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簡明綜合財政報告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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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呈報基準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審核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惟編製本報表期內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首次採用經修訂會計
實務準則第12 號「所得稅」及其新訂詮釋，並已追溯應用。

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訂明計算下列項目之基準，本期間應課稅溢利或虧損所產生應
繳或可收回所得稅（本期稅項）；及於日後期間主要產生自應課稅及可扣減之暫時性差額和未
動用稅項虧損結轉的應繳或可收回所得稅（遞延稅項）。

由於在本期間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2 號（經修訂），為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以下各項已
作出前期調整： (i)計算稅務之資本免稅額與就財務申報目的計算之折舊間的差額以及其他應
課稅及可扣減的暫時性差額，而該差額一般會作出全數撥備，惟以往在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
可能於可見將來產生的情況下，方可就時差確認遞延稅項； (ii)購入一間聯營公司之公平價值
調整；及(iii)前期稅項虧損，惟以日後可能有足夠應課稅溢利抵銷該等虧損為限。於二零零三
年七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中所載之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列值，以便符合本年
度之呈報方式。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股東權益經重列減少 147,954,000港元﹐其中包括資本儲備減少
83,781,000港元及累積虧損增加 64,173,000港元（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一日，股東權益滅少
93,910,000港元﹐其中包括資本儲備減少83,781,000港元及累積虧損增加10,129,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溢利淨額變動之影響為虧損2,022,000港元。

2.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收益及溢利／（虧損）：

截至二零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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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對外 其他 分類 分類 對外 其他 分類 分類
銷售 收入 收入 業績 銷售 收入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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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衣製造及銷售 518,008 5,357 523,365 24,074 675,360 3,560 678,920 45,948
物業投資 7,986 842 8,828 7,719 6,990 104 7,094 4,058
其他營運 7,668 — 7,668 (817) 6,516 — 6,516 (3,745)

533,662 6,199 539,861 30,976 688,866 3,664 692,530 46,261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
其他收益及盈利 11,092 1,019

未分配開支 (3,203) (2,900)

經營活動溢利 38,865 44,380

(b) 地區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分類之收益﹕

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對外 其他 分類 對外 其他 分類
銷售 收入 收入 銷售 收入 收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38,995 1,233 140,228 159,993 557 160,550
中國大陸 116,503 4,966 121,469 128,686 3,107 131,793
美國 278,164 — 278,164 400,187 — 400,187

533,662 6,199 539,861 688,866 3,664 692,530

3. 經營業務之溢利

已扣除／（計入）：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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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6 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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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 (5,753) 1,282
出售投資物業之盈利 (735) —
重估投資物業之虧絀 735 —
附屬公司撤銷註冊之盈利 (4,400) —

4.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指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借貸包括貸款票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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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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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本期稅項－香港 4,900 8,900
遞延稅項 4,161 1,499

9,061 10,399

聯營公司：
　香港 — 6,239
　香港以外 7,152 5,412

7,152 11,651

期內稅項支出 16,213 22,050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股東應佔溢利淨額120,77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已重列）：10,337,000
港元）及本期內已發行普通股1,437,709,710股（二零零三年：1,437,709,710股）計算。

經攤薄每股盈利乃根據本期股東應佔已調整溢利淨額120,562,000港元及本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1,437,709,710股計算。

股東應佔已調整溢利淨額乃根據本期股東應佔溢利淨額120,774,000港元減本集團應佔之聯營公
司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業績攤簿212,000港元計算，該攤簿款項來自期內視作行使所有
剩餘麗豐之購股權。

由於在以往期間無攤薄事件，故並無計算該等期間之經攤薄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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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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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一位股東支付之利息開支 (i) 5,293 5,364
向聯營公司支付之租金開支 (ii) 3,005 4,397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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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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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2 6,145
在製品 528 133
製成品 76,615 85,755

88,665 92,033

計入上文所述之本集團存貨賬面值為34,44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39,47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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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鱷魚恤集團零售店以現金進行之銷售外，批發客戶大多以信貸作為交易
條款，而新客戶則一般需要預付款項。發票一般須於發出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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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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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發票到期日，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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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04 171,123
91日至180日 5,158 5,535
181日至365日 8,702 35,577
365日以上 78,953 43,646

