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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88,866 595,874

銷售成本 (479,400) (401,643)

毛利 209,466 194,231

其他收益 4,683 3,743
行政費用 (55,732) (57,855)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1,797) (116,928)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12,240) (29,051)

經營活動溢利／（虧損） 3 44,380 (5,860)

融資成本 4 (6,749) (2,26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24,578) (196,138)
撥回聯營公司減值 21,004 —

除稅前溢利／（虧損） 34,057 (204,259)

稅項 5 (15,244) (5,962)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18,813 (210,221)

少數股東權益 (6,454) (4,238)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虧損）淨額 6 12,359 (214,459)

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 0.9仙 (14.9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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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33,858 35,581
投資物業 221,100 221,100
發展中物業 177,152 177,228
綜合附屬公司賬目時產生之商譽 98,877 107,86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648,379 1,659,150

2,179,366 2,200,926

流動資產
短期投資 16,868 18,150
存貨 8 174,338 138,564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1,270 30,90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款項 9 189,279 361,30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8,334 99,175

520,089 648,098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9,170 98,866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款項 10 255,842 413,836
應付稅項 37,208 28,625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89,626 88,406

471,846 629,733

流動資產淨值 48,243 18,36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227,609 2,219,291

非流動負債
應付票據 11 (210,000) (210,000)
已收長期按金 (15,125) (23,375)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 (7)

(225,125) (233,382)

少數股東權益 (149,963) (144,156)

1,852,521 1,841,753

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718,855 718,855
儲備 1,133,666 1,122,898

1,852,521 1,84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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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已發行 股份溢 固定資產 匯兌變動
股本 價賬 重估儲備 資本儲備 一般儲備 儲備 累積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
七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二年
八月一日
（經審核） 718,855 1,119,738 19,785 4,420,547 57 28,908 (4,466,137) 1,841,753

匯兌調整：
附屬公司 — — — — — (47) — (47)
聯營公司 — — — — — (1,544) — (1,544)

期內溢利淨額 — — — — — — 12,359 12,359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718,855 1,119,738* 19,785* 4,420,547* 57* 27,317* (4,453,778)* 1,852,521

* 該等儲備賬目結餘之總額相等於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內之綜合儲備1,133,666,000港元（二零零二
年七月三十一日：1,122,898,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持有作投
資用途之
發展中

已發行 股份溢 固定資產 物業重估 匯兌變動
股本 價賬 重估儲備 儲備 資本儲備 一般儲備 儲備 累積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一年
八月一日
（經審核） 718,855 1,119,738 51,912 148,729 4,455,469 57 29,755 (3,266,029 ) 3,258,486

出售附屬
公司時解除 — — — — (1,610) — — — (1,610)

匯兌調整：
附屬公司 — — — — — — (39) — (39)
聯營公司 — — — — — — 566 — 566

期內虧損淨額 — — — — — — — (214,459 ) (214,459)

於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718,855 1,119,738 51,912 148,729 4,453,859 57 30,282 (3,480,488 ) 3,04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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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9,532 (40,747)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8,930) (9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3,021) 3,35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減少） 7,581 (37,48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4,992 74,935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31 —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2,604 37,45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79,212 52,897
原於購入時起計三個月內到期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29,122 1,500
銀行透支 (2,952) (3,822)
由購入日期起計三個月內到期之信託收據貸款 (12,778) (13,124)

92,604 37,451

簡明綜合財政報告附註

1. 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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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之「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編製中期財政報告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
度財政報告所用者相同，惟至編製本期間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政報告時，首次接納了於
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起計或其後之會計期生效之下列最新或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

本公司於本期間財政報告首次採納下列最近頒佈及經修訂準則：

‧ 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 ： 「財務報告之呈報」
‧ 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經修訂） ： 「外幣換算」
‧ 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 ： 「現金流量表」
‧ 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經修訂） ： 「中期財務報告」
‧ 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 ： 「僱員福利」

採納該等會計實務準則導致新加入股東權益變動表及改變現金流量表之呈報方式，然而對本
會計期及過往會計期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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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現金流量現時歸類為三個項目，分別為經營、投資及融
資，以取代過往之五個項目。以往列為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現金流量之利息及股息，已歸類
為經營活動，惟可獨立分辨為投資或融資活動以外者除外。為與本期間之呈報方式一致，比
較數字經已重列。

