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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 

 1  僱員狀況（於 2019年 8月 31日） 

（1）本集團僱員 

僱員人數 自上一個綜合財政年度起的變動 

56,523 +3,684 

（附註）僱員人數不包括營運人員、初級僱員、兼職員工或從其他公司借調的臨時工 

 

（2）本公司僱員 

僱員人數 自上一個財政年度起的變動 平均年齡 平均服務年期 

1,389 +44 38歲零 4個月 4年零 7個月 

（附註）僱員人數不包括營運人員、初級僱員、兼職員工或從其他公司借調的臨時工。 

 

 2  主要貸款人狀況（於 2019 年 8月 31日） 

貸款人 貸款結餘 

三井住友金融集團 3,759百萬日圓 

三菱日聯金融集團 1,419百萬日圓 

瑞穗金融集團 315百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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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有關外部人員的事宜 

（1）本公司與外部人員兼任重要職位的公司之間的關係 

如股東週年大會所載業務報告  2 （1）董事及法定核數師（於 2019年 8月 31 日）所述。 

 

（2）截至 2019年 8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的主要活動 

職 位 姓 名 出席率 活  動 

董事 半林 亨 
13次董事會會議當中

的13次 

根據其曾於領導全球並熟悉紡織及服裝零售的

貿易公司出任經理的經驗，對本公司的管理決定

及決策過程提出意見及建議。 

董事 服部 暢達 
13次董事會會議當中

的13次 

根據其於跨國投資銀行累積的多年經驗以及對

併購及企業策略的深入了解，對本公司的管理及

決策提出專業建議及意見。 

董事 新宅 正明 
13次董事會會議當中

的13次 

從其曾為領導全球的資訊系統公司經理的觀

點，憑藉其對全球企業管理的豐富知識，對本公

司的管理及決策提出意見及建議。 

董事 名和 高司 
13次董事會會議當中

的12次 

其於領導全球的全球管理顧問公司累積多年經

驗，作為國際企業戰略專家，對本公司的管理及

決策提出意見及建議。 

董事 大野 直竹 
11次董事會會議當中

的11次 

在日本最大建築公司積累多年經營經驗，具備經

營相關的豐富知識和見解，在本公司的經營判斷

和決策過程中，基於專業角度提供忠告和建議。 

法定核 

數師 
安本 隆晴 

13次董事會會議當中

的13次 

13次法定核數師委員

會會議當中的13次 

根據其身為執業會計師的專業觀點及豐富經驗

進行 廣泛而深入的審核。於董事會會議上表達

重要意見，確保董事會所作決策適當及合宜。 

法定核 

數師 
金子 圭子 

13次董事會會議當中

的13次 

13次法定核數師委員

會會議當中的13次 

根據其身為專業律師的觀點及經驗進行廣泛而

深入的審核。於董事會會議上表達重要意見，確

保董事會所作決策適當及合宜。 

法定核 

數師 
樫谷 隆夫 

13次董事會會議當中

的13次 

13次法定核數師委員

會會議當中的13次 

憑藉身爲日本公認會計師的專業知識與豐富經

驗，立足於高瞻遠矚的全局視野行使核數師職

責，亦在董事會上進行必要發言，確保董事會決

策的妥當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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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獨立核數師 

（1）獨立核數師名稱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LC（德勤有限公司） 

（2）獨立核數師截至 2019年 8月 31日止財政年度的薪酬 

①本公司將支付獨立核數師的薪酬等金額 248 百萬日圓 

②本公司及合併附屬公司將支付的現金及其他經濟利益總額 312 百萬日圓 

附註 1.  本公司與獨立核數師簽訂的審核協議並無區分根據公司法進行審核的薪酬金額及根據金融工具及交易法進

行審核的薪酬金額。由於實質上無法真正區分，故上文第 2)項所述本財政年度將予支付的薪酬金額即為總

額。 

2. 本公司附屬公司中，1 家合併附屬公司由獨立核數師以外的審計事務所進行審核（包括根據相當於公司法

及金融工具及交易法 的海外國家法律及法規的規定進行審核）。 
  

（3）法定核數師委員會同意獨立核數師薪酬 

法定核數師委員會按照日本企業核數師協會(Japan Audit & Supervisory Board Members 

Association)公佈的有關獨立核數師的實用指引，查看按項目劃分的審核時數、薪酬以及過往年

度的審核計劃及實際業績,在確認該年度審核時數以及薪酬的妥當性後，同意根據公司法第 399條

第 1項規定的獨立核數師薪酬。 

（4）非審核服務 

除執業會計師法第 2 條第 1 段規定的服務外，本公司就獨立核數師提供有關會計事宜的諮詢及其

他服務而支付代價。 

（5）核數法人集團的遴選方針及理由 

審核委員基於「會計核數師評價及遴選標準制定相關的常任法定核數師實踐指引」（公益社團法

人日本核數師協會，2015 年 11 月 10 日），依據規定了品質管理體系、核數團隊獨立性、溝通機

制、集團核數機制、欺詐風險相關對策等內容的會計核數師遴選標準及評價標準進行綜合討論後，

選擇有限責任核數法人集團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擔任會計核數師。另，審核委員會在會計核數師解

任或不連任的決定方針方面，作出以下決議：在會計核數師符合公司法第 340 條第 1 項下任一小

項規定的情況下，審核委員會是否根據常任法定核數師的一致意見解任會計核數師；因發生有損

其他會計核數師資格及獨立性的事件，承認核數工作的完成存在困難的情況下，是否由審核委員

會在股東大會上提議解任或不再繼續任用會計核數師。 

（6）有限責任協議概要 

本公司根據公司法第 427 條第 1 段的條文規定，與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LC（德勤有限公

司）訂立協議，限制該法例第 423 條第 1 段所規定因損害而引致的責任。根據該協議，因損害而

須承擔的責任僅限於下列最高金額的兩倍 ：其作為獨立核數師於服務期間每個業務年度向本公司

收取或將收取作為履行職務所收取的薪酬及款項的經濟利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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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購股權（於 2019年 8月 31日） 

（1）本公司高級人員所持有作為執行職務的代價而交付的購股權 

不適用 

（2）於截至 2019 年 8月 31 日止年度向僱員交付作為執行職務的代價的購股權 

 
第九批股份認購權甲類 

（A類） 

第九批股份認購權乙類 

（B類） 

第九批股份認購權丙類 

（C類） 

董事會決議案日期 2018 年 10 月 11 日 2018 年 10 月 11 日 2018 年 10 月 11 日 

行使股份認購權的 

股份類別及數目 
普通股 ：4,057 股 普通股 ：36,275 股 普通股 ：4,733 股 

行使股份認購權時

將予支付的金額 

日圓） 

行使一份股份認購權時將予

支付的總額乃按就每股因行

使股份認購權而可授出的股

份將予支付的價格（將為 1 日

圓）乘以已授出股份數目釐定 

行使一份股份認購權時將予

支付的總額乃按就每股因行

使股份認購權而可授出的股

份將予支付的價格（將為 1 日

圓）乘以已授出股份數目釐定 

行使一份股份認購權時將予

支付的總額乃按就每股因行

使股份認購權而可授出的股

份將予支付的價格（將為 1 日

圓）乘以已授出股份數目釐定 

股份認購權行使期 
由 2021年 11 月 9 日 

至 2028年 11 月 8 日 

由 2018年 12 月 9 日 

至 2028年 11 月 8 日 
2021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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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該等股份認

