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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Headwear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欣然宣佈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

零零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並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此為本集

團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成功上市後之首次中期業績報告。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度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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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 截至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148,236 126,259

銷售成本 (99,788) (87,527 )

毛利 48,448 38,732

其他收入 2,161 807

分銷成本 (3,273) (2,300 )

行政開支 (13,434) (8,834 )

經營溢利 33,902 28,405

財務費用 5 (18) (1,020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048 (1,526 )

稅前溢利 5 36,932 25,859

稅項 6 (3,977) (2,343 )

股東應佔溢利 32,955 23,516

股息 7 4,800 8,000

每股盈利

基本 8 13.73港仙 13.06港仙

攤薄 8 13.72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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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74,108 72,21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0 16,587 15,066

90,695 87,280

流動資產
存貨 20,637 22,09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48,783 39,548
銀行結餘及現金 59,257 61,685

128,677 123,32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3,882 47,331
計息借貸之即期部份 150 150
稅項 7,576 7,441

41,608 54,922

流動資產淨值 87,069 68,40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7,764 155,682

非流動負債
長期計息借貸 － 73
遞延稅項 4,435 4,435

4,435 4,508

資產淨值 173,329 151,17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4,000 24,000
儲備 12 144,529 116,374
擬派股息 12 4,800 10,800

173,329 151,174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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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經營業務
現金流入淨額 13 17,679

投資回報及
融資費用

租購利息 (10)
已收利息 1,066
已付利息 (8)
已付股息 (10,800)

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
現金流出淨額 (9,752)

稅項
已付香港利得稅 (2,629)

已付稅項 (2,629)

投資業務
購入資產 (7,653)

投資業務現金流出淨額 (7,653)

融資前現金流出淨額 (2,355)

融資
償付租購合約承擔款 (73)

融資現金流出淨額 (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2,428)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1,68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9,25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之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59,257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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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團重組

本公司乃於二零零零年二月二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

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公開上市，本公司已

實行一項重組計劃以整頓本集團架構。本公司現成為本集團各公司之控股公

司。集團重組乃透過收購Rhys Trading Limited（乃當時該等附屬公司之控股
公司）進行，代價以配發及發行本公司之股份方式支付予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十六日Rhys Trading Limited之當時股東，使本公司成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本
集團重組之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零年年報及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刊發之售股章程。

2. 呈列基準

以上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除下文所述之會計政策改變外，乃根據本集團二

零零零年度年報中所載之主要會計政策而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第25號會計實務準則「會計準則」）「中
期財務報告」之規定，惟下列者除外：

(i) 由於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第25號會計準則所規定須予編製之已
確認損益表所呈列之項目僅為本期間之純利，故並無編製該報表。

(ii) 由於本財務報表為截至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或其後止會計期間之首次

載列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之中期業績報告，故並無呈列簡明綜合現金流

量表之比較數字。此項偏離第25號會計準則之呈列方式乃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容許。

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數項新會計準則已於期內生效。本集團之會計政策

乃因採納第9號會計準則（經修訂）而改變。

據第9號會計準則（經修訂）「結算日後事項」，於結算日後擬派之股息不再於
結算日被確認為負債。此項改變已追溯地應用，而比較數字已予重列。由於上

年度擬派之股息獲撥回，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之期初儲備總額已增加

10,800,000港元。目前，擬派股息會於資產負債表之股東資金內獨立披露。

財務報表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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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較數字

中期業績內所載有關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

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帳目，但源自該等帳目。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帽品製造及銷售業務。

地區分類：

營業額 經營業績貢獻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133,982 111,383 43,789 34,168
歐洲 7,624 11,972 2,492 3,673

其他 6,630 2,904 2,167 891

148,236 126,259 48,448 38,732

未經分配之公司收益（支出）

其他收益 2,161 807
分銷成本 (3,273) (2,300 )

行政開支 (13,434) (8,834 )

經營溢利 33,902 28,405

鑒於所有營業額及經營業績貢獻均源自帽品製造及銷售，故並無呈列按業務

分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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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前溢利

稅前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

(a) 財務費用

截至二零零一年 截至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利息 8 1,020

租購合約承擔下之財務費用 10 －

18 1,020

(b) 其他項目

員工成本 12,912 9,138

存貨成本 99,788 87,527

商譽攤銷 315 157
折舊 5,758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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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二零零一年 截至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2,710 1,680