除上文所述者外，並無因採納新頒佈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而須就過往期間作出進一步調整。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及地區劃分之經營活動之收益及溢利／
（虧損）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三年 截至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 一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核） 六個月（未經審核）

對外銷售 其他收入 分類收入 分類業績 對外銷售 其他收入 分類收入 分類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業務分類：

成衣業務 675,360 3,560 678,920 45,948 584,838 — 584,838 16,375
物業投資 6,990 104 7,094 4,058 5,753 — 5,753 5,234
其他營運 6,516 — 6,516 (3,745) 5,283 — 5,283 (2,161)

688,866 3,664 692,530 46,261 595,874 — 595,874 19,448

利息收入及
未分配
之其他收入 1,019 3,743

未分配開支 (2,900) (29,051)

經營業務之
溢利／（虧損） 44,380 (5,860)

截至二零零三年 截至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 一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核） 六個月（未經審核）

對外銷售 其他收入 分類收入 分類業績 對外銷售 其他收入 分類收入 分類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地區分類：

香港 159,993 557 160,550 2,023 144,117 — 144,117 (13,712)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其他地方 128,686 3,107 131,793 1,163 160,837 — 160,837 23,303

美國 400,187 — 400,187 43,075 290,423 — 290,423 9,810
其他地區 — — — — 497 — 497 47

688,866 3,664 692,530 46,261 595,874 — 595,874 19,448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
之其他收入 1,019 3,743

未分配開支 (2,900) (29,051)

經營業務之
溢利／（虧損） 44,380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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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已扣除：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自置固定資產 3,726 9,686
租賃固定資產 — 46

攤銷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之商譽 8,990 8,990
短期投資未變現虧損 1,282 400
出售持作銷售之物業虧損 — 100
遣散費* — 20,646

並計入：
出售附屬公司盈利 — (1,610)

* 此項目已計入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4.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指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借貸以及應付票據（附註11）之利息。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之稅率（二零零二年：16%）計算而
作出撥備。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地方之現行稅率，根據其現行法例、
詮釋及慣例計算。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稅項撥備：
香港 8,900 —
香港以外 — 1,585

8,900 1,585

聯營公司：
　香港 6,239 4,577
　香港以外 105 (200)

6,344 4,377

本期間稅項 15,244 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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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12,359,000港元（二零零二年：虧損淨額
214,459,000港元）及於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1,437,709,710股（二零零二年：1,437,709,710股）計
算。

由於本集團在本期間及以往期間之未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對每股基本虧損有反攤薄影響，故
並無披露此等期間之經攤薄每股虧損。

7.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期內，本集團曾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下列重大交易：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向股東支付之利息開支 (i) 5,364 130
向聯營公司支付之租金開支 (ii) 4,397 5,373

(i) 應付予一位股東之貸款票據詳情載於附註11。
(ii) 聯營公司根據各自之租賃協議收取租金。

8. 存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 9,887 7,398
在製品 688 563
製成品 162,821 130,603
在運貨品 942 —

174,338 138,564

計入上文所述之本集團存貨賬面值為53,25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30,626,000港
元），乃按可變現淨值入賬。

9.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款項

本集團給予應收賬款之信貸期一般在30天至180天內不等。

本公司之上市分支集團鱷魚恤有限公司（「鱷魚恤」）及其附屬公司（合稱「鱷魚恤集團」）採取自
訂之信貸政策。除了在鱷魚恤集團零售店以現金進行之銷售交易外，批發客戶大多以信貸進
行交易，而新批發客戶一般則需要預付款項。發票一般須由客戶於發出日起30天內結賬，但若
干信譽良好之客戶之還款期則可長至90天。各客戶均有指定之信貸限額。

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尚未收取之應收賬款，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人員會定期查閱
逾期償還之款項。



— 8 —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120,276 199,006
91日至180日 25,052 36,674
181日至365日 15,662 80,582
365日以上 28,289 45,047

189,279 361,309

10.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款項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174,958 237,239
91日至180日 27,072 39,601
181日至365日 15,856 80,902
365日以上 37,956 56,094

255,842 413,836

11. 應付票據

該數額相等於應付予一位股東之貸款票據未償還數額。該貸款票據無抵押、須按一指定銀行
所報之最優惠貸款利率計息並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到期。

