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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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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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四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該等中期財
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德豪嘉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以港元計算）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重列）

營業額 2 129,302 113,459
銷售成本 (81,723) (67,636)

毛利 47,579 45,823
其他收益 6,250 3,123
分銷成本 (32,069) (29,386)
行政開支 (14,182) (13,889)

經營溢利 7,578 5,671
融資成本 3 (101) (231)

除所得稅前溢利 3 7,477 5,440
所得稅 4 (2,124) (2,61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本期間應佔溢利 5,353 2,824

每股盈利 6
基本 0.40仙 0.23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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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港元結算）

未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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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52 58,818
在建工程 215 2,986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租賃土地之權益 1,212 1,232
遞延稅項資產 294 124

63,373 63,160--------------- ---------------
流動資產
存貨 25,304 27,23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47,179 32,41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1,223 41,357

93,706 101,004--------------- ---------------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有抵押 – 8,907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45,155 51,136

45,155 60,043--------------- ---------------

流動資產淨值 48,551 40,961---------------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1,924 104,12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972 1,418

資產淨值 108,952 102,70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319 13,319
儲備 7 95,633 89,384

權益總額 108,952 102,703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該等未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條文
而編製。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零四／零五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所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
所用者相符一致，惟本集團已在採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展之會計期間生效之適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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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更改其若干會計政策則作別
論。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該等於編製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時已頒佈及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即將於二零
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該等可選擇應用之準則，於編製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時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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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會計政策之變動及採納該等新政策之影響概述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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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往年度，業主佔用租賃土地及樓宇乃納入於
物業、廠房及設備，並以重估模式計量。在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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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租賃款項無法可靠地在土地及樓宇部分之間作出分配，則在該情況下，整份租賃一般
會被視作為融資租賃處理。倘租賃款項能夠可靠地在土地及樓宇部分之間作出分配，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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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倘租賃土地無法可靠地在土地及樓宇部分之間作出分配，則土地租賃權益將繼續列入物業、機器及設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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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結算交易」），或以其他與特定數目股份或股份權利等值之資產（「現金結算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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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前，本集團在購股權獲行使前
概無確認該等購股權之財務影響。本集團已就於二零零五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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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授出之購股權而言，本集團已引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所載之過渡性條文，據
此，新確認及計量政策並無應用於以下授出之購股權：

－ 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或之前授予董事及僱員之所有購股權；及

－ 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之後授予董事及僱員但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歸屬之所有購股權。

毋須對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之期初結餘作出調整，此乃由於所有當時存在之購股權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歸
屬。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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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元 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少 (2,393) (2,467)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租賃土地之權益增加 1,212 1,232
遞延稅項負債減少 177 185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行政開支減少 (108) (54) (54)
遞延稅項開支增加 16 8 8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港仙）增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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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呈列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數字已納入採納上述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導致之調整影響（如適用）。

2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以本集團之業務及地區分類呈列。於本期間，本集團已將其主要呈列形式由地區分類更改為業務分類，原
因為此形式與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呈報更相關。

業務分類
本集團有以下主要業務分類：

服裝製造：製造、零售及經銷服裝。

物業發展：發展及銷售商業及住宅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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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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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二零零四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
下：

服裝製造 物業發展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審核）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類收益：
營業額 124,208 113,459 5,094 – 129,302 113,459
其他收益 3,565 1,479 – – 3,565 1,479

分類收益總額 127,773 114,938 5,094 – 132,867 114,938

利息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2,685 1,644

總收益 135,552 116,582

分類業績 4,393 4,142 500 (115) 4,893 4,027

利息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2,685 1,644

經營溢利 7,578 5,671
融資成本 (101) (231)

除所得稅前溢利 7,477 5,440
所得稅 (2,124) (2,616)

期內溢利 5,353 2,824

3 除利得稅前溢利
除利得稅前溢利於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得出：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重列）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墊款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101 231

攤銷及土地租賃款項 46 20
折舊 4,848 5,378
陳舊存貨撇減撥回 (3,708) (3,62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836 2,627

4 所得稅
於簡明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為：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重列）

即期稅項
－  香港以外地區所得稅 740 268

遞延稅項
－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384 2,348

2,124 2,616

由於期內於香港營運之本集團屬附公司錄得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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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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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即期稅率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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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並無就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報告期間宣派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6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綜合溢利5,353,000元（二零零四年（重列）：2,824,000元）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1,331,929,000股（二零零四年：1,194,972,000股普通股）計算。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報告
期間並無任何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攤薄數字（二零零四年：無）。

7 儲備
未審核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外匯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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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備間轉撥 – – – (932) 932 –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896 – – 896

