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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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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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與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以港元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重列）

營業額 2 219,447 206,911
銷售成本 (148,522) (130,125)

70,925 76,786
其他收益 16,242 9,789
分銷成本 (62,426) (52,040)
行政開支 (29,760) (24,315)

經營（虧損）／溢利 (5,019) 10,220
融資成本 3 (93) (546)

日常業務除稅前（虧損）／溢利 3 (5,112) 9,674
稅項 4 (1,018) (3,680)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6,130) 5,994

每股（虧損）／盈利 6
基本 (0.46)仙 0.4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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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港元計算）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9,811 58,818
在建工程 1,147 2,986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租賃土地之權益 1,176 1,232
遞延稅項資產 52 124

62,186 63,160
----------------- -----------------

流動資產
存貨 16,193 27,23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55,050 32,338
可退回稅項 – 7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728 41,357

75,971 101,004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31,006 51,136
應付所得稅 282 –
其他財務負債 – 8,907

31,288 60,043
----------------- -----------------

流動資產淨值 44,683 40,96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6,869 104,121

非流動負債
其他財務負債 5,820 –
遞延稅項負債 1,539 1,418

7,359 1,418
----------------- -----------------

資產淨值 99,510 102,70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319 13,319
儲備 7 86,191 89,384

99,510 102,703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下統稱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亦符合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適用披露規定。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一系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綜合收益表、綜合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之
呈列方式有所變動。呈列之變動已獲追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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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導致關於租賃土地之會計政策有所變動。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就租賃分類而言，租
賃土地及樓宇的土地與樓宇部分乃分開計算。土地租賃權益將重新分類為「經營租約項下持作自用租賃土地之權益」，
該租賃款項乃按成本列賬，並於租賃期內以直線法攤銷。租賃土地之相關重估儲備不再確認，及相關遞延稅項會予
以撥回。該項會計政策變動已按追溯基準應用，並以往期調整及重列比較數字之方式反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導致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之會計政策有所變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規定，當本集
團以股份或股份權利作為購買貨品或取得服務之代價，則須確認開支。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
乃關乎本公司董事及僱員購股權於購股權授出日期釐定之公平值，須於歸屬期內支銷。本集團已就於二零零五年七
月一日或以後授出之購股權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重要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元 千元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租賃土地之權益攤銷增加 (93) (6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減少 201 173
有關授出購股權作為以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之開支 (1,646) –
遞延稅項開支增加 (17) (17)

股東應佔年度（虧損）／溢利淨額增加 (1,555) 91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導致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之期初儲備減少1,050,000港元。採納其他適用之新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出現重大變動，惟財務資料之呈列及披露出現若干轉變則除外。

2 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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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裝製造 物業發展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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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列） （重列）

分類收益：
營業額 214,308 206,911 5,139 – 219,447 206,911
其他收益 16,071 9,607 – – 16,071 9,607

分類收益總額 230,379 216,518 5,139 – 235,518 216,518

利息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171 182

總收益 235,689 216,700

分類業績 (76) 13,956 (175) (389) (251) 13,567

未分配業績 (4,939) (3,529)
利息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171 182

經營（虧損）／溢利 (5,019) 10,220
融資成本 (93) (546)

日常業務除稅前（虧損）／溢利 (5,112) 9,674
稅項 (1,018) (3,680)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6,130) 5,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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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有以下主要地區分類：

中國內地 其他地區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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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列） （重列）

來自外界客戶之營業額 217,223 198,887 2,224 8,024 219,447 206,911

3 日常業務除稅前（虧損）／溢利
日常業務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元 千元

（重列）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墊款及其他財務負債之利息 93 546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1,646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751 8,648
存貨撇減撥回至可變現淨值 (7,593) (7,908)
貸款及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278) (530)

4 稅項
綜合收益表內之稅項指：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元 千元

（重列）

香港以外地區之本期稅項
本年度撥備 825 344

遞延稅項 193 3,336

所得稅開支總額 1,018 3,680

由於年內本集團之香港業務在稅項計算方面出現虧損，故於財務報表內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零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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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派發任何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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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溢利5,994,000港元），除以年內已發行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1,331,929,000股（二零零五年：1,262,888,000股普通股）計算。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任何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列出攤薄數字。

7 儲備

以股份為基礎 外匯
股份溢價 之薪酬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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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如前呈報 128,529 – 3,090 1,643 22,119 (64,947) 90,434
因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就持作
自用租賃土地而產生之過往年度調整 – – – – (1,050) – (1,050)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經重列 128,529 – 3,090 1,643 21,069 (64,947) 89,384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1,291 – – 1,291
儲備間轉撥 – – – – (1,864) 1,864 –
以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交易 – 1,646 – – – – 1,646
本年度虧損 – – – – – (6,130) (6,130)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128,529 1,646 3,090 2,934 19,205 (69,213) 8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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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營業額增長6.1%至約219,400,000港元，而去年經重列的營業額為206,900,000港元。毛利
有71,000,000港元，較上年度76,800,000港元下跌7.6%。調扣新購股權公平值之調整金額1,600,000港元後，股
東應佔虧損為6,100,000港元，而去年則有純利6,000,000港元。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派發任何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於回顧年度，中國市場始終為集團業務的重點所在。中國經濟和政治環境持續見穩定，國內生產總值增幅
可觀，帶來穩定的消費需求，有利集團之時裝零售業務。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國內經營
235間「Fun」品牌門店，其中集團直接管理之分店增加19.3%至合共148間，而特許經營店數目則減少40.4%至
合共87間。集團大部分零售分店銷售額均錄得按年增長。零售業處於恆動和起伏不定的環境，為了更積極
擴展業務但避免承受高風險，本集團已在重整及重構其特許經營機制，以準備迎向新發展階段。集團相信，
在擴展市場時，新階段的特許經營模式將可取得成功。本集團對若干已屆滿的特許經營店均不予重續致讓
其失效，而根據集團的新構想，集團計劃只邀請具實力的特許經營商營運集團充滿創意的「Fun」門店。