購權將告失效，且不得行使。 

倘股份認購權持有人放棄認

購股份的權利，則該等股份認

購權將告失效，且不得行使。 

倘股份認購權持有人放棄認

購股份的權利，則該等股份認

購權將告失效，且不得行使。 

已向僱員發行的股

份認購權的狀況 

本公司

僱員 

股份認購權數目 

1,448 

相關股份數目 

1,448 

持有人數目 

17 

本公司 

僱員 

股份認購權數目 

9,923 

相關股份數目 

9,923 

持有人數目 

419 本公司

僱員 

股份認購權數目 

4,733 

相關股份數目 

4,733 

持有人數目 

40 附屬公

司僱員 

股份認購權數目 

2,609 

相關股份數目 

2,609 

持有人數目 

32 

附屬公

司僱員 

股份認購權數目 

26,352 

相關股份數目 

26,352 

持有人數目 

1,267 

轉讓股份認購權 
透過轉讓而收購股份認購權

須經董事會批准。 

透過轉讓而收購股份認購權

須經董事會批准。 

透過轉讓而收購股份認購權

須經董事會批准。 

有關替代付款的事

項 
－ － － 

有關就重組而發行

股份認購權的事宜 
（附註） （附註）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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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進行任何重組（包括合併（僅限於本公司於合併後不再存續的情況）、納入公司分拆或分拆後成立新公司（就兩者

而言，僅限於本公司為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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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持有尚未行使股份認購權的人士將於各適用情況下，根據日本公司法第 236 條第 1 項第 8 号

（「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獲發行股份認購權以認購因重組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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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公司分拆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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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獲發行相同數目的股份認購權。 

2. 股份認購權所涉及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類別 ： 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普通股。 

3. 股份認購權所涉及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股份數目 ： 

訂明重組條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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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的物業價值 ： 

將於行使已發行股份認購權後納入的物業價值為將下文所規定重組後的行使價乘以上文第 3 項所述股份認購權所

涉及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的最終股份數目所得的金額。因重組而產生的公司因行使每份已發行股份認購權而可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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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類及 B 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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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較晩者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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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類，自上文規定可行使股份認購權日或重組生效當日（以較晩者為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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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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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確保恰當經營業務（企業管治） 

（1）企業管治方針 

集團提倡的企業理念是「改變服裝，改變常識，改變世界」，在以「世界 No.1 的服裝資訊製造零

售業」爲目標擴大業務的同時，亦通過服裝業務開展可持續發展活動，藉此回應各位顧客、合作商、

股東等全體利益相關者的要求，力求實現快速、透明的經營機制。 

（2）建立高水平內部監控制度 

本公司致力透過建立嚴格遵守本集團政策及規則（包括本集團的管理原則、 Fast Retailing Way 

（迅銷之路）及迅銷集團操守準則）的內部監控制度，涵蓋整個迅銷集團，確保其業務營運合法、

公平及高效。 

 

A. 確保迅銷集團董事職務遵守法律及法規以及公司章程 

① 迅銷集團旗下所有成員公司的董事及行政執行官（總一簡稱董事等人）均忠實遵守本集團管理原

則、迅銷之路、迅銷操守準則以及其他公司內部規則及規例，同時推動本集團上下嚴格遵守企業

道德與規章。董事亦定期檢討本公司的規則及原則，並在必要時作出修訂以反映社會及公司業務

活動變動，確保該等規則及原則以及迅銷操守準則的運作行之有效。 

② 本公司委任負責監察法律部的行政執行官或法律部主管擔任合規人員，以設立適用於本公司及本

集團的合規框架，並解決任何有關合規的問題。 

③ 本公司委任兩名或已上外部董事加入董事會，從而提高高級管理層決策的公平性及透明度。本公

司或本集團附屬公司的法定核數師可出席其負責審核的公司的董事會會議，以及時表達意見。本

公司或本集團附屬公司的董事等人可委聘外部律師及執業會計師等，以避免違反法例的可能性及

採取預防措施。倘本公司或本集團附屬公司的董事等人發現另一名董事等人進行違法行動，彼等

須立即向法定核數師、總裁及合規人員報告有關事宜。 

 

B. 確保迅銷集團僱員職務遵守法律及法規以及公司章程 

① 本公司及本集團附屬公司的董事等人負責制定框架確保本集團所有僱員遵守管理原則、迅銷之路、

迅銷操守準則及其他公司內部規則。彼等亦須負責培訓僱員的合規意識。 

② 本公司設有監察迅銷集團內部監控制度的內部審核部以及監察合規事宜的法律部。 

③ 倘本公司或本集團附屬公司的董事等人發現違法或違規行為，彼等須立即向其他董事等人報告有

關事宜。任何嚴重違法事宜須立即向法定核數師、總裁及合規人員報告。 

④ 本公司已設立內部報告制度（熱線），以供本公司或本集團附屬公司的董事等人及僱員報告違法

行動或違規行為。 

⑤ 操守準則委員會（成員包括律師等外部專家）定期檢討維持合規情況及熱線的運作，並作出必要

改進。倘本公司或本集團附屬公司的董事等人發現熱線運作方面出現問題，彼等應向操守準則委

員會表達意見，並要求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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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迅銷集團董事執行職務所涉及的數據存儲及管理 

根據法律、公司章程以及董事會規則及本公司的文件管理及機密資料規例及指引規定，下列有關本

公司及本集團附屬公司的董事等人職務的文件均予保留，作為決策過程及執行業務過程的證明。於

法律規定的儲存期內，該等文件會妥善儲存及管理，以便索取或查閱。 

■ 股東大會會議記錄及相關文件 

■ 董事會會議記錄及相關文件 

■ 董事等人舉行的重要會議的會議記錄及相關文件 

■ 其他主要僱員舉行的會議的會議記錄及相關文件 

 

D. 迅銷集團的損失風險管理 

① 本公司定期分析有關本公司及本集團附屬公司的風險，以確認可直接或間接導致本公司或迅銷集

團蒙受財務損失、業務中斷或停止、品牌形象受損或公信力受損的風險，並管理任何有關風險。 

② 倘出現不可預見的情況，則須成立由總裁或總裁委任的董事等人領導的專案小組，以防止損失增

加及將損害減至最低。為更迅速應對問題，專案小組主管可成立由律師及執業會計師等成員組成

的外部顧問團隊。 

 