中國所得稅 55 329

遞延稅項 － 333

2,765 2,342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1,212 1

3,977 2,343

香港利得稅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二零零零年：16%）計算提

呈撥備，於海外經營之附屬公司利得稅撥備乃按各司法權區適用之稅率及根

據其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而計算。

7. 股息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特別股息 － 8,000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2 港仙

(二零零零年：無 ) 4,800 －

4,800 8,000

該8,000,000港元特別股息，乃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重組前，由本集團若干附

屬公司向彼等當時之股東所派付。

董事建議向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所有股東派付本期間

之中期股息每股2港仙。



09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佔溢利

32,955,000港元（二零零零年：23,516,000港元）及加權平均股數

240,000,000股普通股（二零零零年：假設於期內已發行180,000,000股）計
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期間之股東應佔溢利

32,955,000港元及就僱員購股權計劃下具攤薄作用之潛在發行普通股股數

作出調整後之加權平均股數240,215,660股普通股計算。

9.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為進一步提升生產能力，耗資約8,000,000港元於中國添置製造

設備。

1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資產淨值（除商譽外） 11,080 9,244
商譽 5,507 5,822

16,587 1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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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款及應付款

本集團之收入及支出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算，如有需要，會考慮採用

遠期外匯合約以管理重大匯率變動帶來之風險。

本集團與客戶維持定額信貸政策，不時對客戶進行信貸評核以盡量減少任何

應收款之信貸風險。此外，本集團亦不時要求新客戶交易初期以現金付款。

於結算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26,237 16,655
31－60日 14,645 9,349
61－90日 2,302 6,786
超逾90日 1,862 1,703

45,046 34,493

本集團於結算日貿易應付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11,134 7,345
31－60日 8,494 7,278
61－90日 1,050 3,272

20,678 1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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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儲備

於結算日之儲備分析如下：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累計溢利 擬派股息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錄得結餘 23,200 25,878 67,296 － 116,374
會計政策改變 － － 10,800 － 10,800
於資產負債表中

獨立披露之

擬派股息 － － (10,800 ) 10,800 －

重列之期初結餘 23,200 25,878 67,296 10,800 127,174
股東應佔溢利 － － 32,955 － 32,955
已派二零零零年

末期股息 － － － (10,800 ) (10,800 )
二零零一年

擬派中期股息 － － (4,800 ) 4,800 －

23,200 25,878 95,451 4,800 149,329

13. 稅前溢利與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之調節

截至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稅前溢利 36,932
租購合約利息 10
利息收入 (1,066)
利息開支 8
商譽攤銷 315
折舊 5,75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減溢利 (3,048)
營運資金變動：

存貨 1,45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9,23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3,449)

1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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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若干交易：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物業廠房支付予一位董事

之租金 150 150

就物業廠房支付予一家由董事

控制之公司之租金 660 660

銷售予聯營公司 56,541 3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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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股息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起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八

日止（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獲得收

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一

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中環夏愨道10號和記大廈4樓。

暫停
辦理過戶

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2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十
二日或其後派付予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

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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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溢利

32,955,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23,516,000港元。錄得上述業

績，主要由於銷售及生產目標持續得以實現。

業務回顧

本集團提供一流服務、高質素產品及具備敬業樂業之管理隊伍，故

能使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升約17.4%。

本集團之業績表現令人極其鼓舞，溢利較去年同期增長約40.1%。儘

管美國經濟放緩，但帽品業務（尤其本集團所從事之產品類別及市

場組別）仍然保持強勁動力。本集團在歐洲及澳洲之業務增長亦令

人振奮。

業務
回顧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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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又獲得體育用品名牌子Nike、Reebok、Umbro及

牛仔服裝暢銷牌子Wrangler之生產權。本集團參加二零零一年四月

舉行之香港禮品贈品展亦獲得成功，與一批新客戶建立了業務關係，

新客戶對本集團剛獲得世界專利權之「Perfect Fit」（一種採用製帽

業新科技之特種彈性吸汗帶）表現濃厚興趣。

除獲利豐厚之數碼繡花部外，本集團亦擴充了研究開發部，以促使

其服務及業務機會獲得進一步提升。本集團已完成了早前制訂之業

務計劃，包括完成針織帽生產線及一條新增帽品生產線。為了迎接

新品牌所帶來業務量之增加，本集團於今年四月開始在現有工廠大

樓毗鄰動工興建一座八層高之新廠房。

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藉提供高檔服務及產品，繼續維持集團之穩健

增長。本集團亦會繼續努力在全球範圍（尤其本集團認為對集團業

務持續擴展最具增長潛力之美國）取得更大之市場佔有率。

此外，除發掘更多品牌和特許生產權機會及擴闊集團客戶基礎之外，

本集團亦會把握每個機會（如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以推廣帽品。

本集團亦會繼續注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進展情況，因其可為本集

團帶來巨大商機及進一步增強本集團之市場佔有率和競爭優勢。本

集團之新工廠大樓預期可於本年底落成，並在二零零二年第二季開

始提高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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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之核心業務為帽品之設計、製造及銷售。本集團續以內部產