12. 或然負債

自上一份年報刊發之日以來，或然負債並無重大變動。

13. 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財政報告附註2分類資料分析內以地區分類顯示之若干二零零二年比較數字已按地區
分類重新分類。本公司認為就本集團成衣業務之風險與回報而言，市場及客戶所處地區較業
務所處地區更具影響力。故上述重新分類可更恰當地呈列本集團之財務狀況。

14.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七日，本公司擁有46.04%權益之聯營公司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與新
加坡發展亞洲融資有限公司（「包銷商」）訂立包銷協議，按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每持有
五股現有股份可獲一股供股股份之比例（「供股」），按每股供股價 0.10港元發行不少於
767,706,730股每股0.10港元之供股股份（「供股股份」）。

本公司已向麗豐與包銷商作出不可撤回承諾，認購353,425,071股供股股份，即根據供股應得之
配額全數。本公司已表示現時無意申請認購任何額外供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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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中期股息。去年同期並
無宣派中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半年度，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溢利淨額12,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虧損淨額214,500,000港元顯著改善。期內，由
於本公司製衣業務有所改善，營業額因而上升約15.6%至688,900,000港元。

本公司製衣業務之經營業績錄得重大增長，並錄得溢利貢獻，遠勝去年同期之業績。
本公司擁有46%權益之聯營公司麗豐控股有限公司亦為本公司之綜合業績帶來正面貢
獻。回顧期間，儘管鱷魚恤有限公司取得溢利，然而在攤銷商譽時已部份抵銷該等溢
利對本公司業績之貢獻。由於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業績有所增長，本公司
於期內分佔麗新發展之虧損因而大大減少。

麗新發展於回顧之半年內，錄得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虧損淨額105,900,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之虧損淨額下降約63%。麗新發展之業務持續受租金收入下跌及就發展土地儲
備作出之撥備所拖累，幸而酒店業務表現有所改善，加上利率較低，因而減輕對業務
之影響。

期內，由於在二零零二年七月出售鱷魚恤大廈1期及2期，導致麗新發展之租金收入下
跌5%，然而，其投資物業組合之平均租用率仍然維持於95%之水平。於二零零二年九
月，麗新發展已完成出售差館里51至53號及蕪湖街84至86號之兩個相鄰地盤。此外，
麗新發展集團於Furama Court及翠逸豪園2期分別佔有50%權益，而該兩項工程進展順
利，計劃將於二零零四年年初進行預售。

於回顧半年度結算日後，麗新發展集團出售於干諾道中1號（前富麗華酒店）重建項目之
30%權益其中三分之二權益，總代價約463,000,000港元。此項交易須待麗新發展股東批
准，將可減少麗新發展集團債務。

麗新發展之整項債務重組計劃取得理想進展。麗新發展與可交換債券持有人及可換股
債券持有人同意正式暫緩還款期，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期內，麗新發展亦公佈透過安排計劃，以每股發售價0.28港元將其擁有49.99%權益之聯
營公司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私有化。私有化建議須待豐德麗獨立股東在根
據百慕達最高法院指令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舉行之大會上批准。

麗新發展之非正式延期償還期由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起生效。麗新發展董事相信債券
持有人、豐德麗及有抵押債權人將不會採取行動，以待綜合債務重組計劃之結果。

豐德麗錄得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為
68,800,000港元。豐德麗積極減低經營業務虧損，由去年虧損129,300,000港元大幅減至
27,600,000港元。

豐德麗於業務發展初期著手鞏固其衛星電視業務，並於本財政年度出現經營虧損
60,700,000港元，而本地電影票房收入下跌對豐德麗擁有35%權益之聯營公司Media Asia
Holdings Ltd.（「MAH」）造成不利影響。MAH仍成功製作一系列優質電影，其中在近日
在香港上映之「無間道」之票房收入更高達5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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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德麗集團之娛樂業務於年內積極進行業務，共製作13個演唱會及娛樂節目，並已開
展銷售娛樂節目DVD之發行權業務。

本公司持有46.04%權益之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於回顧之半年期間內錄得股東應
佔溢利淨額15,08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虧損淨額10,410,000港元顯著改善。由於上
海香港廣場之辦公室、商場及服務式住宅之出租率高企，加上融資及其他成本下降，
故麗豐業績理想。

