資產 5 36,895 44,799
　　非流動金融資產 77,608 80,727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3,473 13,895
　　遞延稅項資產 25,303 32,559
　　其他非流動資產 4,742 5,746
　　非流動資產總值 310,888 334,352
　資產總值 1,388,486 1,648,823

負債及權益
負債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4,008 152,827
　　其他流動金融負債 11,844 41,940
　　衍生金融負債 6,083 24,696
　　應付所得稅 25,864 41,787
　　撥備 27,889 21,329
　　其他流動負債 35,731 185,296
　　流動負債總額 311,421 467,878
　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金融負債 273,467 249,867
　　撥備 15,409 19,206
　　遞延稅項負債 10,000 18,487
　　其他非流動負債 16,144 16,337
　　非流動負債總額 315,022 303,898
　負債總額 626,443 771,777
權益
　股本 10,273 10,273
　資本盈餘 14,373 18,216
　保留溢利 698,584 808,670
　庫存股份，按成本 (15,563) (15,449)
　其他權益組成部分 24,102 16,656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31,770 838,368
　非控股權益 30,272 38,678
　權益總額 762,043 877,046
負債及權益總額 1,388,486 1,648,823



8

(2)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及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百萬日圓）

附註
截至2017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截至2018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收益 1,477,958 1,704,149
銷售成本 (752,538) (853,756)
毛利 725,419 850,393
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 2 (546,162) (598,017)
其他收入 3 4,275 2,124
其他開支 3,5 (3,426) (16,060)
分佔聯營公司之損益 512 457
經營溢利╱（虧損） 180,618 238,897
融資收入 4 17,094 5,414
融資成本 4 (2,235) (6,836)
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95,477 237,475
所得稅 (66,904) (76,220)
期間內溢利╱（虧損） 128,573 161,254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20,113 148,335
　非控股權益 8,460 12,919
　期間內溢利╱（虧損） 128,573 161,254

每股盈利
　基本（日圓） 6 1,177.89 1,454.29
　攤薄（日圓） 6 1,176.18 1,451.77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百萬日圓）

附註
截至2017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截至2018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期間內溢利╱（虧損） 128,573 161,25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 —
　其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供出售投資的重估收益╱（虧損）淨額 (44) 778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22,087 (1,398)
　　現金流量對沖 49,840 (6,688)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71,883 (7,308)
期間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200,457 153,946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90,419 140,889
　非控股權益 10,038 13,057
　期間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200,457 15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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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7年5月31日止九個月

（百萬日圓）
其他權益組成部分

附註 股本 資本盈餘
保留
溢利

庫存
股份，
按成本

可供出售
儲備 匯兌儲備

現金流量
對沖儲備 總計

母公司
擁有人

應佔權益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於2016年9月1日 10,273 13,070 613,974 (15,633) 248 (2,811) (44,619) (47,183) 574,501 23,159 597,661
期間內變動淨值
　全面收益╱（虧損）
　　期間內溢利╱（虧損） — — 120,113 — — — — — 120,113 8,460 128,573
　　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 — — — — (44) 20,626 49,724 70,305 70,305 1,577 71,883
　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120,113 — (44) 20,626 49,724 70,305 190,419 10,038 200,457
　與擁有人進行的交易
　　收購庫存股份 — — — (6) — — — — (6) — (6)
　　出售庫存股份 — 542 — 63 — — — — 605 — 605
　　股息 — — (34,670) — — — — — (34,670) (3,462) (38,132)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768 — — — — — — 768 — 768
　與擁有人進行的
　　交易額 — 1,310 (34,670) 57 — — — — (33,302) (3,462) (36,764)
期間內變動淨值總額 — 1,310 85,442 57 (44) 20,626 49,724 70,305 157,116 6,575 163,692
於2017年5月31日 10,273 14,380 699,417 (15,575) 203 17,814 5,104 23,122 731,618 29,734 761,353