生之現金流量支持其業務營運。並獲多間銀行授給銀行信用貸款約

65,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已動用約500,000港
元。本集團之手頭現金約達59,000,000港元。而現有附屬公司之集
資及庫務政策概由在香港之最高管理層集中管理及控制。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權益比率（定義為借貸淨

額少於1,000,000港元除以股東資金總額約173,000,000港元）為
近乎零。

資本架構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以股東資金約

173,00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重列約為
151,000,000港元）及存放於銀行之持有現金列示如下：

等值款額 百分比
百萬港元 %

人民幣 1 2
港元 19 32
美元 39 66

5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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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於聯營公司之股權

自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起，本集團之兩家聯營公司Drew

Pearson Marketing, Inc. （「DPM」）及Drew Pearson International,

Inc.（「DPI」）向另一名普通股東購回全部股權，致使本集團於DPM

及DPI之股權分別視作由25%及21.42%增加至28.57%及25%。由於

該聯營公司之最高管理層維持不變，故此項交易對DPM及DPI之業務

均無重大影響。DPM及DPI分別主要從事於美國及世界各地之專利商

標之帽品買賣。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在中國分別僱用共50名

職員及1,886名員工。期內僱員開支約為13,000,000港元，而僱員

之薪酬乃按其職責及工作表現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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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六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董事會已在二

零零一年六月十一日批准向本集團若干全職僱員及一位董事授出

購股權，分別可認購8,649,000股及2,000,000股本公司股份。每股

之認購價訂定為1.228港元，對比於批授購股權日期前五個交易日

股份之平均收市價約80%。購股權期間為八年，由二零零一年六月

十一日起計，而由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一日起可予行使。於購股權期

間之最初幾年對可行使購股權比例有額外限制。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本集團訂立一項協議。藉透過發行

本公司之代價股份，向另一名聯營公司之普通股東進一步收購DPM

及DPI之股權。於該項交易完成時，本集團於DPM及DPI之股權將分別

增持至42.86%及33.33%。

此項交易之詳細資料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刊發之

公佈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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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

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及購股權之權益

(1) 股份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須按證券（披露權益）條例

（「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所規定保存之權益名冊所載，披露

本集團之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聯繫公司（定義見披露

權益條例）擁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如下：

實益持有之股份數目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家族權益 其他權益

顏禧強（附註1） － － － 180,000,000

顏寶玲（附註1） － － － 180,000,000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Successful Years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依法及

實益擁有，而該公司則由NHK Trust及NPL Trust分別最終及實益持有

40%及60%之股權。該兩項信託均為顏禧強先生設立之全權家族信
託，當中之受益人包括顏禧強先生、顏寶玲女士及彼等之家族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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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購股權

董事擁有可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

期間按行使價每股1.228港元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個人權
益如下：

董事姓名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購股權

周瓊蕾 2,000,000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須按權益披露條例第16（1）條保
存之權益名冊所載，下列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權
益：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Successful Years
International Co., Ltd. （附註2） 180,000,000 75%

附註 2： NHK Trust及NPL Trust分別擁有Successful Years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40%及60%之股權。該兩項信託均為顏禧強先生設立之全權家族

信託，當中之受益人包括顏禧強先生、顏寶玲女士及彼等之家族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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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除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委任限期而須根據本公司之章程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膺選重任外，本公司在本期間整段期

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首次公開發售本公司60,000,000股股份而獲
得之所得款項淨額（於扣除開支後）約為47,000,000港元。在二零
零零年，其中約33,000,000港元已用作增添廠房及機器設備、數碼
繡花機，以及作為一般營運資金。剩餘之款項約14,000,000港元中，
約8,000,000港元在本期間內已用作增添廠房及機器設備及約
6,000,000港元已作為一般營運資金。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首
次公開發售股份所得款項淨額已悉數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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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實務，並討

論內部監控系統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在聯交所網頁刊登詳盡業績公佈

一份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內第46(1)至46(6)段所規定全部資料之本
公司詳盡中期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頁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顏禧強

香港，二零零一年九月十日

二零零一年中期業績報告將於網址

http://www.mainlandheadwear.com上刊登，以供參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