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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飛達帽業公佈飛達帽業公佈飛達帽業公佈飛達帽業公佈 200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全年全年全年全年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股東應佔溢利達股東應佔溢利達股東應佔溢利達股東應佔溢利達 41,702,000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      *     * 
Sanrio 業務首業務首業務首業務首次次次次錄得經營溢利錄得經營溢利錄得經營溢利錄得經營溢利    零售業務成為未來增長動力零售業務成為未來增長動力零售業務成為未來增長動力零售業務成為未來增長動力 

 

(2008 年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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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於回顧年內，集團的營業額為 539,041,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27%。營業額下降的主

因是集團於 2006 年 12 月出售附屬公司 Drew Pearson Marketing Inc. (“DPM”)。撇除出售

DPM 之業務，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的營業額上升約 12%，主要因為零售業務擴展。扣除因出

售已終止經營業務 DPM 之資產及負債之一次性所得收益調整 5,475,000 港元，股東應佔溢

利為 41,702,000 港元(2006 年：86,970,000 港元)，主要由於製造業務的營業額及毛利率減

少所致。每股基本盈利為 13.1 港仙(2006 年:27.6 港仙)。 
 
董事會建議宣派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5 港仙，連同中期派發的股

息每股 3 港仙，全年合共派發每股 8 港仙。(2006 年：每股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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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集團的製造業務經營環境於 2007 年持續困難，我們

在回顧年內積極推行多項策略性部署。在製造業務方面，我們成功改革番禺廠房以顯著提升

營運效益、並透過貿易團隊把握歐洲市場的龐大商機。至於零售業務方面，我們致力擴展

Sanrio 及 LIDS 業務，專注銷售利潤較高的產品，並透過加盟模式拓展網絡，成功令經營虧

損大幅收窄，Sanrio 更於去年首次錄得經營溢利，預期 2008 年將為零售業務的收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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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業務於回顧年內繼續成為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然而，由於 DPM 業務之買家 Concept One
未有履行製造訂單協議之承諾，導致深圳廠房的業務遜於預期，加上外圍因素包括美國市場

放緩、人民幣升值，以及工資上漲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影響，營業額於回顧年內減少約 15%
至 396,071,000 港元，毛利率亦由 30%下調至 24%。為此，集團已採取適當法律程序向 Concept 
One 追討相關損失。 
 
有見及此，集團採取多項措施，包括改革番禺廠房，令經營虧損大幅收窄，下半年收支更接

近平衡；同時透過貿易團隊把握歐洲大型零售商之私有品牌業務的商機，更與歐洲多家大型

百貨公司建立業務伙伴的關係，如 H&M, Umbro 及兩家英國主要體育用品連鎖百貨公司等，

從而擴大集團於歐洲市場的佔有率及把握更大的商機，藉以減輕外圍因素的部份影響。 
 
集團於 2007 年 3 月成功取得 FIFA 品牌帽品於 2007 至 2014 年之全球獨家專利生產權，以

及於大中華及日本地區之獨家分銷權，預期將可鞏固製造業務，並進一步把握由國際體育，

以至其他大型盛事所帶來的業務商機。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 
集團的零售業務在 2007 年營業額大幅增長 46%至 107,798,000 港元，佔集團整體營業額約

20% (2006 年：10%)。 

 



飛達帽業公佈 2007 年度全年業績 
 

-2- 

 
Sanrio 業務在回顧年內表現令人鼓舞，營業額大幅飆升 73%至 75,458,000 港元，同店銷售

增加 36%，並首次錄得經營溢利達 553,000 港元。集團把毛利率較高的自家開發產品系列佔

營業額銷售比例由去年的 13%增至 39%，Sanrio 業務的毛利率較去年亦增加約 2 個百分點。 
 
集團於年內擴展零售版圖至華中主要城市，如成都，重慶等，並在上海開設兩家專門售賣較

高毛利之 Sanrio 卡通人物飾品的「K Star」專賣店，同時透過建立品牌知名度及形象，積極

吸納特許經營商。另外，集團於 2007 年 4 月簽訂認購協議，增持集團經營 Sanrio 業務之非

全資附屬公司 Futureview Investment Limited 之 51%股權至 75%，代價為現金 5,000,000 港

元，讓集團經營 Sanrio 業務更具營運及成本效益。 
 
LIDS 的營業額在回顧年內上升 8%至 32,340,000 港元，經營虧損大幅收窄約 25%至

4,152,000 港元，同店銷售較去年增長 8%。集團於回顧年內結束兩家香港分店，並把毛利率

較高的自家品牌產品佔銷售的比例由 19%提升至 29%，成功提升毛利率，同時貫徹以加盟店

模式進一步擴展於中國之業務。 
 
集團於期內增設 5 間 Sanrio 自營店及 27 間加盟店，令自營店及加盟店總數分別達 49 間及

57 間。LIDS 業務方面，集團共有 LIDS 自營店 30 間，其中 23 間位於中國，7 間位於香港。

另外，集團於中國設有 19 間 LIDS 加盟店，其中 6 間乃於期內開設。 
 
貿易業務貿易業務貿易業務貿易業務 
集團的貿易業務因出售 DPM 令期內營業額減少約 84%至 50,463,000 港元，惟受惠於貿易團

隊致力拓展高毛利業務、英磅升值，以及嚴格控制成本及提升效率，成功令經營溢利激增近

一倍至 7,133,000 港元。此外，貿易團隊亦於回顧年內積極為製造業務把握歐洲市場的商機。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展望將來，集團將採取一系列策略性舉措促進各業務的發展。 
 