E. 確保董事有效執行職務 

① 為確保本公司及本集團附屬公司的董事等人有效執行職務，本公司每月定期舉行董事會（包括若

干外部董事）會議，並在必要時舉行特別會議。擁有自身董事會的本集團附屬公司亦須根據法律

規定舉行董事會會議。 

② 有關本公司及本集團管理政策及管理策略的重要事宜須事先於由總裁主持的每週管理層會議 

（週一會議）中討論，並經審慎商議後作出決定。 

③ 董事會所作的決策須由董事會指定的行政執行官有效妥善執行。 

  

F. 確保迅銷集團財務報告的可靠性 

本公司已設立制度，確保本公司及迅銷集團附屬公司的活動的財務報告的可靠性以及收購、持有及

出售資產的合適性，而此等活動均經緊密監察。本公司亦已成立披露委員會，確保本公司及集團附

屬公司及時且適當地披露資料。 

 

G. 確保由本公司及迅銷集團附屬公司組成的企業集團恰當經營業務 

① 為確保迅銷集團成員公司均恰當經營業務，本集團所有成員公司均須遵守管理原則、迅銷之路及

迅銷操守準則。該等原則亦構成本集團個別受委託成員公司成立時所用的規則及規例的基礎。在

尊重聯屬公司自主權的同時，本公司亦會釐定聯屬公司的業務管理規則及要求聯屬公司將重要事

項轉介本公司以作諮詢或最終決定，藉此管理聯屬公司。本公司亦會在必要時監察聯屬公司。倘

本集團附屬公司的董事等人發現任何違法行為或嚴重違規行為，則須向法定核數師、總裁及合規

人員報告有關事宜。 

② 倘本集團附屬公司的董事等人認為本公司管理原則或指引觸犯法律、違反特定國家的企業道德或

產生合規問題，彼等須向內部審核部或法律部報告。有關部門須隨即向法定核數師委員會、總裁

及合規人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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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法定核數師所要求的僱員助理，確保助理獨立性及法定核數師對評估助理所發出指令之效用 

① 當接獲法定核數師委員會的要求，本公司須制定規則釐定哪些僱員可協助法定核數師履行職責，

並委派合適的內部人員協助法定核數師，或委聘外部律師或執業會計師。為確保助理獨立於董事

等人，法定核數師會評估助理的表現，而法定核數師委員會將批准董事會就委派、解僱、調動及

薪金等事宜作出的決定。 

② 助理須直接向法定核數師報告，且不得兼任涉及執行本公司業務的職位。 

  

I. 董事及僱員向法定核數師報告及其他報告 

① 本公司及本集團附屬公司的董事等人及僱員須向法定核數師報告任何或會影響本公司運作或企

業表現的重大事宜。儘管該等規則有所規定，惟法定核數師可於必要時要求本公司董事等人或僱

員或本集團附屬公司董事、僱員及法定核數師作出報告。 

② 本公司及本集團附屬公司須遵守本集團管理原則、迅銷之路及迅銷操守準則，和維持向法定核數

師報告違法或違規事宜的框架。倘法定核數師認為該框架出現問題，彼等可通知董事等人及董事

會，並要求作出改善。 

③ 本公司向整個迅銷集團的董事等人及僱員表示，禁止使用向法定核數師提交的報告而令提交者不

利。所提交的報告受嚴格資料管理制度保護。 

④ 法定核數師透過定期會議及資訊交流，與獨立核數師、內部審核部以及本集團成員公司的法定核

數師密切溝通。 

 

J. 向法定核數師預付或補償開支的政策 

如法定核數師申請要求預付或補償於其履行職務過程中產生的開支，本公司須隨即支付發票或償付

債項，惟證明所要求的開支或債項並非履行法定核數師職務所必需者則作別論。 

 

K. 其他事項確保法定核數師有效進行審核 

① 法定核數師會出席董事會會議及其他重要會議，以監察重大議題的報告及討論。彼等可於必要時

發表意見。 

② 總裁定期與法定核數師會面，以就迫切議題進行諮詢、確保適當審核環境，以及就審核過程中發

現的重大問題交換意見。 

 

L. 消除反社會勢力 

本公司透過於迅銷操守準則中納入以下內容，並知會全體行政人員及僱員其堅定立場，致力消除反

社會勢力。 

① 本公司對反社會勢力採取堅定反對的立場，並拒絕牽涉任何反社會勢力。本公司禁止支付金錢解

決反社會勢力不合理的索賠。 

② 本公司禁止就本公司或個人的利益而利用反社會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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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迅銷現時所用的基本政策 

作為管理及經營業務的主要決策機構，董事會至少每月會面一次，以討論及決定重要議題。此外， 董

事會授權進行的管理策略或業務計劃可於由總裁主持的每週管理會議（週一會議）上即時修改。五

名外部董事及三名外部法定核數師於董事會會議上適時發表坦誠意見，並審慎監督公司管理及業

務。 

本公司已成立多個委員會，其成員包括外部董事及法定核數師，與董事會的職能相輔相成。該等委

員會定期會面，並鼓勵公開討論及果斷決策。 

 

下圖為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制度。 

 

 

委員會的職責及工作如下。 

 

■人力資源委員會 

人力資源委員會由外部董事擔任主席，討論本集團的重大組織變動及調整人力資源制度，並向董

事會提出意見及建議。2019年度共計召開 4次。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討論及決定迅銷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整體政策的方向，當中涵蓋由編製及刊發可

持續發展年度報告至推動環保、社會責任、合規及多元化發展等事宜。由可持續發展部門的主管

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外部專家、法定核數師及本集團高級人員。2019年度共計召開 4次。 

 

■披露委員會 

披露委員會由負責向東京證券交易所（東交所）披露資料的公司行政人員領導，委員會負責透過

「提供及時、準確、公正及易於理解的資料披露」，提高管理透明度。委員會負責決定就可能 對

投資者及股東的投資決定構成重大影響的事宜向東交所及香港聯交所作出及時的自願性披露。

2019年度共計召開 1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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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技術投資委員會 

此委員會就資訊技術進行辯論及提供意見，從而最有效地達致檢視我們資訊系統及業務運作改變

的目標，即商議各個別投資的效力，並檢視外部專業機構所提交的資訊技術投資預算是否合理及

合適。主席由董事長擔任，委員及觀察員由公司外部的有識之士或公司的外部董事、執行董事等

擔任。2019 年度召開會議共計 10次。 

 

■操守準則委員會 

操守準則委員會考慮如何最好地解決任何違反迅銷操守準則（操守準則）的行為及何時對此作出

改善。委員會就教授行政人員及僱員有關操守守則的規定及就機密熱線的運作提供指引。主席由

法務部門負責人擔任，委員由法定核數師（包括外部法定核數師）、執行董事等擔任。2019 年度

召開會議共計 11次。 

 

■商業道德委員會 

此委員會確保本集團不會利用其優越地位向合作工廠及供應商等業務對手施加不當壓力。委員會

根據外部現場視察及合作公司調查，向有關部門提出意見及建議。主席由可持續發展部門負責人

擔任，委員由法定核數師（包括外部法定核數師）、執行董事等擔任。2019年度召開會議共計 12

次。 

 

