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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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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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
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但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以港元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2 103,978 94,034
銷售成本 (67,636) (58,460)

毛利 36,342 35,574
其他收益 3,123 3,388
分銷成本 (19,905) (22,397)
行政開支 (13,943) (13,693)

經營盈利 5,617 2,872
融資成本 3 (231) (380)

日常業務除稅前盈利 3 5,386 2,492
稅項 4 (2,608) (1,229)

股東應佔盈利淨額 2,778 1,263

每股盈利 6
基本 0.23仙 0.1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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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港元計算）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0,060 70,638
在建工程 – 1,758
遞延稅項資產 – 1,840

70,060 74,236--------------- ---------------

流動資產
存貨 15,160 16,34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42,033 39,622
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 23,383 17,904

80,576 73,869--------------- ---------------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有抵押 8,915 9,89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款項 40,566 48,662

49,481 58,558--------------- ---------------

流動資產淨值 31,095 15,31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500 –--------------- ---------------

資產淨值 100,655 89,54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319 11,319
儲備 7 87,336 78,228

100,655 89,547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
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而編製。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於截至二
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所採用者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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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由於本集團之收益與業績絕大部份來自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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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呈列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報告期間按地區業務劃分之本集團收益與業績分
析，以及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中國大陸 日本 綜合
（未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類收益：
對外界客戶之銷售 100,045 90,938 3,933 3,096 103,978 94,034
其他收益 2,772 3,224 – – 2,772 3,224

分類收益總額 102,817 94,162 3,933 3,096 106,750 97,258

利息收入及其他
未劃分收入 351 164

總收益 107,101 97,422

分類業績 7,129 2,547 (1,863) 161 5,266 2,708

利息收入及其他
未劃分收入 351 164

經營盈利 5,617 2,872
融資成本 (231) (380)

日常業務除稅前盈利 5,386 2,492
稅項 (2,608) (1,229)

股東應佔盈利淨額 2,778 1,263

3. 日常業務除稅前盈利

日常業務除稅前盈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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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380
　折舊 5,452 5,572
　陳舊存貨撥備 (3,624) 938
　呆壞帳撥備 2,627 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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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簡明綜合收益表內之稅項代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以外地區之稅項 268 164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2,340 1,065

2,608 1,229

由於期內於香港營運之本集團屬下公司錄得可供抵扣應課稅盈利之稅損，故財務報告並無作出香
港利得稅撥備（二零零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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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按適用稅率
撥備。

5. 股息

並無就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報告期間宣派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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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8,000元（二零零三年：1,263,000元）除以期內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194,972,000股（二零零三年：1,029,375,000股）計算。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中期報告期間並無任何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列出攤薄數字（二零零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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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 122,226 3,090 1,643 23,997 (72,728) 78,228

配售股份溢價 6,400 – – – – 6,400

發行股份開支 (97) – – – – (97)

儲備間轉撥 – – – (978) 978 –

匯兌差額 – – 27 – – 27

本期間盈利淨額 – – – – 2,778 2,778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未審核） 128,529 3,090 1,670 23,019 (68,972) 87,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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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綜合營業額達104,000,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之94,000,000港元上升10.6%。經營溢利（息稅前利潤「EBIT」）增加至5,6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95.6%。股東應佔純利增加至2,8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20%。

期內，營商環境穩定，且顯著改善。雖然中國政府最近落實了宏觀調控措施控制過度投資，
但中國整體零售市道依然利好強勁，而時裝消費市場亦繼續擴展。

為了進一步提升集團之競爭力，本集團就供應鏈、服裝設計、服務提升及成本控制推出有
效之管理政策。憑藉向客戶提供獨特之品牌產品及優質服務，本集團得以傲視同儕。除了
致力透過提高各分店之銷售額，更積極開設新店，打入更多第一線及第二線城市，務求增
加市場佔有率。本集團去年開設47間新店，使本集團於期終時之分店總數增加至250間，
而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結束時則有203間分店。所有經營店舖中，100間由本集團直接管理，
另外150間則以特許方式經營。

