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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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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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2 194,193 189,474
銷售成本 (130,125) (121,072)

64,068 68,402

其他收益 9,789 7,078
分銷成本 (39,322) (39,936)
行政開支 (24,423) (27,417)

經營溢利 10,112 8,127
融資成本 3 (546) (550)

日常業務除稅前溢利 3 9,566 7,577
稅項 4 (3,663) (3,668)

股東應佔溢利 5,903 3,909

每股盈利 6
基本 0.47仙 0.36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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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港元計算）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1,285 70,638
在建工程 2,986 1,758
遞延稅項資產 124 1,840

64,395 74,236
--------------- ---------------

流動資產
存貨 27,237 16,34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32,410 39,622
銀行存款及現金 41,357 17,904

101,004 73,869
--------------- ---------------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有抵押 8,907 9,89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51,136 48,662

60,043 58,558
--------------- ---------------

流動資產淨值 40,961 15,31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603 –

--------------- ---------------

資產淨值 103,753 89,54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319 11,319
儲備 7 90,434 78,228

103,753 89,547

附註：

1 近期頒佈之會計準則
於二零零四年，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以下統稱「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除外。本集團並無就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提早採納該等
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適用於協議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之業務合併。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3號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無任何影響。

本集團現正評估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帶來之影響，惟未能確定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會否對本集團之
經營業績及財政狀況構成影響。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日後可能導致本集團業績及財政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
出現變動。

2 分類業績
分類資料以本集團之地區及業務分類呈列。地區分類為主要呈列形式，原因為此形式與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呈報更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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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分類之收益及業績。

中國內地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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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類收益：
對外界客戶之銷售 186,169 181,179 8,024 8,295 194,193 189,474
其他收益 9,587 6,707 – – 9,587 6,707

分類收益總額 195,756 187,886 8,024 8,295 203,780 196,181

利息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202 371

總收益 203,982 196,552

分類業績 11,494 7,208 (1,584) 548 9,910 7,756

利息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202 371

經營溢利 10,112 8,127
融資成本 (546) (550)

日常業務除稅前溢利 9,566 7,577
稅項 (3,663) (3,668)

股東應佔溢利 5,903 3,909

由於本集團逾90%之收益及業績均來自製造、零售及經銷服裝，故並無另行按業務分類呈列本集團收益與業績分析。

3 日常業務除稅前溢利
日常業務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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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550

折舊 8,821 8,787
陳舊存貨（撥備撥回）／撥備 (7,908) 4,140
呆壞賬（撥備撥回）／撥備 (530) 623

4 稅項
綜合收益表內之稅項指：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香港以外地區之本期稅項
本年度撥備 344 520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 (127)

遞延稅項 3,319 3,275

3,663 3,668

由於年內本集團之香港業務在稅項計算方面出現虧損，故財務報表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零四年：無）。

本集團香港以外地區業務之稅項，乃根據年內在有關司法權區獲得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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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派發任何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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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909,000港元），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股1,262,888,000股（二零零四年：1,080,696,000股普通股）計算。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並無任何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列出攤薄數字。

7 儲備

外匯
股份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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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 122,226 3,090 1,643 23,997 (72,728) 78,228
配售股份溢價 6,400 – – – – 6,400
股份發行開支 (97) – – – – (97)
儲備間之轉撥 – – – (1,878) 1,878 –
本年度溢利 – – – – 5,903 5,903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128,529 3,090 1,643 22,119 (64,947) 90,434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營業額輕微增長2.5%，至194,2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189,500,000港元）。毛利則有64,1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68,400,000港元），較上年度下跌6.3%。然而，股
東應佔純利仍增加51%，至5,9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900,000港元）。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派發任何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過去多年，本集團對在中國經營成衣業務積累了豐富經驗。中國之經濟和政治環境不僅相當穩定，更在逐
步改善，國內生產總值增幅可觀，帶動消費市場平穩發展，有利集團之零售業務。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於國內經營270間「Fun」品牌門店，其中集團直接管理之分店有124間，特許經營店則有146間。
集團大部分零售分店銷售額均錄得按年增長。本集團在全國推行與當地年青企業家組成夥伴之特許經營策
略，一直深受歡迎亦十分成功。集團以較低邊際利潤向這些經營者銷售貨品，讓集團得以降低經營開支，
所承擔之風險亦大為減少。