截至2018年5月31日止九個月
（百萬日圓）

其他權益組成部分

附註 股本 資本盈餘
保留
溢利

庫存
股份，
按成本

可供出售
儲備 匯兌儲備

現金流量
對沖儲備 總計

母公司
擁有人

應佔權益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於2017年9月1日 10,273 14,373 698,584 (15,563) 2 21,806 2,293 24,102 731,770 30,272 762,043
期間內變動淨值
　全面收益╱（虧損）
　　期間內溢利╱（虧損） — — 148,335 — — — — — 148,335 12,919 161,254
　　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 — — — — 778 (1,966) (6,257) (7,445) (7,445) 137 (7,308)
　　全面收益╱（虧損）
　　　總額 148,335 778 (1,966) (6,257) (7,445) 140,889 13,057 153,946
　與擁有人進行的交易
　　收購庫存股份 — — — (1) — — — — (1) — (1)
　　出售庫存股份 — 1,005 — 116 — — — — 1,121 — 1,121
　　股息 — (38,248) — — — — — (38,248) (6,579) (44,828)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962 — — — — — — 962 — 962
　　合併子公司因增資
　　　而增加╱減少權益 — — — — — — — — — 173 173
　　非控股權益的
　　　資本注資 — 1,874 — — — — — 1,874 1,754 3,629
　與擁有人進行的
　　交易總額 — 3,842 (38,248) 114 — — — — (34,291) (4,651) (38,943)
期間內變動淨值總額 — 3,842 110,086 114 778 (1,966) (6,257) (7,445) 106,597 8,405 115,003
於2018年5月31日 10,273 18,216 808,670 (15,449) 781 19,840 (3,964) 16,656 838,368 38,678 87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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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百萬日圓）

附註
截至2017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截至2018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經營業務
　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95,477 237,475
　折舊及攤銷 27,539 32,961
　減值虧損 5 — 10,353
　撥備增加╱（減少） (8,652) (9,095)
　利息及股息收入 (3,518) (5,414)
　利息開支 2,235 2,072
　匯兌虧損╱（收益） (13,331) 4,764
　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收益） (512) (457)
　物業、廠房及設備報廢的虧損 1,328 72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31,418) (32,973)
　存貨減少╱（增加） 50,470 14,79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18,515 (56,288)
　其他資產減少╱（增加） (4,873) (38,783)
　其他負債增加╱（減少） 15,715 149,769
　其他，淨值 783 (2,794)
　小計 249,760 307,113
　已收利息及股息收入 3,518 4,987
　已付利息 (1,935) (1,203)
　已付所得稅 (30,987) (53,036)
　所得稅退稅 20,840 260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淨額 241,196 258,122
投資業務
　存放三個月以上到期的定期存款 (114,079) (29,282)
　提取三個月以上到期的定期存款 121,402 30,549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4,291) (22,431)
　購買無形資產 (9,193) (10,588)
　支付租賃及保證按金 (2,631) (3,436)
　收取租賃及保證按金所得款項 1,619 1,978
　應收建設援助金增加 (922) (948)
　應收建設援助金減少 1,292 1,635
　其他，淨值 1,178 (3,367)
　投資業務使用的現金淨額 (25,623) (35,892)
融資活動
　新增短期借款 7,141 1,778
　償還短期借款 (9,882) (1,453)
　償還長期借款 (1,222) (1,655)
　已付現金股息 (34,637) (38,217)
　非控股權益的資本注資 — 3,803
　已付現金股息非控股權益 (3,629) (3,618)
　償付租賃責任 (4,069) (3,905)
　其他，淨值 (133) 138
　融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46,433) (43,129)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影響 12,876 (4,54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淨增加╱減少 182,015 174,557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85,431 683,802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67,446 85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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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續經營假設的附註
不適用。

(6)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分部資料
(i) 可呈報分部的說明

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為可提供獨立財務資料的組成部分，董事會定期審閱有關財務資料，以便就資源分配作
出決策及評估表現。

從本綜合財政年度第一季度開始，對於原包含於「全球品牌」的「GU」業務，隨著業務規模的擴大和管理重要性
的提高，已經獨立化，並轉變為一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本集團的主要零售服飾業務分為四個可呈報經營分部：日本UNIQLO，海外UNIQLO，GU及全球品牌，各分部乃
用作制定及構成本集團的策略。

各可呈報分部包含的主要業務如下：

日本UNIQLO：日本境內的UNIQLO服飾業務
海外UNIQLO：日本境外的UNIQLO服飾業務
GU：日本境內及境外的GU服飾業務
全球品牌：Theory，COMPTOIR DES COTONNIERS，PRINCESSE TAM.TAM及J Brand服飾業務

(ii) 分部資料（分部收益及業績）
截至2017年5月31日止九個月

（百萬日圓）
可呈報分部

總計
其他

（附註1）
調整

（附註2）
中期簡明
綜合損益表

日本
UNIQLO

海外
UNIQLO

GU 全球品牌

收益 653,484 561,567 156,678 104,233 1,475,964 1,993 — 1,477,958
經營溢利 92,649 68,116 14,829 4,319 179,913 184 520 180,618
分部收入
　（所得稅前溢利）

