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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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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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簡明綜合業
績連同二零零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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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重列）

營業額 2 94,034 81,689
銷售成本 (58,460) (48,947)

毛利 35,574 32,742
其他收益 3,388 2,803
分銷成本 (22,397) (20,518)
行政開支 (13,693) (12,435)

經營盈利 2,872 2,592
融資成本 3 (380) (709)

日常業務除稅前盈利 3 2,492 1,883
稅項 4 (1,229) (1,017)

1,263 866

每股盈利 6
基本 0.12仙 0.09仙

股東應佔盈利分析如下：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1,263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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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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號「中期財務
報告」之規定而編製。除下文所披露者外，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
準與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所採用者相符。

本集團乃首度採用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所得稅」（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修訂）編製本
中期財務報告。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之主要內容乃關於遞延稅項之會計處理及披
露要求。於過往年度，遞延稅項乃按收益表負債法撥備（即就一切重大時差確認撥備，惟預
期將不會在可見將來實現之負債除外）。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要求採用資產負債表
負債法，即就財務報表中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溢利所用相應稅基間之所有暫
時差異（除極少數情況例外）確認作遞延稅項。新會計期間已追溯應用至以往期間。

由於採用此項會計政策，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之重估儲備及累計虧損已分別減少
5,023,000元及9,427,000元，而遞延稅項資產則錄得相應增加淨額4,404,000元。本集團於本
期間之盈利減少1,065,000元（二零零二年：減少776,000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比較數字已相應重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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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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呈列截至二零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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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二零零二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中國大陸 日本 綜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重列）

（未審核）
分類收益：
對外界客戶之銷售 90,938 78,541 3,096 3,148 94,034 81,689
其他收益 3,224 2,770 – – 3,224 2,770

分類收益總額 94,162 81,311 3,096 3,148 97,258 84,459

利息收入及其他
未分配收入 164 33

總收益 97,422 84,492

分類業績 2,547 2,403 161 156 2,708 2,559

利息收入及其他
未分配收入 164 33

經營盈利 2,872 2,592
融資成本 (380) (709)

日常業務除稅前盈利 2,492 1,883
稅項 (1,229) (1,017)

股東應佔盈利淨額 1,263 866

3. 日常業務除稅前盈利
日常業務除稅前盈利已扣除：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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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709

折舊 5,572 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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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重列）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以外地區之稅項 164 241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065 776

1,229 1,017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報告期間並無來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
故於期內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零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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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稅率撥備。

5. 股息
並無就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報告期間宣派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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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000元（二零零二年：866,000元（重列））除以期
內已發行普通股1,029,375,000股（二零零二年：961,929,000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報告期間並無任何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列出全
面攤薄數字（二零零二年：無）。

7. 儲備
股份 法定 外幣 重估 累計
溢價 儲備 儲備 儲備 虧損 總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
（經審核）
如前呈報  115,849 3,090 1,629 32,828 (90,583) 62,813
因採納所得稅方面之
經修訂會計準則而
產生之前期調整 － － － (5,023) 9,427 4,404

重列  115,849 3,090 1,629 27,805 (81,156) 67,217
配售股份之溢價 6,460 － － － － 6,460
股份發行開支 (83) － － － － (83)
儲備間轉撥 － － － (1,134) 1,134 －
匯兌差額 － － (54) － － (54)
本期間盈利淨額 － － － － 1,263 1,263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未審核）  122,226 3,090 1,575 26,671 (78,759) 7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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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綜合營業額為94,0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之81,700,000港元上升15.1%。本年度稅後純利亦較去年同期之重列數
額900,000港元上升44.4%，達1,300,000港元。

本集團繼續專注發展國內業務。現時國內整體消費意欲旺盛，零售業前景看俏。
服裝零售業以至大部份行業皆受惠於消費者購買力不斷提高。集團業務由二零零
二年底起成功走出谷底。

集團表現繼續領導同儕，除了致力透過提高各分店之銷售額之餘，集團亦積極打
入更多一線及二線城市，冀藉雙管齊下增加市場佔有率。本集團實施更有效之供
應鏈管理，以便為客戶提供更佳服務及改善商品物流。本集團亦將中國市場再細
分為9個區域，於過去六個月開設40間新店。截至本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有203間
分店，而二零零三年六月結束時則有163間，其中80間由本集團直接管理，123間
以特許經營方式運作，截至本期間結束時的總零售面積達15,770平方米。

本集團恪守加強品牌形象、產品定位及贏取客戶擁戴之方針。集團成功推出優質
便服系列，並透過著名歌手「阿杜」之演唱會及電視節目進行全國宣傳計劃。商品
質素提高，加上於更短時間內交貨提高了正價銷售並有效地降低生產成本。

以日本為主之出口業務亦對營業額增長有所貢獻。出口業務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步
伐。

自二零零二年中至今，本集團一直參與國內福建漳州若干物業發展項目。集團銳
意捕捉國內二級城市對舒適住屋的殷切需求，於二零零四年三月購入漳州一間公
司。該公司已承諾收購一幅土地。本集團計劃將該土地發展成商住兩用項目，惟
至今尚未落實項目發展時間表。此項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
一日發表之公佈。

前景
展望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中國的營商環境與消費意欲將會保持理想。憑藉本集團
之豐富國內從商經驗及專業知識，當可在全國服裝市場之激烈競爭中維持領先地
位。集團將繼續穩步增加直接管理之店舖，並以積極之全國特許經營策略開拓國
內市場。

本集團之產品與定價策略別具一格，配合嚴控成本措施，本集團將可順利提升市
場佔有率，取得長遠回報。本集團在各區域出售之產品盡皆切合當地之潮流與消
費水平。

集團於來年將會繼續與形象突出之歌星「阿杜」合作進行宣傳活動，針對年輕一輩
之「Fun」支持者，藉此進一步突出集團獨特之品牌形象、脫俗風格及一流質素。

集團預期，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配額制度於明年廢除，將可對來年本集團
之成衣出口業務起刺激作用。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收購漳州之一間物業發展公司將增強本集團物業發展項目之實
力。集團管理層相信，此等項目將於不久將來為集團帶來額外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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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維持穩定之現金淨額，期終現金結餘淨額為15,600,000港元，
而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則為9,500,000港元。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為
8,3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之現金流入淨額則為9,200,000港元。

未償還之銀行貸款由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2,400,000港元升至9,900,000港元。
銀行貸款以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賬面值約34,000,000 港元之物
業作抵押（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以本集團總賬面值18,000,000 港元之物業
作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訂約但並無於財務報表中撥備之資本承
擔約為900,000 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1,8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借貸以人民幣為單位，而集團所產生
之收入將繼續以此貨幣為主。因此，本集團之匯率波動風險並不重大。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股本比率由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0.03（重列）
增至0.11。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改善至1.15，而二零零三年六月
三十日則為0.94。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速動比率則改善為0.87，
而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則為0.61。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940名員工，其中1,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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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集團人才素質。

在聯交所網站刊登詳盡業績公佈
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1)至46(6)段
所規定全部資料之詳盡中期業績公佈，將於稍後在聯交所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星洲

香港，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