麗豐在上海之主要投資物業香港廣場之租金貢獻在回顧期間不斷增長。上海凱欣豪園
第一期、東風廣場第三期以及廣州五月花商業廣場之建築工程均進度理想。

鱷魚恤有限公司（「鱷魚恤」）於期內錄得營業額280,900,000港元，而未經審核綜合股東
應佔溢利淨額14,300,000港元。儘管營業額及毛利率均有所下降，鱷魚恤仍能成功減低
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行政開支。

鱷魚恤整頓香港零售業務之措施已為該項業務之經營溢利帶來貢獻。在國內，由於新
特許經營零售店之採購需求放緩，加上來自其他成衣零售商之競爭增加，故導致銷售
額及溢利稍為下降。

前景

在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前，本土經濟已跌至谷底，並開始有跡象顯示經濟逐步復甦，
惟現時仍未能斷定疫症對各行各業經濟所造成之不利影響。然而，市場期望市況可快
速復甦可能過份樂觀。

短期至中期而言，國內經濟增長將持續造好，本集團旗下成員公司鱷魚恤及麗豐可因
於國內之大規模業務或投資而受惠。本公司將專注管理其附屬公司鱷魚恤及兩間主要
聯營公司麗新發展及麗豐之投資，以及其成衣業務。

麗新發展之投資物業組合將受預期香港辦公室租金持續下調趨勢拖累。全球旅遊業大
幅受挫亦將對其酒店管理業及運作有所影響。本財政年度首要事項之一為推行全面債
項重組計劃。麗新發展董事相信，可於合理期限內制定及協定一項令所有債權人及股
東滿意之重組建議。

豐德麗將繼續努力改良大中華及東南亞地區電視節目之銷售，與此同時亦可待國內有
關當局批准衛星電視接收牌照之申請。豐德麗亦計劃集中製作演唱會及娛樂節目，且
進一步開發該等節目之DVD發行權之銷售，以帶來額外收入。

豐德麗將積極支援其電影製作聯營公司MAH之業務。該公司曾製作本地賣座電影「無間
道」。

麗豐將集中於上海及廣東省及其他主要城市（尤其廣州）之物業投資及發展項目。估計
本年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約為7%，反映國內主要城市更多人口愈加富裕，逐漸為麗豐
建立更加強大之客戶基礎。

鱷魚恤董事預計該公司全年業績將受近期爆發非典型肺炎拖累。為減低影響，鱷魚恤
現正積極計劃整頓其人力資源調配，以進一步增加國內銷售比重，並嚴格控制成本，
將大量支援人員重新調配至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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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包括應付予一名股東之票
據）及本集團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300,000,000港元及1,853,000,000港元。於當日之負債
資本比率（即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與總資產淨值之百分比）約為16.2%。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為數90,000,000港元之絕大部份銀行及其他借貸須於一年
內償還或續期。應付予一名股東之票據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到期。

本集團的銀行借貸主要為港元及美元貸款，因此可減少外匯風險。大部份銀行及其他
借貸均為浮息債務。本集團會留意利率變動，並在有需要時利用對沖工具對沖預期以
外之利率波動。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若干賬面值合共約218,0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以及若干
賬面值合共約8,000,000港元之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銀行信貸之擔保。
此外，本集團持有的麗豐普通股115,000,000股及鱷魚恤普通股96,000,000股亦已抵押予
銀行，作為本集團銀行信貸之擔保。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及短期上市投資分別為
108,000,000港元及17,000,000港元，董事認為足以應付本集團營運資金所需。

本集團大部份買賣主要以美元、港元、人民幣及歐羅支付。大部份以歐羅支付之交易
多以外匯期貨合約對沖，以減低外匯風險。

僱員及酬金政策

本集團於結算日合共僱有約1,200名（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1,300名）職員，其中包
括兼職售貨員。職員的薪金水平不比其他公司遜色，並會因應員工表現加薪。其他職
員福利包括為所有合資格僱員而設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免費住院保險計劃、醫療津
貼和資助在外進修及培訓計劃等。

或然負債

自上一份年報刊發之日以來，或然負債並無重大變動。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據本公司各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三
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書所述期間之任何時間內，並無或曾無遵守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本公司各非執
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及應選
連任。中期報告書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林百欣

香港，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