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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帽業宣佈二零零六年中期業績  

*** 
透過市場、業務及產品多元化發展開拓新收入來源 

致力推動業務增長 
業績摘要 

 
 
 
 
 
 
 
 
(二零零六年九月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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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或「飛達帽業」；股票編號：1100)欣然宣佈其截至二零零六年六

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業績。  
 
回顧期內，飛達帽業錄得營業額 319,494,000港元，較去年同期顯著增長 37%。股東
應佔溢利上升 8%至 38,883,000 港元。每股基本盈利為 13.6 港仙，較去年同期增加

8%。董事局建議派發截至二零零六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3 港仙 
(二零零五年上半年：每股 2港仙)。 
 
飛達帽業主席顏禧強先生在評論集團的中期業績時表示：「營業額增加乃由於旗下的

製造、貿易及零售業務均錄得銷售增長。股東應佔溢利增幅低於營業額增長，主要

由於本集團為保留及強化集團的熟練工人，致使製造業務的勞工成本增加，加上非

布料類原材料成本急升，以及增加外判以滿足製造業務銷售需求不斷增加所致。」 
 
製造業務 
截至二零零六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的製造業務表現穩定，營業額增加 22%
至 209,713,000港元。然而，由於非布料類原材料成本上升、因保留熟練工人而增加

勞工成本以及中國深圳調高最低工資的影響，毛利率因而下跌至稍低於 32%以下。
此外，本集團為保持與主要客戶的長期關係而超出產能接訂單，導致外判成本上升；

而人民幣升值亦對生產成本構成壓力。 
 
集團積極採取多項措施以抵銷各項因素對毛利率的負面影響。為應對產能要求增

加，回顧期內，本集團按計劃增加了一條生產線。與此同時，本集團於二零零六年

下半年額外增加 20台數碼刺繡機，藉以減低外判成本和提升集團的產能。 
 
本集團繼續拓展業務規模，並於二零零六年六月三十日收購健豪製帽(番禺)有限公
司。健豪製帽(番禺)有限公司生產頂級時尚帽品品牌「Kangol」約 85%之帽品。管理

層相信是次收購不但有助本集團將產品種類延伸至毛利率較高的時尚帽品，更可即

時舒緩對本集團產能需求的壓力。 
- 續 - 

- 營業額大幅增加 37% 
- 股東應佔溢利上升 8% 
- 每股盈利為 13.6港仙，上升 8% 
- 收購健豪製帽(番禺)有限公司以擴充產品種類至時尚帽品 
- 店舖層面表現有所改善，零售營業額錄得 2.7倍增幅 
-  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3港仙 (二零零五年上半年: 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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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業務 
回顧期內，貿易業務的營業額大幅增加 30%至 129,597,000港元。營業額錄得可觀增

長是由於約佔貿易業務 22%的客戶私有品牌業務取得理想的銷售表現。此外，本集

團於二零零五年三月設立英國附屬公司，有助歐洲市場的業務發展，導致此市場的

營業額較二零零五年同期顯著上升。與此同時，此業務之毛利率亦回復至稍高於 25%
的水平。 
 
零售業務 
截至二零零六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零售業務的營業額錄得 2.7 倍增長，達
32,080,000港元，佔集團總營業額約 10%。營業額攀升乃因 LIDS及 SANRIO業務之
持續擴張。然而，由於此業務仍處於投資階段，因此零售業務於回顧期內的股東應

佔虧損約為 4,600,000港元。然而，由於大部份店舖之同店銷售增長可觀，而整體店
舖租金佔營業額之比率較去年同期有所下降，店舖層面之表現因而獲得改善，成績

令人鼓舞。這反映本集團零售業務的發展及盈利能力正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 
 
於二零零六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已開設 31間自營 LIDS店舖，其中 8間位於香港，
23間位於中國。於二零零六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之 LIDS加盟店總數達到 6
家。由於香港店舖租金成本高昂仍為集團的主要挑戰，因此本集團繼續以審慎的態

度發展 LIDS於香港市場的零售網絡。此外，中國業務持續改善，目前大部份店舖已

經在店鋪層面錄得正面貢獻。 
 
SANRIO 業務方面，於二零零六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已開設 35 間自營
SANRIO店及 10間加盟店，大部份自營店鋪自開店以來已為本集團帶來正面貢獻。