■風险管理委員會 

為定期調查業務活動中的潛在風險，找出重要風險，強化相關管理體制，分析評估對業務的影響

程度和發生頻度等，對於高風險活動討論解決方案，在風險發生前加以牽制。委員會由集團 CFO

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外部董事、行政人員等。2019年度召開會議共計 9次。 

 

■提名薪酬諮詢委員會 

  作爲相應機構，針對董事及常任法定核數師候選人的入選條件和提名方針、董事報酬的決策方針、

行政總裁（CEO）的入選條件、繼任計劃等迅銷集團的企業管治重要事項展開討論，並向董事會提

供建議。委員會主 席由董事會指定董事擔任，半數以上的委員爲獨立外部董事和外聘核數師。2019

年度召開會議共計 1次。 

 

■人權委員會 

由公司外部的有識之士擔任主席，負責對人權盡職調查的執行進行審議和提供意見。以依據 2018 

年制定的迅銷集團人權政策履行尊重人權責任、正當開展業務爲目的，負責爲業務執行部門提供

諮詢意見、開展教育啓發活動等。此外亦擔負建議及監督責任，並在發生侵犯人權事件時展開調

查，採取補救措施。2019年度召開會議共計 8次。 

 

各委員會的董事、法定核數師構成請參照股東大會通告第 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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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截至 2019年 8月 31日止年度） 

（百萬日圓） 

 股 本 資本盈餘 保留溢利 
庫存股份 
 按成本 

其他權益組成部分 

按公平價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 
匯兌儲備 

於2018年9月1日 10,273 18,275 815,146 (15,429) 37 15,429 

年內變動淨值       

年內溢利 － － 162,578 － － － 

其他全面收益 － － － － (734) (29,359) 

全面收益總額 － － 162,578 － (734) (29,359)  

收購庫存股份 － － － (2) － － 

出售庫存股份 － 1,558 － 159 － － 

股息 － － (48,976) － － －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769 － － － － 

非控股權益的資本注資 － － － － － － 

對控股子公司的持股變更 － － － － － － 

轉移為非金融資產 － － － － － － 

與擁有人進行的交易總額 － 2,328 (48,976) 157 － － 

年內變動淨值總額 － 2,328 113,602 157 (734) (29,359)  

於2019年8月31日 10,273 20,603 928,748 (15,271) (697) (13,929)  
 

 

其他權益組成部分 
母公司擁

有人應佔

權益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現金流量 

對沖儲備 

所佔採用 

權益法公司之

其他全面收益 

總 計 

於2018年9月1日 19,202 － 34,669 862,936 39,841 902,777 

年內變動淨值       

年內溢利 － － － 162,578 15,467 178,046 

其他全面收益 8,427 (11) (21,678) (21,678) (1,318) (22,997) 

全面收益總額 8,427 (11) (21,678) 140,900 14,148 155,049 

收購庫存股份 － － － (2) － (2) 

出售庫存股份 － － － 1,718 － 1,718 

股息 － － － (48,976) (9,218) (58,195) 

以股份為基礎的 － － － 769 － 769 

非控股權益的資本注資 － － － － 239 239 

對控股子公司的持股變更 － － － － 353 353 

轉移為非金融資產 (18,723) － (18,723) (18,723) (451) (19,175) 

與擁有人進行的交易總額 (18,723) － (18,723) (65,215) (9,076) (74,292) 

年內變動淨值總額 (10,296) (11) (40,402) 75,685 5,071 80,757 

於2019年8月31日 8,906 (11) (5,732) 938,621 44,913 983,534 

（附註）金額向下調整至最接近百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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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綜合財務報表編製相關的重要事項 

（1）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公司會計條例第 120 條第 1 段，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根據

上述該段落後半部分的規定，此等綜合財務報表省略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須予披露的若干項目。 

 

（2）綜合範圍的相關事項合併附屬公司狀況 

合併附屬公司數目 

133 家 

主要合併附屬公司名稱 

UNIQLO CO., LTD. 迅銷（中國）商貿有限公司* 

優衣庫商貿有限公司* 迅銷（上海）商業有限公司* 

FRL Korea Co., Ltd. FAST RETAILING (SINGAPORE) PTE. LTD. 

UNIQLO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PT. FAST RETAILING INDONESIA 

UNIQLO AUSTRALIA PTY LTD. Fast Retailing USA, Inc. 

UNIQLO EUROPE LTD UNIQLO INDIA PRIVATE LIMITED 

UNIQLO VIETNAM Co., Ltd G.U. CO., LTD. 

極優（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FAST RETAILING FRANCE S.A.S. 

Theory LLC PLST CO., LTD. 

COMPTOIR DES COTONNIERS S.A.S. PRINCESSE TAM TAM S.A.S. 

J Brand, Inc. 其他合併附屬公司（112家公司） 

* 英文版本內所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的英文名稱均為譯名，僅供識別。 

 

（3）於聯營公司的投資事項 

按權益法入賬的聯營公司狀況 

按權益法入賬的聯營公司數目     

4 家 

 

（4）合併附屬公司 

迅銷（中國）商貿有限公司、優衣庫商貿有限公司、迅銷（上海）商業有限公司、極優（上海）商

貿有限公司其他 10家的報告日期均為 12月 31 日、3月 31 日或 6月 30日。此等附屬公司的管理賬

目供本集團作綜合入賬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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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會計處理準則 

A. 金融資產的估值基準及方法 

(1) 金融資產 

① 初步確認及計量 

集團會將金融資產歸爲按透過淨損益或其他全面收益體現的公平價值計量的 金融資產，或是按

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而類結果將於初步確認當時予以確定。 

  集團將於成爲金融資產相關合約當事人的交易當日進行初步確認。 

  所有金融資產，除去歸爲透過淨損益計量公平價值的情況外，均按在公平價值的基礎上計入直接

交易成本後的金額計量。 

  同時滿足以下條件的金融資產，歸爲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因屬於旨在持有相關資產以收回合約約定現金流量的商業模式而持有的資產。 

・根據金融資產的合約條件，僅因支付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的利息在特定日期產生的現金流量。 

  不屬於按攤銷成本計量金融資產的金融資產，歸爲按公平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按公平價值計量的資本性金融商品，除去須按透過淨損益體現的公平價值計量、以買賣爲目的

持有的資本性金融商品外，分別指定按透過淨損益體現的公平價值計量或按透過其他全面收益

體現的公平價值計量，並且持續沿用初步確認結果。 

 
 

② 初步確認後的計量方法 

金融資產經初步確認的計量，將根據其歸類結果依照下列方式進行計量。 

（a）根據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根據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將按基於實際利率法得出的攤銷成本計量。 

