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麗 新 製 衣

（股份代號：191）

截 至 二 零 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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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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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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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86,357 533,662

銷售成本 (135,946) (366,052)

毛利 150,411 167,610

其他收益及盈利 20,783 17,291

銷售及分銷成本 (79,050) (82,677)

行政費用 (54,982) (52,893)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9,323) (10,466)

經營活動溢利 3 27,839 38,865

融資成本 4 (6,901) (6,38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37,353 105,461

已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13,657 9,576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虧損） 5 2,421,449 (5,614)

除稅前溢利 2,493,397 141,903

稅項 6 (14,480) (16,213)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478,917 125,690

少數股東權益 (8,172) (4,916)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 2,470,745 120,774

每股盈利 7

　基本 1.7185港元 0.0840港元

　攤薄 不適用 0.0839港元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27,161 21,241

　投資物業 265,680 265,680

　發展中物業 178,481 178,150

　商譽 62,917 71,90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636,829 1,593,166

　長期投資 8 411,271 —
　遞延稅項資產 8,926 13,398

2,591,265 2,143,542

流動資產

　短期投資 27,202 24,250

　存貨 86,790 74,986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1,881 23,166

　應收賬款 9 100,639 95,49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3,168 182,539

459,680 400,439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3,368 116,519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款項 10 145,257 125,517

　應付稅項 24,556 40,974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109,482 73,113

362,663 356,123

流動資產淨值 97,017 44,31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88,282 2,187,858

非流動負債

　應付票據 195,000 195,000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70,000 38,800

265,000 233,800

少數股東權益 152,492 144,320

2,270,790 1,809,738

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718,855 718,855

　儲備 1,551,935 1,090,883

2,270,790 1,809,738

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固定資產 㶅兌變動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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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四年八月一日
　（經審核） 718,855 1,119,738* 65,340* 4,311,182 * 57* 28,214* (4,433,648)* 1,809,738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權益時解除 — — — (1,993,385 ) (57 ) (16,736 ) — (2,010,178 )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權益時轉撥 — — — (358,301 ) — — 358,301 —

㶅兌調整：
　附屬公司 — — — — — (45 ) — (45 )
　聯營公司 — — — — — 530 — 530

期內溢利淨額 — — — — — — 2,470,745 2,470,745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718,855 1,119,738* 65,340* 1,959,496 * —* 11,963* (1,604,602)* 2,270,790

* 該等儲備賬目包括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中1,551,935,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1,090,883,000

港元）之綜合儲備。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㶅兌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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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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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損益賬扣除之投資物業
　重估虧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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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㶅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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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簡明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5,103 5,373

　投資物業 74,980 74,980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600,703 601,42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61,348 406,297

　長期投資 372,528 —

1,414,662 1,088,074

流動資產

　短期投資 27,202 24,250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204 2,263

　應收賬款 93,773 84,93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7,394 22,002

191,573 133,448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673 24,012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款項 98,103 91,633

　應付稅項 3,031 17,949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73,000 30,010

188,807 163,604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2,766 (30,15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17,428 1,057,918

非流動負債

　應付票據 195,000 195,000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70,000 38,800

265,000 233,800

1,152,428 824,118

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718,855 718,855

　儲備 11 433,573 105,263

1,152,428 824,118

簡明綜合財政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之「中期財務報

告」而編製。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呈報基準及編製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

審核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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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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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衣製造及銷售 263,373 16,198 279,571 15,089 518,008 5,357 523,365 24,074

物業投資 9,697 — 9,697 8,580 7,986 842 8,828 7,719

其他營運 13,287 — 13,287 2,550 7,668 — 7,668 (817 )

286,357 16,198 302,555 26,219 533,662 6,199 539,861 30,976

利息收入及

　未分配之其他

　收益及盈利 4,585 11,092

未分配費用 (2,965 ) (3,203 )

經營活動溢利 27,839 38,865

(b) 地區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分類之收益。

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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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銷售 其他收入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其他收入 分類收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21,590 730 122,320 138,995 1,233 140,228

中國大陸 108,254 15,468 123,722 116,503 4,966 121,469

美國 56,513 — 56,513 278,164 — 278,164

286,357 16,198 302,555 533,662 6,199 539,861

3. 經營業務之溢利

已扣除／（計入）：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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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9 3,156

攤銷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之商譽 8,990 8,990

短期投資未變現盈利 (2,952 ) (5,753 )

出售固定資產之盈利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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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透支及其他借貸及貸款票據之利息。

5.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虧損）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本集團一間當時之聯營公司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以每股0.50港元之

價格配發及發行約9,000,000,000股麗新發展新股份予麗新發展之債券持有人及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作為

清償麗新發展欠負其債券持有人及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債項的償債組合之一部份。因此，本集團於麗新