製造業務方面，由於美國經濟前景不明朗令顧客消費模式轉變，集團正積極擴展分銷網絡至

較小型之零售店，同時繼續透過貿易團隊積極擴展歐洲業務，並尋求更多與歐洲大型百貨公

司建立業務伙伴關係的機遇，目標是於未來兩年成為歐洲最主要帽品供應商之一。 
 
此外，集團作為北京 2008 年奧運會之帽品主要特許生產及分銷商，亦積極抓緊是次盛事所

帶來的龐大商機。預期隨著活動臨近，未來數月將踏入訂單高峰期，為製造業務增添新的盈

利增長動力。 
 
於 2008 年 1 月，集團以現金 2,880,000 美元的總代價，與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裕

元集團」）及鉅永有限公司協議共同投資位於越南的帽品製造公司意健集團有限公司。此項

策略性投資為集團在越南即時設立據點，減低內地廠房生產成本持續上漲的影響，並為大型

品牌客戶提供其他生產設施之選擇；同時促進集團與裕元集團在零售業務上的進一步合作。 
 
另外，集團引進“LEAN（精益生產）”工廠管理模式，提升營運及生產效率及提高邊際利潤，

加上新增之越南廠房，預期集團的總產能將大幅提升，以應付訂單增長的需求。另外，集團

將繼續改革番禺廠房，進一步提升效率及擴闊客源，預期該廠房可於 2008 年達致收支平衡。 
 
零售業務方面，集團將繼續加強 Sanrio 品牌的市場認受性，吸引更多特許經營商。另外，集

團將繼續發展 Sanrio Vivitix 品牌專門店及 Gift Gate Shop 之森林店，分別鞏固時尚上班女

性及孩童等目標客戶群。其中 Gift Gate Shop 之森林店及各式專賣概念店將相繼在上海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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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城市開業。該業務更將由中央配貨制轉為因應地區店舖要求而採購，以便有效管理存貨及

迎合地區客戶的需求，提高營銷效益。集團將同時強化設計團隊重點提高自家開發產品的設

計能力。此外，我們將擴展 Sanrio 業務至批發方面，進一步增加利潤。為配合零售業務的急

速發展，集團亦會投放資源加強內部培訓，提高營運效益。 
 

LIDS 業務方面，集團將繼續加強自家品牌產品製造(OBM)，以提高利潤。集團不僅致力提升

毛利率較高的自家品牌產品佔銷售的比例，更計劃透過自家品牌推出較高毛利的時尚帽品及

運動時尚帽品系列、擴展批發業務，並積極與更多國際品牌達成合作。與此同時，鑒於香港

租金及成本高企，集團將繼續審慎經營香港業務，並透過加盟模式發展中國業務。 
 
另一方面，集團剛於 2008 年 1 月收購在中國擁有約 200 家奧運產品零售專門店之北京叠翠

旅遊紀念品有限責任公司之全部權益，總投資額為 26,000,000 元人民幣。是次收購為零售

業務增加收入來源，即時擴闊零售網絡至國內多個主要旅遊景點，讓集團可開拓旅遊紀念品

零售業務，並為 Sanrio 及 Lids 提供新的零售平台，為集團帶來協同效益。 
 
展望未來，顏先生總結:「預期受到多項外圍因素，包括美國經濟將持續放緩，加上美國人消

費模式改變，以及人民幣及原材料成本升勢持續等因素所影響，帽品製造行業的經營環境將

會持續困難。然而，我們已制定了清晰的營運策略應付，除了致力擴大歐洲市場業務，更抓

緊北京 2008 年奧運會與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龐大商機。此外，憑藉集團在多項體育盛事

所累積的專利生產及分銷等豐富經驗，有助我們進一步把握其他大型盛事為製造及零售業務

所帶來的機遇。加上零售業務之投資期已完成，故本集團相信可於 2008 年克服挑戰，並改

善業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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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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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擁有專利品牌或商標的休閒帽品，種類多樣化，包括有棒球帽、漁夫帽、

冬天保暖帽、Gatsby 帽、頭圍及太陽帽。集團的產品大部份均於海外市場銷售，主要市場為美國。集團的客戶世界馳名，

如 Kangol、Timberland、華納兄弟、MLB、NCAA、NASCAR、Titleist、Quiksilver 及 Budweiser 等。現時，飛達帽業每

年設計不同款式超過 5,000 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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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三月，集團取得 SANRIO 產品在內地的獨家零售及分銷權，以

設計、生產及銷售其產品。於 2006 年 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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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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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集團與裕元工業

（集團）有限公司(股票編號：551）及鉅永有限公司簽訂協議共同投資位於越南的帽品製造公司意健集團有限公司，從而取

得當中 36%股權，成為最大股東。是次策略聯盟除了令集團於越南即時設立據點，亦促進本集團與裕元集團在零售業務上

作進一步的合作。集團於 2008 年 1 月收購在中國擁有約 200 家奧運產品零售專門店之北京叠翠旅遊紀念品有限責任公司

之全部股權，擴闊集團之零售網絡。 
 
公司網頁：www.mainlandheadwear.com / www.mainland.com.hk 
 
如需任何查詢，請聯絡如需任何查詢，請聯絡如需任何查詢，請聯絡如需任何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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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慧明  電話: +852 2864 4806 電郵: agnes.su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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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ei@mainland.com.hk 
黎文星 電話: +852 2798 3212   電郵: thomas.lai@mainland.com.hk 
 傳真: +852 2796 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