（b）計量公平價值的金融資產 

    根據公平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其公平價值的變動金額將記爲淨損益。 

   但是，資本性金融商品中按透過其他全面收益體現的公平價值計量的種類，其公平價值的變

動金額則將記爲其他全面收益，不再按此認定或公平價值顯著下降的情況下，轉而計入溢利

盈餘。另外，上述金融資產產生的股息，將作爲一項財務收益記爲淨損益。 

 
 

③ 金融資產減值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其相關預期信用損失將記爲壞賬撥備。 

於每次報告日評估各項金融資產的相關信用風險自初步確認後是否出現顯著上升，若信用風險相

比初步確認時顯著上升，則將整個統計期間的預期信用損失記爲壞賬撥備，若未顯著上升，則將

12個月的預期信用損失記爲壞賬撥備。 

評估當時若遲於合約約定的支付期限，原則上按信用風險顯著上升處理，但在實際評估時，將考

慮到其他可合理利用並可核實的資訊。 

然而，不包含重大金融要素的應收賬款，通常仍將按整個統計期間的預期信用損失等值金額記爲

壞賬撥備。 

發行人或債務人若陷入嚴重財務困境，或者發生法律上或名義上的破產事實，則判斷爲發生債務

違約。判斷爲債務違約時，將按信用減值金融資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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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上述規定，若合理判斷爲喪失合法申索權等無法收回全部或部分金融資產的情況，則直接攤銷

該部分金融資產的賬面價值。 

 

④ 終止確認金融資產 

本集團僅於金融資產所產生的現金流量合約權利到期時，或本集團已轉讓絕大部分擁有權的風險及

回報時， 方會終止確認金融資產。倘本集團維持對已轉讓金融資產的控制權，其在持續參與的情況

下確認該等資產及 相關負債。 

 

(2)非衍生金融負債 

① 初期認定與計量 

集團對企業債券及貸款等於其生效日當時進行初期認定，對其他金融負債於交易日當時進行初期認

定。一項金融負債將被歸爲按透過損益體現的公平價值計量的金融負債，或是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

融負債，歸類結果將於初期認定當時予以確定。所有金融負債均按公平價值進行初期計量，但按攤

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將按扣除直接從屬交易成本後的金額計量。 

 

② 事後計量 

金融負債經初期認定後的計量方面，按透過損益體現的公平價值計量的金融負債，包含以買賣爲目

的持有的金融負債和初期認定時指定按透過損益體現的公正價值計量的金融負債在內，初期認定後

將按公平價值計量，其變動金額將記爲年內損益。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初期認定後將按基

於有效利率法得出的攤銷成本計量。不再基於有效利率法攤銷或不再按此認定時的利得及損失，將

作爲一項財務費用記爲年內損益。 

 

③ 終止確認金融負債  

集團於金融負債消失時（即合約指明的責任獲解除、取消或到期時）終止確認金融負債。 

 

B. 衍生工具的估值基準及方法 

本集團使用如遠期外匯合約等的衍生金融工具對沖其外幣風險。該等衍生金融工具根據衍生合約訂

立當日的公平值初步確認，並隨後按公平值重新計量。 

 

C. 存貨 

存貨乃按成本及可變現淨值的較低者計值 ；釐定成本時主要使用加權平均法。可變現淨值乃以一般

業務過程的估計售價減任何出售貨品所產生的估計成本計算。 

 

D. 主要可折舊資產的折舊方法 

① 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資產除外） 

物業、廠房及設備乃按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及任何累計減值虧損計量。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

包括其購買價、任何使資產達致其運作狀況及地點作擬定用途的直接應佔成本、拆遷及移除項目以

及恢復該項目所在地點的初步估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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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在建工程以外的資產主要以直線法於下述估計可使用年期內折舊 ： 

樓宇及建築物       3至 30年 

傢俬、設備及汽車   5年 

可使用年期、剩餘價值及折舊法於各報告日期審閱，任何估計變動的影響按前瞻性基準入賬。 

 

② 無形資產（租賃資產除外） 

無形資產乃按成本計量，並自歷史成本扣除任何累計攤銷及累計減值虧損以得出所述賬面值。個別收

購的無形資產於初步確認時按成本計量，而於業務合併中收購的無形資產成本則於收購日期按公平值

計量。 

就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而言，所有開支金額於產生期內入賬列為開支，惟符合資本化規定的開發開支

則除外。 

具有有限可使用年期的無形資產乃按其各自的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攤銷，而其將於有跡象顯示可

能出現減值時進行減值測試。具有有限可使用年期的無形資產的估計可使用年期及攤銷方法於各報告

期末審閱，而任何變動則預先應用為會計估計變動。 

具有有限可使用年期的主要無形資產的估計可使用年期如下 ： 

內部使用軟件 內部可使用時限（3至 5年） 

具有無限可使用年期的無形資產及尚未可供使用的無形資產不會攤銷。該等無形資產於每年或有跡象

顯示可能出現減值時個別或於創現金單位層面進行減值測試。 

 

③ 租賃 

倘租賃協議實質上為承租人帶來資產擁有權的風險及回報，有關租賃則分類為融資租賃。融資租賃

以外的租賃乃分類為經營租賃。 

融資租賃乃按租賃開始時租賃物業的公平值或（倘較低）最低租賃付款的現值撥充資本。租賃付款

於融資費用及租賃負債扣減額之間分攤，以令負債餘額達致穩定利率。融資費用於損益表的融資成

本中確認。租賃資產於資產估計可使用年期及租賃期中較短者按直線法予以折舊。 

作為承租人的經營租賃付款於租賃期內按直線法於損益表內確認為經營開支。 

作為出租人的經營租賃收入於租賃期內按直線法於損益表內確認為經營收益。 

 

E. 撥備 

當本集團因過往事件須承擔現有法律或推定責任而可能導致包含經濟利益的資源流出以履行責任，

並在能可靠地估計責任金額的情況下，方會確認撥備。經計及有關責任於各報告日期所附帶的風險

及不明朗因素後，撥備獲確認為履行現有責任（未來現金流量）所需開支的最佳估計。 

倘貨幣時間價值屬重大，則撥備乃以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以反映（如適用）貨幣時間價值及該負債的

特定風險的稅前利率貼現至現值計量。使用貼現時，因時間流逝而導致的增長乃確認為融資成本。 

各項撥備載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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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報廢責任 

根據有關辦事處（如公司總部及門店）的房地產租賃協議恢復物業至其原有狀況的責任乃估計及入

賬列為撥備。預期可使用年期乃估計為自收購起至可使用年期結束止，並一般以 0.00%至 1.00%作為

貼現率計算。 

 

F. 商譽 

商譽按賬面值列賬，即扣除累計減值虧損後的收購成本。商譽指本集團所收購權益的歷史成本超出

可識別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的公平值淨額的金額。 

商譽不會攤銷，但會根據業務所在地區及所從事的業務種類分配至可識別創現金單位，並於每年或

有跡象顯示可能出現減值時進行減值測試。 

商譽的減值虧損於綜合損益表內確認，其後不可於未來期間撥回。 

 