本集團決定加強旗下時裝品牌「Fun」於中國之市場據點。為了向集團選定並日益增加之年
青消費者推廣品牌，本集團於全國各地推出推廣計劃，務求推廣「Fun」之年青生活方式。

本集團之出口業務以出口往日本為主，對營業額增長亦有所貢獻。出口業務繼續維持迅速
增長，讓旗下工廠藉著生產量增加，享有更大之規模經濟效益。

本集團繼續全面提升生產設施。為了改善成本控制、採購及物流，本集團開始將旗下主要
之生產設施由安溪轉移至廈門。此舉進一步簡化生產程序，縮短向商舖和客戶交付之完成
時間。

期內，福建漳州之物業發展項目成功推出。第一幢實用面積約1,290平方米之商住兩用樓宇
將近落成，預期於不久將來為本集團帶來額外收益。

前景

展望將來，由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理想，本地消費者之購買力會進一步擴大。營商環
境和消費意慾依舊穩健強勁。儘管服裝市場競爭劇烈，但是本集團擁有全面專業知識和網
絡擴展集團中國業務。藉著自行管理及積極特許營銷策略，本集團將會積極擴充業務，逐
步開設新店。

本集團將繼續提升「Fun」品牌定位，使其成為一種青春獨特之美式生活風格時裝，包羅一
切合適之時尚格調。產品多元化為本集團之一貫策略，本集團將會監察和製作優雅粗棉布
服及男女當代服裝系列。本集團旨在確保旗下商品以正價銷售，並有效率地向客戶付運。
本集團會繼續推出全面推廣計劃，務求提升集團品牌及品牌文化。

由於出口配額制度經已撤銷，外國買家渴望物色價格具競爭力之供應產品。本集團之管理
層將於來年積極加強成衣出口業務。本集團正在改善及提升集團於廈門之生產廠房，以確
保本地及國際訂單處理維持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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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之物業發展項目進展順利。首個小型項目正值落成階段，準備於下一個期內出售。
由於對中國第二線城市之街舖及舒適樓房需求日益強勁，本集團預期於下年度開始發展面
積更大之土地。本集團能夠就上述土地發展項目調配合適之專業知識及資金。除了集團成
衣生產及零售之核心業務外，上述物業發展項目將會為本集團帶來豐厚收益，本集團對此
感到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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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整體生產成本隨著更善用規模經濟效益而減少。因此，直接經營店舖銷售毛利百分比維持
約41%，而特許經營店舖之銷售百分比則約為29%。

本集團以表現為本之薪酬制度具鼓勵作用。員工成本對銷售百分比為18.3%。由於特許經
營業務之比重增加，租賃成本對銷售百分比為5.8%。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存貨水平嚴格維持於15,200,000港元。由於本集團持續加
強控制訂貨及付運時間，期內平均存貨周轉期進一步改善，僅需要1.3個月。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維持穩定之現金淨額。期終現金結餘為23,400,000港元，而二零零四
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則為17,900,000港元。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為3,500,000港元，而去
年同期之現金流入淨額則為8,300,000港元。未償還銀行貸款為數8,900,000港元，而於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則為9,9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以人民幣為單位，而本集團之收入繼續
以此貨幣為主。因此，本集團之匯率波動風險並不重大。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訂約但並無於財務報表中撥備之資本承擔約為21,900,000
港元（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23,9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負債資本比率為0.09，而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則為0.11。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進一步改善至1.63，而二零零四年六月三
十日則為1.26。速動比率亦改善至1.32，而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則為0.98。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2,229名員工，其中2,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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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內部及外部培訓計劃，提升集團人才質素。

符合上市規則之最佳應用守則

據本公司之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沒有或在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曾經沒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最
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明確指定之任期，因按照本公司之組織章程
細則，彼等須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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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最佳應用守則第十四段成立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
事宜，其中包括在呈交董事會批准前，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於進行審閱時，審核委員會由管理層取得有關解釋。

購回、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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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陳星洲

香港，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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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