94,441 68,683 14,741 4,291 182,159 184 13,133 195,477

（附註1）　「其他」包括房地產租賃業務等。
（附註2）　「調整」主要包括未有分配至個別可呈報分部的收益及企業開支。

截至2018年5月31日止九個月
（百萬日圓）

可呈報分部
總計

其他
（附註1）

調整
（附註2）

中期簡明
綜合損益表

日本
UNIQLO

海外
UNIQLO

GU 全球品牌

收益 704,460 716,092 166,685 114,781 1,702,020 2,129 — 1,704,149
經營溢利 120,057 112,418 15,080 (3,549) 244,006 205 (5,314) 238,897
分部收入
（所得稅前溢利）

119,991 111,292 14,937 (3,648) 242,573 207 (5,305) 237,475

其他披露項目：
　減值虧損（附註3）

375 237 19 8,937 9,568 — 785 10,353

（附註1）　「其他」包括房地產租賃業務等。
（附註2）　「調整」主要包括未有分配至個別可呈報分部的收益及企業開支。
（附註3）　減值損失的詳情載於附註「5.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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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
各報告期間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細目分類如下：

（百萬日圓）
截至2017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截至2018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
　廣告及推廣 57,686 55,062
　租金開支 133,062 147,979
　折舊及攤銷 27,539 32,961
　外判 24,108 29,058
　薪金 185,419 209,622
　其他 118,345 123,333
總計 546,162 598,017

3. 其他收入及其他開支
各報告期間其他收入及其他開支細目分類如下：

（百萬日圓）
截至2017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截至2018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其他收入
　匯兌收益* 2,030 —
　其他 2,244 2,124
總計 4,275 2,124

（百萬日圓）
截至2017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截至2018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其他開支
　匯兌虧損* — 1,577
　物業、廠房及設備報廢虧損 1,328 726
　減值虧損 — 10,353
　其他 2,097 3,403
總計 3,426 16,060

*經營交易過程中產生的匯兌調整計入「其他收入」或「其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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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收入及融資成本
各報告期間融資收入及融資成本細目分類如下：

（百萬日圓）
截至2017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截至2018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融資收入
　匯兌收益* 13,331 —
　利息收入 3,513 5,413
　其他 250 0
總計 17,094 5,414

（百萬日圓）
截至2017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截至2018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融資成本
　匯兌虧損* — 4,764
　利息開支 2,235 2,072
總計 2,235 6,836

*非經營交易過程中產生的匯兌調整計入「融資收入」或「融資開支」。

5. 減值虧損
截至2018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期間，本集團確認主要COMPTOIR DES COTONNIERS業務擁有的商譽，以及Theory業

務旗下的HELMUT LANG品牌擁有的商標的減值虧損10,353百萬日圓，因為我們無法預測最初預期的收益。兩者均
於綜合損益表計入「其他開支」。

截至2017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期間
不適用。

截至2018年5月31日止九個月期間
(1) COMPTOIR DES COTONNIERS業務的減值虧損
金額為10,353百萬日圓的減值虧損總額中，7,792百萬日圓為COMPTOIR DES COTONNIERS業務擁有的商譽的減
值虧損。

(2) Theory業務旗下的HELMUT LANG品牌的減值虧損
金額為10,353百萬日圓的減值虧損總額中，1,039百萬日圓為HELMUT LANG業務擁有的商標關係的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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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截至2017年5月31日止九個月 截至2018年5月31日止九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權益（日圓） 7,174.08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權益（日圓） 8,218.13
期間內每股基本盈利（日圓） 1,177.89 期間內每股基本盈利（日圓） 1,454.29
期間內每股攤薄盈利（日圓） 1,176.18 期間內每股攤薄盈利（日圓） 1,451.77

（附註）計算各報告期間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的基準如下：
截至2017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截至2018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期間內每股基本盈利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內溢利（百萬日圓） 120,113 148,335
　不歸屬普通股股東的溢利（百萬日圓） — —
　歸屬普通股股東的溢利（百萬日圓） 120,113 148,335
　期間內普通股平均股份數目（股） 101,973,153 101,998,432
期間內每股攤薄盈利
　溢利調整（百萬日圓） — —
　普通股數目的增加（股） 148,148 176,805
　（股份認購權） (148,148) (17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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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報告期後事項
根據於2018年4月23日的董事會會議上作出的全面決定，發行無抵押公司債券的條件已於2018年5月30日決定，