G. 收益確認準則 

本集團在應用 IFRS 第 15號後，將依照下述的五個步驟確認收益。 

第一步：識別與客戶之合約  

第二步：識別合約內履約責任  

第三步：釐定交易價格  

第四步：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合約內之履約責任  

第五步：於本集團完成履約責任時確認收益 

本集團從事全球性的服裝產品銷售業務，對於此類服裝產品銷售，通常在交付服裝當時便由客戶取

得對該 服裝產品的控制權，本集團完成履約責任，因此基本會在該服裝產品交付當時便確認收益。

此外，收益將按從 與客戶合約約定對價中扣除折扣、回扣、退貨等項目後所得到的金額計算。 

 

H. 外幣 

① 交易及結餘 

外幣交易初步由本集團實體於交易首次合資格確認當日按其各自的功能貨幣即期匯率入賬。以外幣

計值的貨幣資產及負債於各報告日期按功能貨幣即期匯率換算。結算或換算貨幣項目產生的差額於

損益中確認。按外幣歷史成本計量的非貨幣項目使用首次交易日期的匯率換算。 

按外幣公平值計量的非貨幣項目使用釐定公平值當日的匯率換算。換算以公平值計量的非貨幣項目

所產生的收益或虧損的確認處理方法與有關項目公平值變動的收益或虧損一致（即公平 值收益或虧

損在其他全面收益或損益中確認的項目的換算差額亦分別在其他全面收益或損益中確認）。 

 

② 海外業務 

於綜合入賬時，海外業務的資產及負債乃按各報告日期的當前匯率換算為日圓，而其收益表則按期

內平均匯率換算。因綜合入賬換算而產生的匯兌差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於出售海外業務時，其

他全面收益中有關該指定海外業務的部分於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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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主要對沖會計法 

本集團使用如遠期外匯合約等的衍生金融工具對沖其外幣風險。該等衍生金融工具根據衍生合約訂

立當日的公平值初步確認，並隨後按公平值重新計量。 

衍生工具公平值變動所產生的任何收益或虧損乃直接計入損益，惟現金流量對沖的有效部分在其他

全面收益確認，其後於對沖項目影響損益時重新分類至損益。 

於對沖關係開始時，本集團會正式指定及記錄本集團擬應用對沖會計處理的對沖關係以及進行對沖

的風險管理目標及策略。所作記錄包括識別指定對沖工具、對沖項目或交易、所對沖風險的性質，

以及實體將如何評估對沖工具抵銷對沖項目因所對沖風險而引致的公平值或現金流量變動風險的成

效。本集團預期有關對沖將極為有效地抵銷公平值或現金流量變動，並將持續作出評估以釐定該等

對沖於其被指定的整個財務報告期間內是否極具效益。 

 

本集團已指定遠期外匯合約為現金流量對沖，並按以下方式入賬 ： 

 

 現金流量對沖 

對沖工具相關的利得或損失中，有效部分將在綜合全面收益報表中記爲其他全面收益，無效部分將

直接在綜合損益報表中記爲淨損益。 

記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對沖工具相關金額，則在對沖目標交易對淨損益產生影響當時轉記爲淨損益。

對沖目標交易預計將會發生非金融資產或非金融負債的認定時，記爲其他全面收益的金額將按非金

融資產或非金融負債的經修正初期賬面價值處理。 

倘預期交易或確定承擔預計不再發生，則過往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於權益確認的累計損益金額會重新

分類為 損益。倘對沖工具到期、售出、終止或獲行使，而並無更換或延期，或倘其對沖指定遭撤銷，

則過往透過其他 全面收益於權益確認的金額仍入賬列為權益，直至預期交易發生或達成確定承擔為

止。 

 

J. 消費稅的會計處理 

須繳納消費稅的交易乃按經扣除消費稅的金額入賬。 

 
 

K. 應用綜合稅制 

本公司及其全資日本國內附屬公司應用綜合稅制。 

  

(6) 會計政策的變動 

IFRS 第 9號《金融工具》的應用 

① 金融工具的分類與測定 

本集團歷來歸類為「可出售金融資產」的資本性金融工具現將被歸類為「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 金融資產」。在季度綜合權益變動表中，從本綜合財政年度期初起，將「可出售金融資產」

重新歸類為「按公 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本集團依據過渡性措施規定，將不會

在上一綜合財政年度的各項綜 合財務報表中追溯應用IFRS第9號 

IFRS第9號的應用對本集團本財政年度合業績不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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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  

按攤銷成本計算的金融資產的減值記錄，變更為採用該金融資產相關預期信貸虧損對應的壞賬撥備

的記錄方法。 

 

 ③ 對沖會計  

本集團應用 IFRS 第 9 號的對沖會計規定後，依照 IAS 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規定達到

對沖會計資格 要求的對沖關係中，若在遵從 IFRS 第 9 號規定後依然達到對沖會計資格要求，將繼

續按對沖關係處理。 

IFRS 第 9號的應用對本集團年度綜合業績不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IFRS 第 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的應用 

本集團在應用 IFRS 第 15號後，將依照下述的五個步驟確認收益。 

第一步：識別與客戶之合約 

第二步：識別合約內履約責任 

第三步：釐定交易價格 

第四步：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合約內之履約責任 

第五步：於本集團完成履約責任時確認收益 

本集團從事全球性的服裝產品銷售業務，對於此類服裝產品銷售，通常在交付服裝當時便由客戶取

得對該 服裝產品的控制權，本集團完成履約責任，因此基本會在該服裝產品交付當時便確認收益。

此外，收益將按從 與客戶合約約定對價中扣除折扣、回扣、退貨等項目後所得到的金額計算。 

IFRS 第 15號的應用對本集團年度綜合業績不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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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綜合財務狀況表附註 

（1）物業、廠房及設備累計折舊 

231,092百萬日圓 

累計減值虧損已計入累計折舊。 

 

（2）直接自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中扣除的呆賬撥備 

871 百萬日圓 

 

（3）或然負債 

應付金融機構貸款的擔保 

294 百萬日圓 

 
 3  綜合權益變動表附註 

（1）發行在外股份類別及數目 

股份類別 於本綜合財政年度末的股份數目（股） 

普通股 106,073,656 

 

（2）股份認購權 

於綜合財政年度末股份認購權所涉及的相關股份類別及數目（不包括未到行使期首日的股份認購權） 

普通股    143,233 股 

 

（3）股息 

A. 已付股息 

① 於 2018年 11月 2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批准的股息 ：  

股息總額     24,484,748 千日圓 

每股股息     240 日圓 

記錄日期     2018年 8月 31日 

生效日期     2018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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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於 2019年 4 月 11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批准的股息 ：  

股息總額     24,492,222 千日圓 

每股股息     240 日圓 

記錄日期     2019年 2月 28日 

生效日期     2019年 5月 13日 

 

B. 屬於截至 2019年 8月 31日止年度而於下一年度生效的股息的宣派日期。 

董事會會日期 2019年 11月 5日 

股息總額     24,494,816 千日圓 

每股股息     240 日圓 

記錄日期     2019年 8月 31日 

生效日期     2019年 11月 8日 

 

