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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U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奮發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0）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財務業績
奮發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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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該等中期財
務報表乃未審核，但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計算）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2 86,271 129,302
銷售成本 (54,969) (81,723)

毛利 31,302 47,579

其他收益 7,431 6,250
分銷成本 (32,016) (32,069)
行政開支 (17,289) (14,182)

經營（虧損）／溢利 (10,572) 7,578
融資成本 3 (575) (101)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3 (11,147) 7,477
所得稅 4 801 (2,12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本期間應佔（虧損）／溢利 (10,346) 5,353

每股（虧損）／盈利 6
基本 (0.77)仙 0.4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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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計算）

未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7,511 59,811
在建工程 1,302 1,147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租賃土地之權益 1,128 1,176
遞延稅項資產 49 52

59,990 62,186
---------------- ----------------

流動資產
存貨 18,951 16,19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65,358 55,050
可退回所得稅 35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1,515 4,728

95,859 75,971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36,628 31,006
應付所得稅 – 282
其他財務負債 18,905 –

55,533 31,288
---------------- ----------------

流動資產淨值 40,326 44,683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0,316 106,86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48 1,539
其他財務負債 5,970 5,820

6,618 7,359
---------------- ----------------

資產淨值 93,698 99,51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984 13,319
儲備 7 79,714 86,191

權益總額 93,698 9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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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16而編製。

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與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該等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不時所發行及生效用於編製該等財務報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詮釋」）（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當編製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或會適用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包括將適用於選擇基準者）仍未確實。

2. 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收益及業績分析，連同二零零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
下：

服裝零售及製造 物業發展 綜合
（未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類收益：
營業額 86,271 124,208 – 5,094 86,271 129,302
其他收益 4,639 3,565 – – 4,639 3,565

分類收益總額 90,910 127,773 – 5,094 90,910 132,867

利息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2,792 2,685

總收益 93,702 135,552

分類業績 (13,364) 4,393 – 500 (13,364) 4,893

利息收入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2,792 2,685

經營（虧損）／溢利 (10,572) 7,578
融資成本 (575) (101)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1,147) 7,477
所得稅 801 (2,124)

期內（虧損）／溢利 (10,346) 5,353

3.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元 千元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墊款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575 101

攤銷及土地租賃款項 48 46
折舊 4,811 4,836
存貨撇減／（撇減撥回） 744 (3,70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4,029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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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
簡明綜合收益表內之所得稅指：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以外地區所得稅 87 740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888) 1,384

(801) 2,124

由於期內於香港營運之本集團附屬公司錄得有充裕可供抵扣應課稅溢利之稅項虧損，故於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中並無
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二零零五年：無）。

本集團香港以外地區業務之稅項，乃根據期內在有關司法權區獲得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當期稅率撥備。

5. 股息
並無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報告期間宣派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6.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綜合虧損10,346,000港元（二零零五年：溢利5,353,000港元），除以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1,351,915,000股普通股（二零零五年：1,331,929,000股普通股）計算。由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中期並無任何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列出攤薄數字（二零零五年：無）。

7. 儲備
未審核

以股份
為基礎之 外匯

股份溢價 薪酬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 128,529 1,646 3,090 2,934 19,205 (69,213) 86,191
根據購股權計劃已發行之股份 2,660 – – – – – 2,660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1,209 – – 1,209

儲備間轉撥 – – – – (932) 932 –
本期間虧損 – – – – – (10,346) (10,346)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1,189 1,646 3,090 4,143 18,273 (78,627) (79,714)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為86,3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為129,300,000港
元。股東應佔虧損為10,3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純利5,400,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中國成衣零售業務始終為集團業務的重點所在。為適應充滿機會但變化不定的零售市場及增
強競爭力，本集團持續重整及重構其自營及特許經營業務。於期間內，集團關閉25間經營欠佳的自營店及
16間已屆滿的特許經營店。另一方面，集團審慎開設16間相應的店鋪，並根據集團的新構想邀請6間具實力
的特許經營商營運集團充滿創意的「Fun」門店。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國內經營216間「Fun」品牌門店，其中本集團直接管理之分店有
139間，特許經營店則有77間。

