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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開拓成功開拓成功開拓成功開拓新新新新收入來源收入來源收入來源收入來源    為長遠發展作好準備為長遠發展作好準備為長遠發展作好準備為長遠發展作好準備 
 

 

(2009 年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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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集團」) (股票編號:1100)今天公佈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於回顧年內，集團的營業額上升約 13%至 610,959,000 港元（2007：539,041,000 港元），

主要是由去年初收購的北京叠翠旅遊紀念品有限責任公司(「叠翠」)之業務所帶動。然而，

由於製造業務倒退，加上叠翠業務及番禺廠房之商譽及無形資產減值約 28,348,000 港元、以

及須承擔集團於越南的廠房意健集團有限公司(「意健」)之部分虧損約 4,570,000 港元，令股

東應佔虧損錄得 29,259,000 港元（2007 年：股東應佔溢利為 41,702,000 港元）。 每股基

本虧損為 9.2 港仙 (2007 年:每股基本盈利 13.1 港仙)。 
 
董事會建議宣派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3 港仙，連同中期派發的股

息每股 2 港仙，全年股息合計為每股 5 港仙，(2007 年：每股 8 港仙)。 
 
飛達帽業主席顏禧飛達帽業主席顏禧飛達帽業主席顏禧飛達帽業主席顏禧強先生強先生強先生強先生表示：「集團於 2008 年面對前所未見的挑戰，包括金融海嘯及全

球經濟逆轉對我們的訂單構成沉重壓力，以及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成本及工資大幅攀升等因

素，令集團的生產成本上升，導致毛利受壓。然而，我們致力開拓新客源的努力已獲得回報。

除了在去年 10 月與最大的帽品生產商 New Era 結為策略性夥伴外，集團近期更贏得日本一

家大型優閒服連鎖店的新訂單，我們有信心這些新訂單可為集團帶來穩定及可觀的收入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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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業務繼續成為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由於美國市場放緩，加上 Concept One 於期內違反

與集團簽訂的製造協議，導致訂單大幅減少。為此，集團已向 Concept One 採取適當法律程

序，以追討相關損失。集團積極於美國市場，以及透過歐洲之貿易業務開拓新客源以減輕影

響。集團亦把握北京 2008 年奧運的商機，使製造業務營業額維持去年水平，約 399,368,000
港元。然而，面對不明朗外圍因素，加上新取得之訂單毛利較低，使製造業務的毛利率受壓

而下調至略低於 20%之水平。故此，集團於去年初在深圳廠房率先引入「LEAN（精益生產）」

工廠管理模式，藉此精簡管理架構及提升生產效益。有見效果理想，集團已於 2008 年 9 月

在所有生產線全面推行 LEAN 管理模式。 
 
製造業務的經營溢利下降至 364,000 港元，主要由於番禺廠房之無形資產減值 11,146,000 
港元及毛利率受壓所致。 
 
集團於 2008 年 1 月以現金 2,520,000 美元的總代價投資於意健，並持有當中的 36%股權，

藉此在越南設立策略性據點，為大型品牌客戶提供其他生產設施之選擇，以增強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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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8 年 10 月，集團與 New Era 簽訂一項為期 7 年的製造協議，根據該協議，New Era
須於協議期內購入由集團供應及生產的帽品，並有權認購飛達帽業之股份。該 7 年期之計劃

生產總值高達 160,000,000 美元，而首年度之最低採購額為 5,000,000 美元。有關訂單預期

可於 2009 年財政年度內反映。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 
集團零售業務在回顧年內受 Sanrio 營業額增長，以及新增之叠翠業務所帶動而上升 73%至

185,916,000 港元，佔集團營業額約 30.4%。經營虧損為 22,838,000 港元（2007 年經營虧

損：3,599,000 港元），主要由於叠翠業務的商譽減值約 17,202,000 港元，加上員工成本及

租金上漲所致。撇除叠翠業務的商譽減值，零售業務的經營虧損約為 5,636,000 港元。 
 
Sanrio 業務的營業額較去年增長 14%至 85,806,000 港元。然而，由於國內店鋪租金及工資

持續上揚，加重集團的營運成本，令 Sanrio 業務錄得經營虧損 3,680,000 港元。集團於回顧

年內亦積極拓展零售網絡，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集團的自營店及加盟店總數分別達 49
間及 60 間。 
 