 4  金融工具附註 

（1）有關管理金融工具的事宜 

A. 財務風險管理 

有關現金管理方面，本集團尋求透過本集團的現金管理服務，確保集團資金有效利用。本集團向金

融機構取得信貸融資。任何暫時性盈餘資金主要用作投資於信貸風險最低的固定利率計息工具。本

集團訂立遠期外匯合約以對沖因外幣匯率波動產生的風險，且並無進行任何衍生工具投機買賣。 

 

B. 市場風險管理 

① 外幣風險 

本集團於全球進行業務，因此須面對有關採購及銷售交易以及以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的當地貨

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融資的外幣風險。 

就以外幣計值的經營責任而言，本集團原則上使用遠期外匯合約及其他每半年以面值釐定的外幣風

險工具對沖風險。 

 

② 利率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計息借款主要為浮動利率貸款，但本集團將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維持高於其計息借款結餘。

目前，支付利息對本集團的影響甚微。因此，本集團目前的利率風險水平偏低。 

 

③ 權益工具的價格風險管理 

本集團承受權益金融工具的價格波動風險。本集團並無持有作短期買賣的權益金融工具。本集團對

其持有的權益金融工具的市值以及發行人的財政狀況進行例行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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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信貸風險管理 

當本集團開始進行可持續產生應收款項的持續交易，財務部會制定信貸限額及在有需要時制定信貸

期，以管理本集團風險。應收賬款包括涵蓋廣泛行業及地區的眾多客戶。本集團對與其有業務來往

的公司進行定期信貸檢查，並於必要時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如要求抵押品等。本集團並無於任何

單一公司或企業集團承擔過度集中的信貸風險。就按金及保證金而言，本集團對與其有業務來往的

公司進行定期監察，及早發現該等公司任何財務狀況惡化的 情況，以盡量減低風險。 

 

D. 流動性風險管理 

本集團適時制定及修訂其資金計劃，同時維持適當水平的手頭流動資金，以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

流動性風險的最終責任由董事會委任的首席財務官承擔。首席財務官領導的財務部透過維持適當水

平的盈餘資金及銀行貸款，同時監控預算及現金流量，以進行日常流動性風險管理。 

 

（2）有關金融工具公平值的事宜 

金融工具於 2019年 8月 31日的賬面值及公平值載列如下。由於經常性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的

公平值與各自的賬面值相同，故該等金融工具並不列入此表。 

 

金融資產 賬面值 公平值 

租賃及保證按金 62,398 百萬日圓 63,982百萬日圓 

總計 62,398 百萬日圓 63,982百萬日圓 

 

金融負債 賬面值 公平值 

長期借款（附註） 4,258百萬日圓 4,258百萬日圓 

公司債券 469,183 百萬日圓 478,638百萬日圓 

租賃責任（附註） 38,726 百萬日圓 38,595百萬日圓 

總計 512,168 百萬日圓 521,492百萬日圓 

 （附註）上述金額包括 1 年內到期的借款結餘。 

 

依據攤銷成本計算的短期金融資產、短期金融負債和長期金融資產，其公平價值接近賬面價值。租

賃及保證按金的公平價值乃,未來現金流量以公開的市場利率貼現至現值計量。 

公司債券的公平價值乃參照公開的市場價格計算得出。 

長期借款及租賃債務的公平價值方面，對於每一種按照期間進行分類的債務，依據將距離債務期滿

時間和信用風險納入考量的利率進行貼現後的當前價值進行計算。 

租賃及保證按金，公司債券，長期借款和租賃責任的公平值計量等級為第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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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每股資料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權益 9,196.61日圓 

年內每股基本盈利 1,593.20日圓 

年內每股攤薄盈利 1,590.55日圓 

 

 6  重大報告期後事項附註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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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淨值變動表（截至 2019 年 8月 31日止年度） 

 

（百萬日圓） 

 

股東權益 

股 本 

資本盈餘 保留溢利 

資本 

儲備 

其他資本

盈餘 

資本盈餘

總額 

法定 

儲備 

其他保留溢利 

保留溢利 

總額 
特別儲備 

基金 

結轉保留 

溢利 

於 2018年 9月 1 日 10,273 4,578 4,816 9,395 818 185,100 268,286 454,204 

年內變動         

股息 － － － － － － (48,976) (48,976) 

收入淨額 － － － － － － 106,113 106,113 

收購庫存股份 － － － － － － － － 

出售庫存股份 － － 1,519 1,519 － － － － 

除股東權益 

外項目變動淨值 
－ － － － － － － － 

年內變動淨值 － － 1,519 1,519 － － 57,136 57,136 

於 2019年 8月 31 日 10,273 4,578 6,335 10,914 818 185,100 325,423 511,341 

 

 

股東權益 估值及換算調整 

股份認 

購權 

資產淨值總

額 庫存股份 股東權益總額 

可供出售證券

的未變現收益

／（虧損） 

估值及換算 

調整總額 

於 2018年 9月 1 日 (15,429) 458,445 (427) (427) 5,211 463,229 

年內變動       

股息 － (48,976) － － － (48,976) 

收入淨額 － 106,113 － － － 106,113 

收購庫存股份 (2) (2) － － － (2) 

出售庫存股份 159 1,679 － － － 1,679 

除股東權益 

外項目變動淨值 
－ － (1,106) (1,106) 769 (336) 

年內變動淨值 157 58,813 (1,106) (1,106) 769 58,476 

於 2019年 8月 31 日 (15,429) 517,258 (1,533) (1,533) 5,981 521,706 

（附註）金額向下調整至最接近百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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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1）證券的估值方法 

A. 於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投資 

按平均法釐定成本 

B. 其他證券 

上市證券   ： 按於結算日（8 月 31 日）所報市值而釐定的公平值法，呈報為「可供出售證券

未變現收益／（虧損）」（資產淨值的獨立組成部分）。所出售證券的成本根

據移動平均成本法釐定。 

非上市證券 ： 按平均法釐定成本 

 

（2）非流動資產的折舊方法 

A. 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資產除外）  

物業、廠房及設備按直線法折舊。 

估計可使用年期的主要範圍如下 ：  

樓宇及建築物 5 至 10年 

工具、傢俬及設備 5 年 

B. 無形資產（租賃資產除外） 

無形資產（租賃資產除外）按直線法攤銷。供內部使用的軟件按 5 年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

攤銷。 

C. 租賃資產 

融資租賃交易與所有權轉移無關的租賃資產 

租賃資產使用直線法於租賃期內按零剩餘價值攤銷。 

 

（3）遞延資產 

發行公司債券相關之開支乃於產生時支銷。 

 

（4）主要儲備及撥備的確認及計量 

呆賬撥備 

就潛在壞賬的撥備而言，一般應收賬款須記錄貸款虧損比率。特定應收呆賬須個別審閱以釐定其可

收回性，並記錄估計不可收回部分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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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撥備 