本期間溢利 – – – – 5,353 5,353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8,529 3,090 2,539 20,137 (58,662) 95,633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綜合營業額達129,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113,500,000
（經重列）上升14.0%。經營溢利（息稅前利潤「EBIT」）增加至7,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33.6%。股東應
佔純利增加至5,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89.6%。

中國為一個充滿機遇及具有強大消費力之市場，故本集團於過往數年將注意力投於其中國業務上。儘管中
國政府實施宏觀經濟調控措施，藉以緩和投資過熱之情況，但其經濟及政治環境依舊穩定。中國之國內生
產總值持續錄得增長，帶動市場平穩發展，為本集團業務帶來實質利益。中國之整體零售意欲強勁，而時
裝零售市場亦得以不斷擴大。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國內經營264間「Fun」品牌門店，其中本集團直接管理之分店有
137間，特許經營店則有127間。本集團大部分零售分店銷售額均錄得按年增長。

儘管成衣業內新進數目日增，競爭越見激烈，本集團擬為「Fun」確立更鮮明之品牌定位，藉以加強該品牌之
市場據點。本集團認為透過別樹一格之設計、優質超值之產品及鮮明醒目之店舖陳列建立優越品牌形象，
加上高效率之交付物流，乃本集團發展之必須條件。為緊貼快速轉變之時裝潮流，本集團成功保持每年內
推出四個系列共10款服裝，每一系列均各具風格及特色，以優閒及高雅之格調作主打。此外，由東南亞著
明年青歌手吳克群擔綱之廣告活動獲本集團年輕客戶群之一致好評及歡迎。

位於福建省漳州市之物業項目已成功順利推出。總建築樓面面積約1,290平方米之第一幢小型商住物業經已
落成，小型物業之全部單位經已售出，並帶來800,000港元之額外溢利。本集團已展開另一幅土地之建築工
程，其總建築樓面面積為15,800平方米。

前景
中國之國內生產總值將進一步錄得增長，與此同時，本土消費者之購買力亦會提升。本集團將繼續抓緊機
遇於中國發展業務。為應對越見激烈之競爭，本集團將繼續藉於自身經營及特約經營業務中取得最合適之
平衡，以降低風險及資本開支。

為進一步明確「Fun」品牌定位，本集團強調旗下之品牌為獨特美式生活風格時裝，包羅一切合適之時尚格調。
本集團將繼續其產品多元化策略。本集團將會全心為客戶製作女士及男士的優閒、粗綿布及當代服裝系列，
並將產品送交客戶。本集團將嚴格監察付運所需之時間，以確保能即時對市場作出回應。這措施確保更多
商品能以正價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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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合選定年輕群對優閒購物之需要，本集團將繼續定期提升旗下店舖之購物環境，以及改善服務質素。
為進一步利用本集團品牌之知名度，本集團將致力以合理價錢銷售高質素且別樹一格之成衣。來年將繼續
進行強勁之推廣活動，包括由吳克群擔綱之廣告活動，以提升本集團之標籤及品牌文化。

本集團將繼續以審慎態度在中國進行物業發展項目。對中國第二線城市之街舖及舒適樓房需求強勁。繼於
福建漳州之首個小型物業成功銷售後，本集團現正發展該市另一塊總樓面面積達15,800平方米之土地。本集
團相信，該等物業發展項目將為本集團帶來成衣生產及零售之核心業務外之豐厚收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憑藉優越品牌定位，加上有效落實產品管理，本集團於期內正價銷售之百分比持續高企。直接經營店舖銷
售毛利百分比輕微上升至約44%，而特許經營店舖之銷售百分比則為23%。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成衣生產分部之存貨維持於18,900,000港元。期內平均存貨周轉期僅維持於
1.4個月。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維持相對健康之現金淨額。經營業務現金流出淨額為7,7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之現金
流入淨額則為3,500,000港元。銀行貸款已於回顧期間悉數償還，而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之結餘則
為8,900,000港元。期終現金結餘為21,200,000港元，而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則為41,400,000港元。

本集團之收入及開支主要均為相同貨幣。因此，本集團之匯率波動風險並不重大。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訂約但並無於財務報表中撥備之資本承擔約為39,700,000港元（二零零五
年六月三十日：21,7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負債資本比率為零，而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則為0.09。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進一步改善至2.08，而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則為1.68。速
動比率亦改善至1.51，而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則為1.23。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2,437名員工，其中2,430名受僱於中國進行本集團之零售及生產
業務。

本集團為僱員提供極為吸引之福利，包括僱員保險、退休金計劃、不定額花紅及購股權計劃，並提供內部
及外部相關培訓計劃，提升本集團人才質素，並可於各級留任優秀員工。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作為本身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成立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書面職權範圍已根據守則更新。審
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共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審核、內部控制及財務報
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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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星洲

香港，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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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