LIDS 的營業額錄得 27,923,000 港元，經營虧損收窄 10%至 3,732,000 港元。面對香港市

場租金及經營成本高企的壓力，集團於 2008 年 10 月結束銅鑼灣利園山道的分店，並於荃灣

及屯門兩個富營運彈性兼回報較佳的地段開設新店。由於新店分別於 10 月及 11 月方正式開

業，令營業額受短暫影響而稍為下跌。在中國市場方面，集團貫徹以加盟店模式擴展業務。

於 2008 年 12 月 31 日，集團共有 LIDS 自營店 31 間，其中 23 間位於中國，8 間位於香港。

另外，集團於中國設有 17 間 LIDS 加盟店。 
 
集團於 2008 年年初收購叠翠，即時擴闊其零售網絡至北京的主要旅遊景點，並帶來額外收

入來源。在回顧年內，該業務之營業額錄得 72,187,000 港元，而撇除約 17,202,000 港元的

商譽減值後，經營溢利為 1,776,000 港元。於 2008 年 12 月 31 日，集團共設有 4 間自營店，

包括八達嶺、天壇、紫禁城及頤和園，以及 36 間加盟店。 
 
貿易業務貿易業務貿易業務貿易業務 
集團歐洲貿易業務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分別錄得 45,622,000 港元（2007 年： 50,463,000
港元）及 4,987,000 港元（2007 年： 7,133,000 港元），主要由於英磅匯價回軟所致。該部

門在期內繼續透過其與歐洲零售商之良好關係，協助製造業務拓展客戶基礎，締造協同效益。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集團預計 2009 年的工資及原材料價格將維持平穩，有助穩定集團之銷售成本及其他經營開

支。同時，隨著集團於去年 9 月於所有生產線全面實施「LEAN（精益生產）」工廠管理模

式，成功減低原材料的損耗，並使出貨量更準確，大大提升整體營運及生產效率。 
 
憑藉 New Era 與集團的良好關係，集團有信心首年訂單將遠高於原訂金額，為集團帶來穩定

及可觀的收入來源。此外，集團成功招攬日本一家大型優閒服連鎖店為新客戶，首批訂單並

於 2009 年 1 月付運，進一步增加收入來源。 
 
為鞏固於意健控制權，集團於2009年2月宣布增持該廠房之36%股權至60%，並對其於2009
年第 2 季達至收支平衡充滿信心。而有關 Concept One 的法律訴訟，集團相信有關爭議將可

於 2009 年內完滿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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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務方面，面對經營環境日趨困難的挑戰，集團積極與業主商討租金減免，並致力精簡

運作，以提升 Sanrio 業務之營運效益。此外，集團亦將繼續拓展加盟業務，及透過提高自家

開發且毛利率較高的產品銷售比例。至於 LIDS 業務方面，集團將致力拓展毛利較高之自家

帽品品牌產品，並物色更多分銷渠道，預期 LIDS 業務可於 2009 年達致收支平衡。 
 
隨著北京 2008 年奧運圓滿結束後，叠翠將繼續發售特許奧運產品，並進一步發展旅遊紀念

品零售業務。 
 
顏先生總結:「展望未來，我們已作好部署，準備渡過 2009 年極具挑戰的經濟環境，並隨時

把握市場所展現的商機。我們有信心憑藉集團取得之新客戶，加上旗下所有廠房全面實施

LEAN 工廠管理模式後，大大提升整體的營運及生產效率，將為集團長遠發展作好準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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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及番禺自設廠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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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期間之全球獨家專利生產權，以及 FIFA 品牌帽品於大中華及日本地區之獨家

分銷權。於 2008 年，集團與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551）及鉅永有限公司共同投資位於越南的帽品製造公

司意健集團有限公司，成為其最大股東。同年，集團亦收購了北京叠翠旅遊紀念品有限責任公司之全部股權，擴闊其零售

網絡，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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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有任查詢，請聯絡如有有任查詢，請聯絡如有有任查詢，請聯絡如有有任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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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4 2789 / 2111 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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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   電郵: thomas.lai@mainland.com.hk 
 傳真: +852 2796 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