226,517 255,881

10.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款項

於二零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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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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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50 179,912
91日至180日 14,337 4,943
181日至365日 6,893 36,546
365日以上 88,895 54,437

257,675 275,838

11. 應付票據

該金額乃應付予本公司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及執行董事林百欣先生之票據欠款餘額（「貸
款票據」）。該貸款票據為無抵押，按一指定香港銀行引用之最優惠利率計息，並須於二零零
五年四月三十日前償還。

12. 比較數字

如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所解釋，由於在本期內採納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財務報表內若干
項目之會計處理及編製方式已經修訂以符合新規定。因此，於去年已作出若干調整及若干比
較數字已重列，從而與本年度之呈列方式貫徹一致。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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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回顧之半年內，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之綜合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120,800,000港元，
較重列之去年同期溢利10,300,000港元有重大改善。溢利主要來自於本公司擁有45%權益之聯
營公司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及本公司製衣業務。本集團應佔麗豐若干物業項目（於過
往年度，本集團就該等物業應佔重估虧絀已在本集團綜合損益賬內扣除）之重估盈餘71,900,000
港元已計入本集團綜合損益賬。

期內，主要由於本集團製衣生產及銷售收入減少，營業額從688,900,000港元下降約22.5%至
533,700,000港元，然而於回顧期內本公司製衣業務仍持續錄得盈利。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於回顧之半年內，錄得未經審核綜合虧損淨額167,100,000港
元，而重列之去年同期虧損淨額為115,500,000港元。期內，該虧損主要是因為出售銅鑼灣廣
場一期，以及麗新發展分攤其聯營公司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之虧損。麗新發展就
出售上述物業引致虧損約273,000,000港元。而該273,000,000港元虧損部份被出售該物業時所
撥回金額約150,000,000港元之負商譽（因收購有關物業而產生）所抵銷。由於本集團於麗新發
展之權益之賬面值已於上一年度完全撇銷，回顧期內應佔麗新發展虧損毋須列入本公司綜合
損益賬。

繼出售兩項投資物業麗新元朗中心及銅鑼灣廣場一期後，麗新發展之租金收入較上年同期下
跌24%。然而，期內麗新發展投資物業組合之平均出租率維持於94%之理想幅度。麗新發展
分別擁有50%權益的Furama Court及翠逸豪園（第二期）之建築工程進展良好，預期將於二零
零四年內預售樓花。位於中環干諾道中1號地段富麗華酒店舊址之發展項目（麗新發展擁有10%
權益）亦順利進行，預期於二零零五年年中完工。

麗新發展於越南的酒店業務即胡志明市Caravelle酒店及峴港富麗華渡假酒店持續錄得改善之
業績。在沙士疫情結束後，二零零三年下半年香港麗嘉酒店及大華酒店亦錄得較好業績。

由麗新發展持有42.54%權益之聯營公司豐德麗，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
錄得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虧損淨額92,700,000港元。此項業績乃由於損失於麗新發展全資附
屬公司就結欠之1,500,000,000港元債項之利息支付及豐德麗衛視業務錄得之虧損。

豐德麗擁有49.77%權益之Media Asia Holdings Ltd.（「寰亞控股」）在二零零三年年底前推出
受到高度評價的影片「無間道」的兩部續集。兩部影片的票房收入均令人滿意。

二零零三年下半年，豐德麗旗下娛樂部門東亞娛樂有限公司（「東亞娛樂」）表現活躍，並錄得
溢利1,56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為虧損25,500,000港元。除兩部影片錄得輕微虧損外，其餘
七部均錄得正面業績。

在回顧之半年度內，本公司擁有45.13%權益的麗豐錄得未經審核之綜合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50,100,000港元，而重列之去年溢利淨額為12,700,000港元。溢利乃主要由於佔一間共同控制
實體之權益的減值虧損撥回及財務費用的削減。經磋商後，麗豐已成功以其於中山一間共同
控制實體之權益換取中山另一處新地塊。該項交易產生之溢利為約42,600,000港元。

二零零三年年底，麗豐之營業額增長126%至143,100,000港元，乃主要由於上海長寧區之項目
凱欣豪園第一期、位於廣州之東風廣場第三期預售樓花。毛利亦從去年同期的50,200,000港
元上升20%至60,000,000港元。於回顧期內，凱欣豪園及東風廣場分別售出77個單位及126個
單位。上海香港廣場的租金收入亦從二零零三年上半年沙士爆發引起之低谷回升。