應付僱員獎金於結算日作出累計計算入賬。 

 

財務擔保撥備 

爲應對爲關聯公司提供財務擔保所致損失，將會考量被擔保人的財務狀況等因素，計入估算損失額。 

 

關聯企業業務減值撥備 

用作爲關聯企業業務相關減值的撥備金，經對關聯企業的財務狀況等因素考量後，記爲減值虧損預

期並披露。 

（5）消費稅的會計處理 

須繳納消費稅的交易按不包括消費稅的金額入賬。 

 

（6）應用綜合稅制 

應用綜合稅制。 

  

 2  表示方法的變更 
 於本業務年度初採用「『稅務影響帳目相關會計準則』部分修訂版」（企業會計準則第28號2018年

2月16日。以下簡稱「稅務影響會計準則部分修訂版」）後，遞延稅項資產將改爲記入投資及其他資

產，遞延稅項負債將改爲記入固定負債。 

 

  

 3  資產負債表附註 

（1）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累計折舊    9,880百萬日圓 

累計減值虧損已計入累計折舊。 

 

（2）應付及應收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款項 

① 短期應收款項 48,201 百萬日圓 

② 短期應付款項 35,580 百萬日圓 

③ 長期應付款項 1,424百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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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或然負債 

① 辦事處及零售門店租賃的擔保 50,452 百萬日圓 

② 應付金融機構貸款的擔保 10,472 百萬日圓 

 

 4  收益表附註 

與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進行的交易額 

經營交易  

經營收益 182,780 百萬日圓 

經營開支 1,462百萬日圓 

非經營交易 44百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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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資產淨值變動表附註 

於 2019 年 8月 31日庫存股份的股份類別及數目 

股份類別 於2019年8月31日的股份數目 

普通股 4,011,921股 

 

 6  遞延稅項附註 

產生遞延稅項資產及遞延稅項負債的主要細目分類 

遞延稅項資產 ： 

獎金撥備 812百萬日圓 

折舊 586百萬日圓 

於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股份撇減 50,736 百萬日圓 

減值虧損 482百萬日圓 

計提呆賬撥備 321百萬日圓 

可供出售證券的未變現收益 ╱（虧損） 765百萬日圓 

未動用結轉稅項虧損 3,638百萬日圓 

軟件 2,022百萬日圓 

其他 4,905百萬日圓 

遞延稅項資產小計 64,271 百萬日圓 

稅項虧損結轉相關評價撥備金額 (3,638)百萬日圓 

未來可抵扣暫時性差異等合計總額的相關評價撥備金額 (54,524)百萬日圓 

估值撥備小計  (58,163)百萬日圓 

遞延稅項資產總值 6,107百萬日圓 

 

遞延稅項負債 ： 

附屬公司股份的暫時差額 1,893百萬日圓 

應收營業稅 830百萬日圓 

遞延稅項負債總額 2,723百萬日圓 

遞延稅項資產淨值 3,384百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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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關聯方交易附註 

（1）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類別 公司名稱 地點 
股本 

或投資 

業務 

詳情 

股份 

百分比 

與關聯方的 

關係 
交易內容 交易額 賬目 

於2019年 

8月31日的

結餘 

   （百萬日圓)  (%)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附屬 

公司 

UNIQLO 

CO., LTD. 

山口縣 

山口市 
1,000 

服裝 

相關 

業務 

100.0 

商標使用 

協議關係兼

任董事 

收取 

管理費等
（附註 1）

 

 

25,133 貿易應收賬款 11,424 

附屬 

公司 

Fast 

Retailing 

USA,Inc. 

美國 

紐約 
100,446 

服裝 

相關 

業務 

100.0 
服務供應關

係兼任董事 

資金收取
（附註 2）

 695 

應收附屬公司

及聯屬公司的

短期貸款 

87,018 

收取利息
（附註 2）

 2,662   

貸款擔保
（附註 3）

 44,954   

附屬 

公司 

FAST 

RETAILNG 

FRANCE 

S.A.S. 

法國 

巴黎 
12,552 

服裝 

相關 

業務 

100.0 
服務供應關

係兼任董事 

資金貸款
（附註 2）

 27,587 

應收附屬公司

及聯屬公司的

短期貸款 

5,479 

增資（附註４） 19,496 

應收附屬公司

及聯屬公司的

長期貸款 

3,678 

附屬 

公司 

UNIQLO 

EUROPE 

LTD 

英國 

倫敦 
10,965 

服裝 

相關 

業務 

100.0 
服務供應關

係兼任董事 

資金貸款
附註 2）

 14,833 

應收附屬公司

及聯屬公司的

短期貸款 

6,500 

  

應收附屬公司

及聯屬公司的

長期貸款 

7,815 

附屬 

公司 

G.U. CO., 

LTD. 

山口縣 

山口市 
10 

服裝 

相關 

業務 

100.0 
服務供應關

係兼任董事 

透過按金合約

託管資金
（附註 2）

 
24,119 已收按金 26,753 

業務條款及其釐定方法附註 ： 

1. 迅銷有限公司就系統服務等的管理費收取款項。管理費款項乃按銷售額若干百分比計算。該比率按適用於整個企

業集團的合理劃 一標準而釐定。 

2. 貸款及存款利率乃經審慎考慮目前市場利率後制定的合理利率。任何資金存款的交易額列作存入及提取的淨結

餘。 

3. 本公司為借款及租金提供貸款擔保。 

4. 全額支付 FAST RETAILNG FRANCE S.A.S.增資資金。 

5. 須繳納消費稅的交易按不包括消費稅的金額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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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及主要個人股東 

類別 
公司名稱或

個人姓名 
地點 

股本 

或投資 

業務詳

情或專

業 

股份 

百分比 

與關聯方的 

關係 
交易內容 交易額 賬目 

於2019年 

8月31日的

結餘 

   （百萬日圓)  (%)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行政人員及其 

親屬持有半數 

 以上表決權的 

企業 

T T Y 

Management 

B.V. 
（附註1） 

荷蘭

阿姆

斯特

丹市 

71,826 

資產

的持

有及

經營

等 

（被持有） 

直接 5.2 

 

当集團子公司 

的門店不動產 

租賃 

 

行政人員的

兼任 

 

保證金的

存入 
（附註2） 

 
 

7,473 
 

 

 

- 

 

 

   - 

 

業務條款及其釐定方法附註 ： 

1. 集團董事長兼 CEO 柳井正持有半數以上的表決權。 

2. 集團子公司與 TTY Management B.V.之間的門店不動產租賃交易，將由集團按金額相當於不可撤銷期間租金的集團

子公司債務存入保證金。 

3. 須繳納消費稅的交易乃按經扣除消費稅的金額入賬。 

 

 8  每股資料 

每股資產淨值 5,053.07日圓 

年內每股收入淨額 1,039.87日圓 

年內每股攤薄收入淨額 1,038.14日圓 

 

 

 9  重大報告期後事項附註 

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