期內，本集團在成都及重慶等主要西部及內陸城市成功建立強大業務。休閒時裝市場已在該等城市興起。
集團進一步擺脫競價市場，並加強集團於高利潤時裝市場的業務。集團不斷在潮流時尚百貨店及黃金地段
的百貨店開展集團的品牌時裝業務。基於長期發展的強勢轉型，本集團已精簡若干營運店舖，並改善定價
政策，務求集中於目標客戶群。透過授予更高的價格折扣，本集團沽售了不合身及滯銷的商品。然而，該
等變動令期內的銷量及經營虧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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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激烈的競爭，本集團非常著重品牌形象及產品的獨特性。本集團致力於推出優質產品，其擁有獨一無
二的設計、用料及剪裁。儘管期內的業績比預期落後，本集團不斷努力以提升品牌形象，並受到客戶的高
度認同及信賴。嶄新的宣揚時裝構想方式、至善的產品質量、革新的店面、時尚的貨品擺放格局及殷勤有
禮的客戶服務為集團帶來更多的常客及回頭客。本集團旨在使「Fun」品牌穩勁立足中國。通過努力，預期將
來會為本集團帶來可觀的營業額及豐厚的利潤。

位於福建省漳州市發展項目按照集團計劃進展順利。一幢取名為「麗致‧新加坡」的22層高商住大樓之施工
將屆完成。該物業之總地盤面積約為15,800平方米，並將於二零零七年中旬可供出售。該物業發展項目將為
本集團帶來額外收入。

前景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穩健增長，今後數年將持續該快速發展的態勢。本集團樂觀相信中國零售環境及顧客
意欲在該成長期間仍將強勁。

中國的成衣市場快速擴張。市場規模空前龐大，儘管行業間的競爭激烈。本集團矢志通過品牌增值達致更
大的營業額及更高的利潤，並鎖定所選定的適宜城市及地點。集團正將其品牌轉型至更加高檔次的市場，
其中以時尚及優質的產品為主導，而非價格。以獨特產品為後盾的集團市場推廣政策及訂價策略將擴大集
團的市場佔有率並確保集團日後豐厚的利潤。

中國二線城市如漳州對街舖及小中型公寓的需求甚大。22層高的「麗致‧新加坡」將於今年中下旬落成並可
供出售。待收到政府有關之批文後，集團將於部分土地展開其新物業工程，分三期發展該幅面積達26,428平
方米的土地。集團將透過收購漳州及以外地區的土地建立集團的土地儲備。本集團相信，物業發展業務將
為本集團帶來可觀的額外收入。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自營門店銷售額的毛利百分比約為38%，而特許經營門店銷售額的毛利百分比則為30%。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成衣製造分類之存貨水平維持在10,400,000港元。期內的平均存貨周轉期為
1.0個月。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為13,100,000港元，去年同期之現金流入淨額則為7,7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結餘為24,9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之結餘則為5,800,000
港元。期末現金結餘為11,5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現金結餘則為4,700,000港元。

本集團收入及支出主要以相同貨幣列值。因此，其所面臨之㶅率波動風險並不重大。

已訂約但並無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報表中撥備之資本承擔約為39,6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40,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負債資本比率為0.27，而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則為0.06。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73，而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則為2.43。速動比率
為1.38，而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則為1.91。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2,171名僱員，其中2,163名僱員則受聘於中國，負責本集團的零
售及製造業務。

本集團向其員工提供包括僱員保險、退休計劃、酌情花紅及購股權等具競爭力條件的薪酬方案，亦提供內
部及外間相關培訓課程以增強本集團的人力資源及維持各級優秀員工。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之所有守則條文。董事認為，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守則之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成立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用
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商討審核程序、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 6 –

本公司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本公司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認其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購回、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
份。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星洲

香港，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陳星洲先生、鍾媽明先生、傅子聰先生及盧敬發先生；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黃貴生先生、曾振邦先生及李振明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