爲提升毛利率，以推動加盟業務之擴張及提高 SANRIO 業務之盈利能力，本集團繼

續增加對本地自行開發産品之採購，並直接與 SANRIO 之授權供應商合作，進一步
加強産品的成本優勢。 
 
至於 Kangol 業務方面，於本期間，本集團在中國開設兩間 Kangol 店，出售 Kangol
品牌的服裝搭配産品以測試市場，市場反應令人滿意。然而，鑒於此業務之獨特市

場屬性，本集團將審慎地開設 Kangol新店。 
 
前景 
本集團對市場前景充滿信心，尤其於二零零七年奧運帽品的預期銷售表現。收購番

禺廠房有助提升集團之生產能力，集團亦計劃透過增加新生產線，藉以在二零零七

年內進一步提升 20%的產能。 
 
為了進一步鞏固集團於帽品業的領先地位，飛達帽業致力擴大產品範圍至時尚帽

品。長遠而言，此舉有助本集團保持較高的毛利率水平。 
 
至於貿易業務方面，本集團相信目前營業額之增長勢頭將延續至二零零六年下半

年。然而，由於預期於下半年毛利率較低之客戶私有品牌業務比例將進一步提高，

因此毛利率將受到壓力。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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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零售業務方面，本集團目標是在二零零六年底於香港及中國增加 LIDS自營店分
別至有 10間及 26間及國內之加盟店至 16間。本集團亦計劃擴展 SANRIO在中國市
場之零售網絡，於今年年底將自營店鋪及加盟店的數目增加至各 40間。此外，本集
團亦將開設 2間新 Kangol店，以擴大 Kangol店的覆蓋範圍，使 Kangol店總數於二

零零六年底達至 4間。 
 
有見於 SANRIO 及 LIDS 業務之強勁增長動力，本集團預計該等業務將分別於二零

零六年底及二零零七年達至收支平衡。本集團有信心零售業務將發展成為集團未來

的主要增長動力。 
 
顏先生總結道：「憑藉清晰的業務及市場發展策略，我們致力抓緊業務商機，爲股東

帶來豐厚回報。我們銳意達致更高的效益水平，同時滿足客戶的需求，藉以推動業

務長遠增長。」 
- 完 -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集團主要從事優質帽品之設計及生產，並於深圳、東莞及番禺自設廠房以生產一系

列專利及名牌帽品，包括棒球帽、漁夫帽、冬天保暖帽、喼帽、禮帽、頭圍及太陽

帽。集團的產品大部份於海外市場銷售，並以美國市場為主。集團的客戶包括享譽

全球的著名品牌如 Kangol、Timberland、華納兄弟、MLB、NCAA、NASCAR、Titleist、
Quiksilver及 Budweiser等。集團每年生產超過三千萬件帽品以及超過五千種設計。

此外，集團於二零零四年開始零售業務，在中國及香港開設「LIDS」品牌帽品零售

店。於二零零五年三月，集團入股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各類「SANRIO」產品的合
營企業，並透過其於中國自設的店舖銷售產品。於二零零五年十二月，集團亦取得

「Kangol」品牌於中國之獨家分銷權，以開設「Kangol」零售店及銷售其品牌之產

品。於二零零六年六月，集團收購健豪製帽（番禺）有限公司，其廠房生產約 85%
之 Kangol帽品，令集團産品延伸至時尚帽品。 
 

新聞垂詢: 
iPR奧美公關 
黃雯嘉/ 周耀漢/ 劉麗恩 
電話: 3170 6609 / 2136 6953 / 2136 6952  
傳真 : 3170 6606 
電郵 : monica.wong@iprogilvy.com / rayven.chow@iprogilvy.com /       
callis.lau@iprogilvy.com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高玉蘭 / 黃愛娘 
電話 : 2798 3212 / 2798 3213  
傳真 : 2796 1517 
電郵 : brenda@mainland.com.hk / loei@mainlan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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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零零六年六月三十日止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19,494  233,746

銷售成本 (203,311)  (137,945)

毛利 116,183  95,801

其他收益 5,749  4,488

銷售及分銷成本 (20,113)  (9,552)

行政開支 (60,399)  (51,268)

經營溢利 41,420  39,469

財務費用 (21)  (45)

除稅前溢利 41,399  39,424

稅項 (4,599)  (4,154)

期內溢利 36,800  35,270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8,883  35,967

少數股東權益 (2,083)  (697)

 36,800  35,270

股息    

 已付 11 港仙  10 港仙

 擬派 3 港仙  2 港仙

     
每股盈利    

基本 13.6 港仙  12.6 港仙

攤薄 13.5 港仙  12.0 港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