而有關債券已於2018年6月6日發行，詳述如下。

第五批無抵押公司債券
1. 將予發行的金額： 800億日圓
2. 發行價： 每100日圓面值為100日圓
3. 利率： 每年0.110%
4. 到期日： 2023年6月6日
5. 贖回方法： 到期時整筆款項支付
6. 抵押： 債券概無附有抵押或擔保，且並無持有儲備資金
7. 資金用途： 資本投資、營運資金、投資及公司債券贖回基金

第六批無抵押公司債券
1. 將予發行的金額： 300億日圓
2. 發行價： 每100日圓面值為100日圓
3. 利率： 每年0.220%
4. 到期日： 2025年6月6日
5. 贖回方法： 到期時整筆款項支付
6. 抵押： 債券概無附有抵押或擔保，且並無持有儲備資金
7. 資金用途： 資本投資、營運資金、投資及公司債券贖回基金

第七批無抵押公司債券
1. 將予發行的金額： 1,000億日圓
2. 發行價： 每100日圓面值為100日圓
3. 利率： 每年0.405%
4. 到期日： 2028年6月6日
5. 贖回方法： 到期時整筆款項支付
6. 抵押： 債券概無附有抵押或擔保，且並無持有儲備資金
7. 資金用途： 資本投資、營運資金、投資及公司債券贖回基金

第八批無抵押公司債券
1. 將予發行的金額： 400億日圓
2. 發行價： 每100日圓面值為100日圓
3. 利率： 每年0.880%
4. 到期日： 2038年6月4日
5. 贖回方法： 到期時整筆款項支付
6. 抵押： 債券概無附有抵押或擔保，且並無持有儲備資金
7. 資金用途： 資本投資、營運資金、投資及公司債券贖回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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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充資料

按產品分類╱業務劃分的銷售額分類

分部

截至2017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2016年9月1日至
2017年5月31日）

截至2018年5月31日
止九個月

（2017年9月1日
至2018年5月31日）

（參考數據）
截至2017年8月31日止年度

收益
（百萬日圓）

佔總額
百分比
（%）

收益
（百萬日圓）

佔總額
百分比
（%）

收益
（百萬日圓）

佔總額
百分比
（%）

男裝 253,754 17.2 274,730 16.1 316,601 17.0
女裝 310,109 21.0 329,221 19.3 386,075 20.7
童裝及嬰兒裝 50,374 3.4 56,940 3.3 60,497 3.2
貨品及其他項目 17,345 1.1 19,173 1.2 21,145 1.2

日本UNIQLO產品銷售額總計 631,583 42.7 680,065 39.9 784,320 42.1
特許經營店相關收入及改衣費用 21,901 1.6 24,394 1.4 26,413 1.4

日本UNIQLO業務總計 653,484 44.3 704,460 41.3 810,734 43.5
海外UNIQLO業務 561,567 38.0 716,092 42.0 708,171 38.0

UNIQLO業務總計 1,215,052 82.3 1,420,552 83.3 1,518,905 81.5
GU業務 156,678 10.6 166,685 9.8 199,139 10.7
全球品牌業務 104,233 7.1 114,781 6.7 141,003 7.6
其他業務 1,993 0.0 2,129 0.2 2,868 0.2

總計 1,477,958 100.0 1,704,149 100.0 1,861,917 100.0

（附註） 1. 特許經營店相關收入指自銷售服裝至特許經營門店的所得款項及特許權收入。改衣費用指來自刺繡印
花及修改褲長的收入。

 2. UNIQLO業務包括銷售UNIQLO品牌的休閒服飾。
 3. GU業務包括銷售GU品牌的休閒服飾。
 4. 全球品牌業務包括Theory業務（銷售Theory及PLST品牌的服飾）、COMPTOIR DES COTONNIERS業務（銷售

COMPTOIR DES COTONNIERS品牌的服飾）、PRINCESSE TAM.TAM業務（銷售PRINCESSE TAM.TAM品牌的服
飾）、及J Brand業務（銷售J BRAND品牌的服飾）。

 5. 其他業務包括房地產租賃業務。
 6. 上述金額並不包括消費稅等。

4.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其香港預託證券自2018年7月12日（星期四）下午一時正起於聯交所短暫停止買賣，以待發佈
本公告。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自2018年7月13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起恢復買賣香港預託證券。

代表董事會
迅銷有限公司
柳井正

董事長、總裁兼行政總裁

日本，2018年7月12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柳井正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半林亨先生、服部暢達先生、新宅正明先生及名和高
司先生；以及非執行董事為村山徹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