發展之權益於同日由約42.25%攤薄至約12.42%，有關攤薄構成本集團視作出售其於麗新發展之權益。本集

團所佔麗新發展之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上升至約411,000,000港元。經計及各項轉撥至本集團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損益賬之儲備約2,010,000,000港元後，本集團視作出售於麗新發展之股權之收益約2,421,000,000港

元。此外，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資本儲備約358,000,000港元（麗新發展於過往年度贖回其優先股時由本集

團綜合保留溢利轉撥至其綜合資本儲備），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撥回至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保留

溢利。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麗新發展之餘下12.42%股權將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一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列為長期投資。

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金額為本集團因在期內行使本集團之聯營公司麗豐控股有限公

司（「麗豐」）之購股權而產生之視作出售麗豐權益之虧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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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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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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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本期稅項  —  香港 2,000 4,900

　遞延稅項 4,472 4,161

6,472 9,061

分佔聯營公司稅項 8,008 7,152

期內稅項支出 14,480 16,213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股東應佔溢利淨額2,470,74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20,774,000港元）及本期內已

發行普通股1,437,709,710股（二零零四年：1,437,709,710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攤薄事件，故並無披露該期間之經攤薄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經攤薄每股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股東應佔已調整溢利淨額 120,562,000港元及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

1,437,709,710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佔已調整溢利淨額乃根據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股東應佔溢利淨額120,774,000港元減本集團應佔之麗豐業績攤薄212,000港元計算，該攤薄款項來

自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視作行使所有剩餘麗豐之購股權。

8. 長期投資

期內，本集團於麗新發展之股權由42.25%攤薄至12.42%，詳情載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5。因

此，本集團於麗新發展之股權由聯營公司之權益重列為長期投資。

9. 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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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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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發票日期，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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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50 24,553

91日至180日 1,105 11,738

181日至365日 14,398 12,815

365日以上 54,886 46,392

100,639 95,498

10. 應付賬款及票據款項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及票據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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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35 39,044

91日至180日 6,999 18,369

181日至365日 20,507 12,019

365日以上 63,616 56,085

145,257 125,517



11. 儲備

本公司

股份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溢價賬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累積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四年八月一日（經審核） 1,119,738 65,035 15,197 (1,094,707 ) 105,263

期內溢利淨額 — — — 328,310 328,310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1,119,738 65,035 15,197 (766,397 ) 433,573

12.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鱷魚恤集團接納一名獨立第三者買家有關以現金代價145,000,000港元購買鱷魚恤集團若干投資物業（「該等物業」）之投標。此宗交

易根據香港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一項主要交易（出售）。經計及該等物業計入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

表內之總賬面值66,000,000港元後，出售該等物業之盈利（未計計入本集團綜合賬目之開支）估計為79,000,000港元。計及本集團於鱷魚恤有限公司之54.93%股權

後，計入本集團綜合賬目之出售該等物業盈利淨額（未計開支但經扣除45.07%少數股東權益）估計約43,400,000港元，而本集團之綜合資產淨值將增加約43,400,000

港元。

交易已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在股東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交易預計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完成。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中期股息。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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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淨額2,470,7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溢利淨額120,800,000港元有進一
步改善。在回顧之半年內之溢利中，約2,421,400,000港元來自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完成償還其尚
未清還之債項時，被視為出售本公司於麗新發展股本權益之收益，當時麗新發展向其債券持有人及債權人（包括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
配發及發行9,000,000,000股新普通股，本公司於麗新發展之權益被攤薄至約12.42%，而該權益自此於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中被當作
長期投資。正數經營貢獻報自本公司之製衣，鱷魚恤有限公司及麗豐控股有限公司之業務。

本集團之營業額為286,36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8.3%，乃由於本公司製衣業務之營業額下跌，以及上市附屬公司鱷魚恤有限公
司營業額下跌13.3%所致。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

麗新發展半年內錄得未經審核綜合虧損淨額1,256,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虧損淨額為167,100,000港元。

儘管營業額下跌，麗新發展錄得經營業務溢利222,800,000港元，主要是因為來自漾日居之長期投資之減值撥回以及酒店及餐廳業務之
貢獻。由於麗新發展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完成向債券持有人及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清償債項產生1,484,000,000港元虧損，故其半
年業績受到負面影響。然而，麗新發展集團已於回顧之半年底由淨資產虧絀狀態轉為淨資產狀態，並由淨流動負債狀態轉為淨流動資
產狀態。

麗新發展之物業投資組合之平均租用率維持在95%，而租金回升已減低對上財政年度出售多項物業對租金收入之影響，本半年所錄得
數字較去年同期下跌約12%。在物業發展方面，麗新發展成功出售九龍尖沙咀Kimberley 26整個住宅部分，並已確認約78,000,000港
元溢利。隨著本港旅遊業持續興旺，麗新發展之酒店業務亦同樣取得理想業績。