麗豐另一重要項目廣州五月花商業廣場的內部裝修工程正在進行之中。該13層高綜合寫字樓
及商業大廈連同四層地庫預期於二零零四年下半年開幕。

在回顧之半年度內，鱷魚恤有限公司（「鱷魚恤」）錄得未經審核之綜合溢利為10,900,000港元，
較重列之去年溢利淨額12,800,000港元為低。營業額下降13%至245,400,000港元，毛利率亦從
51%下降至48%。鱷魚恤致力透過成本控制維持其盈利能力，其銷售及分銷成本削減19%，行
政開支減少21%。

鱷魚恤位於香港的業務之表現令人滿意。在內地，品牌數目不斷增加，鱷魚恤面臨激烈競爭。
鱷魚恤計劃透過對特許經營店提供額外鼓勵措施進一步擴大現有銷售網絡。

前景

於二零零三年底，本地經濟及股市開始顯著回升。毫無疑問，此趨勢令市場氣氛大有改善，
從而刺激消費開支增加。內地訪港旅客大幅上升之有利影響更不容忽視，預計自由行之影響
將起碼於短期內維持。此舉將令本集團之零售及酒店業務直接受惠。

麗新發展預計本地樓價及麗新發展大量投資的商業寫字樓租金將在現水平整固。麗新發展擬
進一步發展其酒店管理業務，以補充其酒店投資業務。

麗新發展目前正處於非正式之暫緩還款期，因此，其中一個當務之急為與其所有債權人完成
就達成一致債務重組協議之磋商。與各債權人之磋商已到達相當成熟之階段。麗新發展希望
於二零零四年內達成解決方案。

豐德麗將繼續進行其衛星電視營運之業務發展計劃，同時，等待批出其內地衛星電視下行牌
照。目前，已向香港之電訊盈科有限公司之NOW寬頻電視用戶提供其製作之節目，  並收取
月費，到目前為止，反應令人鼓舞。

寰亞控股已為二零零四年度八至十部電影制訂緊湊的製作時間表。預計，內地與香港於二零
零三年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及進一步放寬內地居民訪港之限制，對寰亞控股及東亞
娛樂之業務將帶來有利之影響，而後者之業務涉及製作本地娛樂表演。

麗豐預期其投資物業即上海之香港廣場將繼續帶來穩定的租金收入。已安排好預售及出售的
已竣工地產項目，包括位於上海之凱欣豪園第一期及廣州之東風廣場第三期，將進一步增加
營業額及利潤。

鑒於鄰近中山市基建設施改善有望，麗豐對中山市之房地產市場持樂觀態度，並將認真考慮
該市之新投資機會。然而，該公司在積極尋求機會拓展其土地儲備之同時，仍將集中於上海
及廣州市場。

由於預計訪港之內地旅客將不斷增加，鱷魚恤對其在香港的業務前景十分樂觀。因此，其正
研究增加在香港的零售店鋪數目的可行性。與此同時，正進行有關於二零零四年底推出嶄新
的「鱷魚恤」商標的準備。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貸款總額（包括應付一名股東之票據）以及
資產淨值分別合共達284,000,000港元及1,807,000,000港元。於當日之負債資本比率（即銀行及
其他貸款總額與資產淨值之百分比）約為15.7%。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為數合共74,000,000港元之銀行及其他貸款絕大部份須於一年
內償還或續期。應付一名股東之票據之到期日為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主要為港元及美元貸款，因此可避免任何不必要之外㶅風險。大部份銀行
及其他貸款均為浮息債務。本集團將會密切注意利率走勢，並且會在有需要時採用對沖工具，
以對沖未可預計之利率波幅。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賬面值約244,000,000港元之若干投資物業及賬面值約6,000,000
港元之若干土地及樓宇，均已抵押予銀行，以為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此外，本集團持有之
115,000,000股麗豐普通股股份及96,000,000股鱷魚恤普通股股份亦已抵押予一間銀行，以為
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及短期上市投資分別為105,000,000
港元及25,000,000港元，足以應付本集團之營運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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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㶅遠期合約對沖，以減低外㶅風險。