國內時裝零售市場之競爭情況異常激烈，多個國際時裝品牌均有意增加在中國之市場佔有率。本集團秉承
一貫策略，藉加強品牌定位及提高顧客忠誠度使業務得以持續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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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本集團長遠發展之必須條件。

集團藉向適當客戶適時推出款式多樣、優質、風格獨特而物有所值之產品，從而深化其品牌發展。為緊貼
快速轉變之時裝潮流，集團於本年度內銷售四個系列共10款服裝，每一系列均各具風格及剪裁特色，並以
包括「粗棉布服裝」、「休閒服裝」及「運動服裝」等系列加以區分。為強化品牌特點，集團定期翻新門店，希
望營造閒適之店舖格調並為顧客提供令人愉悅之服務。集團推出多款不同風格之便服系列，配合戶外廣告
板和節目贊助形式之全國宣傳活動，有效提升了集團品牌形象。

以輸出日本為主之集團出口業務繼續為營業額及邊際利潤帶來貢獻（儘管比重不大）。來自日本之訂單數量
穩定，中美及中歐之間有關紡織品配額之糾紛並未對集團出口業務造成負面影響。

為改善成本控制、配送及物流，集團最近已將主要生產設施從安溪遷至廈門，此舉讓集團得以簡化生產程
序，縮短向商舖和客戶交付之完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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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之第一幢商住物業在不久前
落成，大部分單位經已預售。本集團已展開另一幅土地之發展，其總建築樓面面積約為15,800平方米。預期
物業項目未來將為本集團提供另一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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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中國內地之零售市場及消費者消費力持續以高速增長。本集團已作好準備，從中國時裝市場之商機中獲益。
隨著競爭越趨激烈，本集團將藉於自身經營及特約經營業務中取得最合適之平衡，避免作出高風險之資本
開支。

本集團恪守加強市場定位之策略。除迎合客戶需要於每年推出8種全新季節時裝系列外，本集團亦致力縮短
設計時間，以迅速回應市場需求。此等措施可確保更多商品能以正價出售。為進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及特
點，本集團正藉提升店舖格調及服務提升本集團店舖之形象。本集團亦將進行更多全國性宣傳。由吳克群
擔綱之廣告活動將為來年之主要項目之一。隨著品牌訂位改善，以及獨具風格之品牌，本集團於未來將可
以正價出售更多貨品，而店舖銷售額亦將會提高。

本集團於末來數年將穩固其出口業務。長遠而言，全球經濟向正面發展。中國分別與美國及歐洲國家就出
口爭議達成最終解決方案，有助本集團之成衣產品與其他國家之產品競爭及於更多國家出售。此亦有助本
集團多完化其業務組合。本集團旨在於下一個成長階段將出口業務作為主要活動。

就漳州市之物業發展項目而言，首幢樓宇單位之銷情最近十分成功。第二大土地之建築工程亦即將進行。
中國二線城市之街舖及舒適家居之需求強勁。本集團於此等土地項目中具備合適之專業知識及強勁財力資
源。除成衣製造及零售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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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本集團維持穩健之現金淨額狀況。於報告年度，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為15,100,000港元，上一年
度則為1,700,000港元。於年結日之現金結餘為41,300,000港元，於上一個年結日則為17,9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成衣生產分部之存貨維持於18,4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6,300,000港元）。本年
度平均存貨周轉期維持於1.7個月（二零零四年︰1.6個月）。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之銀行貸款為8,9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9,900,000港元）。銀行貸款以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總賬面值約27,800,000港元之物業作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已訂約但並無於財務報表中撥備之資本承擔約為21,7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23,9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以人民幣為單位，而本集團之收入仍以人民幣為主。因此，
本集團並無重大之匯率波動風險。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負債資本比率為0.09，去年同日則為0.11。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68，而上一個年結日則為1.26。速動比率為1.23，而上一
個年結日則為0.98。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317名（二零零四年：2,112名）全職僱員。本集團按表現基準釐訂員
工之薪酬。本集團亦提供醫療福利、退休計劃、購股權及酌情表現花紅。本集團相當重視留任各級優秀員
工。

企業管治

年內，本公司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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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最佳應用守則已以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取代。本公司已採納守則所載之
所有守則條文作為企業管治準則。本公司將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起遵守新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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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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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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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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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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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七名董事：陳星洲先生、陳妙珠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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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