本集團秉承一貫策略，藉加強品牌定位及顧客忠誠度以提高市場佔有率並改善盈利。集團已進一步促進品
牌形象，重點針對其目標市場，即由講究優雅時尚及高學歷年青人及年輕家庭構成的新冒起高消費市場。
為此，於下半年已推行重整產品的特定計劃。集團銳意成為全球時裝業界的一員，本年度，集團豐富了產
品種類及流行服裝系列，每一系列均各具風格及涵義。集團的粗棉布服裝系列為集團建構其標識文化－富
於冒險精神和「樂趣」的美式生活風格；集團的當代系列專為高學歷同時追求時尚的年青人而設；而基本系
列則能迎合其優雅的傳統顧客的要求。優良的產品品質及設計，加上集團店舖提供的舒適環境及稱心服務，
為「Fun」的品牌特色及形象作出了完美演繹。

位於福建省漳州市之物業發展項目按照集團時間表進展順利。可用面積約1,290平方米之第一幢商住大樓經
已落成，全部單位已售罄。而另一幅面積15,800平方米之土地之地下工程已屆完成。該幅土地擬用於興建一
幢22層高商住大樓。此項目預計於不久將來落成並可供出售。

前景
中國經濟每一年均錄得可觀增長，亦造就其龐大消費市場每年以驚人速度擴張。本集團積極把握中國時裝
零售市場的機遇。集團策略為擴展其零售業務及網絡的地域範圍；由於市場競爭激烈，本集團未來將提高
特許經營店對自營店的比例，以減低風險及資本開支。

本集團矢志通過品牌增值達致更高邊際溢利。集團將藉傳達鮮明品牌性格強化「Fun」品牌形象，並更著力於
一專門客戶群。集團之目標市場為高消費力且正在增強的高端市場，同時規避對價格較敏感的低端市場。
集團擬將「Fun」塑造成為獨特的美式生活風格時裝品牌，包羅一切出色時尚格調。本集團將奉行一貫的策略，
銷售切合現代風格的優質產品。本集團將會專注設計男、女裝優閒、粗綿布及當代服裝系列供目標顧客選
購。店舖門面、店舖環境及推廣計劃均會精心鋪排及推行，以展現標緻的當代生活哲學。本集團將嚴格監
察付運所需之時間，以確保能即時回應顧客要求。這些措施將有助於全新「Fun」形象之確立，相信日後可為
集團帶來更高的利潤並提升正價銷售的比例。

本集團將繼續以審慎態度在中國經營物業發展項目。中國二線城市對街舖及舒適住房之需求甚大。位於漳
州市取名為「麗致‧新加坡」之22層高商住大樓之地下施工已屆完成。預計該物業將於二零零七年年底或二
零零八年年初建成。另外，集團即將於該市另一幅較大面積的土地展開動工前工程。集團計劃分三期發展
該幅面積達26,428平方米的土地，估計第一期工程的地下施工將於二零零七年年底左右完成。本集團具備合
適之專業知識及財力資源為此等土地發展項目所用。集團將謹慎增加漳州市以外地區的土地儲備。管理層
相信，除集團核心業務成衣製造及零售外，此等物業發展將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收入。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由於重整產品及重組特許經營業務，使業務受到短暫干擾並影響到毛利表現。毛利報70,900,000港元，而去
年則為76,800,000港元。毛利百分比為32.3%，而去年則為37.1%。

因檢討產品及相應進行的存貨調整計劃，成衣存貨水平由去年的18,400,000 港元下降至9,300,000港元。本年
度的平均存貨周轉期為1.2個月，而上年度則為1.7個月。

於本報告年度，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為30,200,000港元，上一年度則為現金流入淨額15,600,000港元。於
年結日之現金結餘為4,700,000港元，於上一個年結日則為41,3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之銀行貸款為5,8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8,900,000港元）。銀行貸款以
本集團之租賃土地權益作抵押，該權益列入發展中物業分類下之存貨一項內，其總賬面值為6,9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但並無於財務報表中撥備之資本承擔約為40,000,000 港元，而上
一年度則為21,700,000 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負債資本比率為0.06，去年同日則為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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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2.43 ，而上一個年結日則為1.68。速動比率為1.91，而上一
個年結日則為1.23。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253名（二零零五年：2,317名）僱員。本集團根據集團業績及個別員
工的工作表現提供包括具競爭力的薪金、花紅及購股權薪酬方案。本集團相當重視留任各級優秀員工。集
團定期向僱員提供培訓課程。

企業管治
年內，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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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守則」）。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直接向董事會匯報，亦檢閱審核範圍內之事宜，如財
務報表及內部控制。職權範圍書載述審核委員會之權力與職責，並會由董事會定期檢討及更新。審核委員
會已討論審核、內部控制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
績。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
查詢後，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準則規定及關於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買賣及贖回本公司股份
年內，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其他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所規定全部資料之年報，將於稍後在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星洲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七名董事：陳星洲先生、鍾媽明先生、傅子聰先生及盧敬發先生為執
行董事；黃貴生先生、曾振邦先生及李振明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