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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帽業飛達帽業飛達帽業飛達帽業公布公布公布公布 2011 年度中期業績年度中期業績年度中期業績年度中期業績    
*      *     *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訂單勢頭訂單勢頭訂單勢頭訂單勢頭持續持續持續持續強勁強勁強勁強勁    

    
(2011年 8月 29日，香港訊) ─ 著名帽品設計、生產及零售商－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飛

達帽業」或「集團」) (股票編號:1100)今天公佈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之中期業

績。 
 

於回顧期內，集團之營業額增長 23%至 360,520,000 港元，主要由於製造業務訂單增長

強勁，以及貿易業務表現理想所致。集團致力減省製造業務之成本，並成功提價，減輕成

本上漲所帶來的部份影響，期內整體毛利率錄得 25.5%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29.7%)。另

一方面，集團一直以審慎原則經營業務，回顧期內由於集團兩個主要客戶未能如期繳付貨

款，集團須為此作出約 21,337,000 港元的呆壞賬撥備，令集團股東應佔溢利由去年同期

的 10,262,000 港元下跌至 744,000 港元。撇除相關撥備，集團期內的股東應佔溢利應為

22,081,000 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 0.2 港仙(2010 年上半年：每股基本盈利為 2.8 港仙)。 
 
董事局宣佈派發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1 港仙 (2010 年上半年：

每股 1 港仙)。 
 
飛達帽業主席顏禧強先生飛達帽業主席顏禧強先生飛達帽業主席顏禧強先生飛達帽業主席顏禧強先生表示：「我們於回顧期內致力推出多項改善措施，以應付製造業

務成本上升的挑戰，並致力強化貿易團隊，成功使貿易業務扭虧為盈，因此推動了上半年

的業務發展。」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製造業務製造業務製造業務製造業務    

受惠於整體經濟環境復蘇，客戶對集團的產品需求殷切，令製造業務於期內之營業額增長

22%至 291,423,000 港元，佔集團總營業額 79.0%，繼續成為集團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集

團於期內面臨成本大幅增加，廠房勞工短缺問題等挑戰，使毛利率下調至約 20%之水平。

此外，於期內集團兩個主要客戶未能如期繳付貨款，集團為持守審慎理財原則，因而作出

約 21,337,000 港元的呆壞賬撥備，令製造業務的經營溢利由去年同期 24,679,000 港元減

少 60%至 9,986,000 港元。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    

由於內地消費意欲持續高漲，使零售業務營業額增長 11%至 54,763,000 港元。然而，由

於受日元匯率上升及員工成本上漲影響，令錄得經營虧損 5,243,000 港元，與去年的表現

相若(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經營虧損：5,261,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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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rio 業務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 8%至 41,431,000 港元，主要是受惠於內地經濟健康

發展帶動市場對高檔精品需求上升，但由於日元匯率於期內持續升值，對 Sanrio 業務經

營成本構成壓力，故錄得經營虧損 2,64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經營虧損：2,599,000

港元)。 

 

LIDS 業務方面，隨著「NOP」專門店及「New Era」店鋪的開設，帶動 LIDS 業務營業額

由去年同期上升 27%至 13,321,000 港元，但由於中港兩地員工成本持續增長及傳統淡季

的影響，令此業務錄得經營虧損 1,807,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中期經營虧損：1,411,000
港元)。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止，集團 Sanrio 自營店及加盟店總數分別為 48 間及 59 間；LIDS

自營店 30 間，其中 24 間位於國內，6 間位於香港。於國內共有 13 家 LIDS 加盟店。另

外，集團在本港亦經營 3 間「NOP」自營店及 1 間「New Era」零售店。 
 
貿易業務貿易業務貿易業務貿易業務 

集團於期內致力強化貿易業務之銷售團隊，擴大客戶基礎，帶動營業額上升 60%至

22,855,000 港元，並成功扭虧為盈，錄得經營溢利 2,12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經營虧損為 1,434,000 港元)，表現令人鼓舞。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製造業務方面，集團於 2011 年 8 月 19 日透過完成收購 Million Soung Limited，間接擁有