僱員及酬金政策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僱員總數約為1,000名（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1,000
名）。職員之薪金水平不比其他公司遜色，並會因應員工表現而加薪。其他職員福利包括為
所有合資格僱員而設之一系列強制性公積金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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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及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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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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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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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根據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於二零零零年三月成立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之審核委員會。中期報告書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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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百欣先生、林建岳先生、林建名先生、蕭繼華先生、
李寶安先生及林建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余寶珠女士、趙維先生、賴元芳女士及林煒琦小姐
（賴元芳女士之替代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溫宜華先生及梁樹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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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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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33,662 688,866

銷售成本 (366,052) (479,400)

毛利 167,610 209,466

其他收益及盈利 17,291 4,683
行政費用 (52,893) (55,732)
銷售及分銷成本 (82,677) (101,797)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10,466) (12,240)

經營活動溢利 3 38,865 44,380

融資成本 4 (6,385) (6,74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105,461 (29,945)
已確認之負商譽 9,576 5,399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虧損 (5,614) —
聯營公司減值撥回 — 25,080

除稅前溢利 141,903 38,165

稅項 5 (16,213) (22,050)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25,690 16,115

少數股東權益 (4,916) (5,778)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 120,774 10,337

每股盈利 6

基本 8.40 仙 0.72 仙

攤薄 8.39 仙 不適用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30,041 31,465
投資物業 245,600 246,900
發展中物業 175,675 176,397
綜合附屬公司賬目時產生之商譽 80,897 89,88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590,933 1,507,801
遞延稅項資產 5,882 10,043

2,129,028 2,062,493

流動資產
短期投資 25,390 19,637
存貨 8 88,665 92,033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2,024 22,872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款項 9 226,517 255,88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4,515 99,575

467,111 489,998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6,637 96,395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款項 10 257,675 275,838
應付稅項 32,941 46,069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74,410 84,517

451,663 502,819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5,448 (12,82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144,476 2,049,672

非流動負債
應付票據 11 210,000 210,000
已收長期按金 — 6,875

210,000 216,875

少數股東權益 127,400 122,484

1,807,076 1,710,313

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718,855 718,855
儲備 1,088,221 991,458

1,807,076 1,710,313

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匯兌變動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重估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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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
如之前所呈報（經審核） 718,855 1,119,738 67,326 — 4,418,975 57 28,652 (4,495,336) 1,858,267
去年調整（附註1） — — — — (83,781) — — (64,173) (147,954)

經重列 718,855 1,119,738* 67,326* —* 4,335,194* 57* 28,652* (4,559,509)* 1,710,313
出售投資物業時解除 — — — (735) — — — — (735)
投資物業重估損益賬之虧絀 — — — 735 — — — — 735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權益時解除 — — — — (19,612) — (4) — (19,616)

於附屬公司撤銷註冊時解除 — — — — (4,400) — — — (4,400)
匯兌調整：
附屬公司 — — — — — — (470) — (470)
聯營公司 — — — — — — 475 — 475

期內溢利淨額 — — — — — — — 120,774 120,774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718,855 1,119,738* 67,326* —* 4,311,182* 57* 28,653* (4,438,735)* 1,807,076

* 該等儲備賬目包括綜合資產負債表中1,088,221,000港元貸方結餘淨額（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
日（重列）：991,458,000港元）之綜合儲備。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匯兌變動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重估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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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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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之前所呈報（經審核） 718,855 1,119,738 19,785 — 4,420,547 57 28,908 (4,466,137) 1,841,753
去年調整（附註1） — — — — (83,781) — — (10,129) (93,910)

經重列 718,855 1,119,738 19,785 — 4,336,766 57 28,908 (4,476,266) 1,747,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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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溢利淨額 — — — — — — — 10,337 10,337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718,855 1,119,738 19,785 — 4,336,766 57 27,317 (4,465,929) 1,756,589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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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額 21,183 17,492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3) (8,93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5,384) 1,61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 5,796 10,17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7,245 95,173
㶅兌調整 252 31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3,293 105,38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4,515 79,212
原於購入時起計三個月內到期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 29,122
銀行透支 (1,222) (2,952)

103,293 105,3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