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控股」）

麗豐控股（本集團持有45.13%權益）錄得未經審核之綜合股東應佔溢利淨額50,190,000港元，去年同期溢利淨額則為50,070,000港元。豐
厚之溢利乃由於經營業務所產生。營業額上升74.4%至249,700,000港元，乃因為預售上海凱欣豪園第一期以及出售廣州東風廣場第三
期所致。

在上海凱欣豪園第1至5座以及第7座共693個預售單位中，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出售679個單位，成績令人鼓舞。在廣州東
風廣場第5及第6座預售之合共438個單位中，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底已出售412個單位，成績同樣理想。

麗豐控股位於廣州之商業物業五月花商業廣場的四層單位已於回顧期間內開始營業。

鱷魚恤有限公司（「鱷魚恤」）

鱷魚恤半年錄得未經審核之綜合股東應佔溢利淨額18,130,000港元，較去年之業績改善66.2%。雖然營業額下跌13.3%至212,660,000港元，
但期內之毛利率則由47.6%改善至51.4%。

鱷魚恤在內地推行若干「鱷魚恤」品牌產品特許經營政策，而此項收益更加錄得顯著上升。在營業額下趺後，已加以控制銷售及分銷開
支。鱷魚恤之香港業務錄得正面業績。然而，其業績受到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不尋常的和暖天氣，以及於回顧的半年後在二零零五年二
月農曆新年期間氣溫下降的一定影響。

在檢討其特許經營店舖政策後，鱷魚恤已實施計劃，重新裝修約500間附有新鱷魚恤品牌之店舖，亦同時結束近400間被視為不宜經營
之店舖。鱷魚恤內地業務之營業額因結束該等店舖而下跌13%。

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

豐德麗（現時持有麗新發展40.8%權益，並由麗新發展持有42.54%權益）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經審核之綜合股
東應佔溢利淨額52,370,000港元，比較去年業績有明顯改善，主要因為確認償還麗新發展所欠之債項1,500,000,000港元所產生之溢價
95,990,000港元，以及分攤豐德麗兩間聯營公司，即麗新發展及寰亞綜藝娛樂集團有限公司（「寰亞」）之損益。

寰亞（豐德麗佔37.33%權益）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及自動報價系統（「SGX－SESDAQ」）上市，並於截
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股東應佔溢利淨額40,020,000港元。儘管本年度總營業額下跌21.1%，但寰亞之電影製作及發
行業務因推出八齣新影片以致收入上升。

前景

香港出口製衣及紡織之配額系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到期，預期會對本公司之經營策略構成重大影響。董事會已根據本公司現有之
基本實力，及顧及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之前題下評估不同發展策略。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成功完成麗新發展之償債計劃後，該公司將可重新建立穩健之財政基礎。麗新發展仍須透過出售麗新發展集團於
越南兩間酒店及香港一項住宅物業之權益，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履行償還以麗新展集團發行A系債券作抵押之債項266,000,000

港元。麗新發展已於二零零五年初自動償還相等於總額10%之款項，並對準時償還未償還結餘充滿信心。

麗新發展對制定其物業發展策略仍然保持審慎態度。鑑於全球旅遊業復甦，其將透過富麗華國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繼續在香港及亞
洲其他地區物色酒店管理之機會。該公司在管理三至四星級酒店方面一直保持出色之業績。

麗豐控股對內地長江及珠江三角洲之經濟增長仍然感到樂觀，因此將繼續專注上海及廣州之物業投資及發展項目。其於上海香港廣場
之投資物業將繼續貢獻穩定之租金收入。銷售上海及廣州之住宅物業項目，即凱欣豪園第二期及東風廣場第四期，預期將可進一步改
善營業額及盈利能力。

麗豐控股又預計，港珠澳大橋之興建計劃將大幅改善泛珠江三角地區之整體經濟發展，而中山市正位於該區。因此，以麗豐控股於上
述城市之土地儲備規模來看，麗豐控股應得以受惠。

鱷魚恤相信香港及內地之經濟基礎將保持強勢，但香港物業升值使租金開支上升，則可能影響其業務之盈利能力。

鱷魚恤仍然看漲內地之時裝零售市場，並計劃於上海開設其首間旗艦店。然而，「鱷魚恤」贗品充斥市面，該公司將調配更多資源控制
有關問題。

豐德麗於二零零四年底宣佈，其有意積極探討參與澳門住宅及酒店物業發展市場之可行性。倘豐德麗落實其計劃，預期豐德麗集團之
投資成分及比重將出現重大轉變。寰亞則有意專注集中香港及內地演員之高成本製作。其亦已將業務範圍拓展至包括為內地電影展覽
及戲院經營提供顧問服務。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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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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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或曾無遵守於期內適用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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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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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

林建名

香港，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建名先生、林建岳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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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樹賢先生及周炳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