其主要客戶 H3 Sportgear 之 85%股權。是次收購將令 H3 Sportgear 成為集團於美國的分

銷及貿易分支，以及建立自家專利産品組合，並吸引更多利潤率較高的專利帽品業務。H3 

Sportgear 亦將協助集團進軍美國之配飾業務，藉以提升集團之産品組合，為現有業務帶

來强大的協同效益。事實上，自集團公布是項收購後，H3 Sportgear 瞬即接獲美國其中一

家最大的零售商接洽供貨安排，因此集團對美國業務表現充滿信心。 

 

至於 Sanrio 業務方面，集團將在下半年開拓網上商貿平台，以及投放資源改善現有店舖

的營運效益以提升銷售表現，集團亦擬於下半年於國內一線城市增設自營店，以及於二、

三線城市吸納更多加盟店，以進一步擴闊其銷售網絡及市場份額。LIDS 業務方面，集團

計劃於下半年繼續於本港開設「NOP」零售店，同時加大力度發展多元化品牌，務求可滿

足市場上對不同帽品的需求。 

 

貿易業務方面，集團致力提升歐洲銷售團隊的實力，所投放的努力已取得滿意成果。其中

銷售團隊剛取得一支英國超級聯賽前列隊伍的帽品歐洲分銷權，未來將繼續爭取更多英超

聯前列隊伍的帽品分銷權，並希望進一步擴大客戶基礎，締造更大的協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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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先生顏先生顏先生顏先生總結：「集團預期下半年訂單增長勢頭持續強勁。為滿足客戶殷切的訂單需求，集

團計劃於其他地區進一步提升其生産規模。此外，由於部份原材料價格例如棉花價格開始

回軟，下半年原材料價格的壓力將得以舒緩，我們對製造業務於未來穩健發展充滿信心。

展望將來，集團將繼續審慎部署，致力帶動業務持續發展，以期為股東帶來長遠而穩定的

回報。」 

- 完 -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簡介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簡介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簡介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簡介(聯交所股份代號聯交所股份代號聯交所股份代號聯交所股份代號：：：：1100)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於 1986 年創辦，並於 2000 年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集團主要從事優質帽品的設

計、生產及分銷。集團於深圳及番禺自設廠房，生產專利品牌或商標的休閒帽品，每年有超過 5,000 種新

設計，年產量超過 3,000 萬件。集團於 2004 年取得北京 2008 年奧運會帽品專利，並於同年開拓零售業務，

在香港及中國開設 LIDS 帽品零售店。於 2005 年，集團取得 SANRIO 產品在內地的獨家專利，以設計、生

產及銷售其產品。於 2006 年，飛達帽業收購位於中國的健豪製帽(番禺)有限公司，該廠製造 85%的 Kangol
帽品，為集團進一步拓展時尚帽品市場。於 2007 年，集團成功取得國際足球協會(“FIFA”)的品牌帽品於 2007
至 2014 年期間之全球專利生產權。於 2008 年，集團與全美最大及最迅速增長的帽品生產商 New Era Cap 
Co., Inc.簽訂一項為期七年的製造協議。 

公司網頁：www.mainlandheadwear.com / www.mainland.com.hk 

 
如有任如有任如有任如有任何何何何查詢查詢查詢查詢，，，，請聯絡請聯絡請聯絡請聯絡: 
縱橫財經公關有限公司縱橫財經公關有限公司縱橫財經公關有限公司縱橫財經公關有限公司 
蘇嘉麗   電話: +852 2864 4826 電郵: heidi.so@sprg.com.hk 
龔美欣  電話: +852 2864 4859 電郵: angela.kung@sprg.com.hk 
徐佩芝  電話: +852 2864 4853 電郵: cornia.chui@sprg.com.hk 
  傳真: +852 2527 1196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黃愛娘 電話: +852 2798 3213   電郵: linda.oei@mainland.com.hk 
黎文星 電話: +852 2798 3211   電郵: thomas.lai@mainland.com.hk 
傳真: +852 2796 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