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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HEADWEAR HOLDINGS LIMITED

飛 達 帽 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0）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業績公佈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合稱「飛達帽業」／「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業績。

經審核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57,470 469,905
銷售成本 (349,206) (295,905)

毛利 208,264 174,000
其他收益 4,903 2,132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971) (4,694)
行政開支 (110,691) (95,178)

經營溢利 91,505 76,260
財務費用 (69) (202)

日常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4 91,436 76,058
稅項 5 (7,771) (7,737)

日常業務之除稅後溢利 83,665 68,321
少數股東權益 － (1,354)

股東應佔溢利 83,665 66,967

股息 6
已付中期股息 8,562 5,669
擬派末期股息 28,618 22,675

37,180 28,344

每股盈利 7
基本 29.4港仙 23.7港仙

攤薄 26.9港仙 22.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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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1,199 112,718
無形資產 5,771 6,059
遞延稅項資產 6,428 5,867

133,398 124,644

流動資產
存貨 67,635 60,90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32,571 94,798
短期投資 61,422 42,745
可收回稅項 － 1,355
銀行結存及現金 101,718 109,303

363,346 309,10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68,819 62,722
融資租賃債項之短期部份 122 176
稅項 5,781 4,255

74,722 67,153

流動資產淨值 288,624 241,95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22,022 366,595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債項之長期部份 － 138
退休福利 727 727
遞延稅項負債 6,699 7,617

7,426 8,482

資產淨值 414,596 358,11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8,588 28,343

擬派末期股息 28,618 22,675
儲備 357,390 307,095

386,008 329,770

414,596 358,113

附註：

1 會計政策

編製本集團本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貫徹一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及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
計期間生效。本集團並無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中提早採納該等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帶來之影響，惟目前仍未能評論該等新
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有否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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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帽品。

營業額指出售貨品之發票值扣除折扣及退貨。

3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按業務分類之集團營業額及經營溢利分析如下：

製造 貿易 零售 分類間抵銷 綜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營業額 245,004 198,254 308,883 271,651 3,583 － － － 557,470 469,905
分類間營業額 110,108 64,281 － － － － (110,108) (64,281 ) － －

355,112 262,535 308,883 271,651 3,583 － (110,108) (64,281 ) 557,470 469,905
其他收入 3,875 991 954 339 74 － － － 4,903 1,330

合計 358,987 263,526 309,837 271,990 3,657 － (110,108) (64,281 ) 562,373 471,235

分類業績及經營貢獻 90,780 67,088 3,805 10,624 (2,693 ) － (99 ) (177 ) 91,793 77,535
商譽攤銷 (288 ) (1,275 )

經營溢利 91,505 76,260

(b) 地區分類營業額

按地區分類之集團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489,668 430,525
歐洲 55,631 35,438
其他 12,171 3,942

合計 557,470 469,905

4 日常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日常業務之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20,307 18,520
商譽攤銷 288 1,275
呆帳撥備 755 2,400
短期投資淨收益 (2,700 ) (802 )

5 稅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7,400 6,150
中國企業所得稅 78 (1,790 )
海外稅項 1,770 4,565
遞延稅項 (1,477 ) (1,188 )

7,771 7,737

香港利得稅就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三年：17.5%）計算撥備，於海外經營之附屬
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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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股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3港仙（二零零三年：2港仙） 8,562 5,669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零三年：8港仙） 28,618 22,675

37,180 28,344

在本結算日後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並未於結算日確認入賬列作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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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年內股東應佔溢利83,66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66,967,000港元）計算。

(b)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284,463,941（二零零三年：282,411,046）股計算。每
股攤薄盈利乃根據就購股權計劃下具攤薄作用之潛在股數作出調整後年內股份的加權平均股數
311,161,941（二零零三年：300,126,046）股計算。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12,544 85,02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0,027 9,776

132,571 94,798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壞賬特定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天 56,778 27,951
31－60天 39,482 31,865
61－90天 13,295 18,225
90天以上 2,989 6,981

112,544 85,022

貿易應收款項按與客戶之業務關係由發出賬單日期後60日至90日到期。本集團不時作出客戶信用評估，
以將應收款項有關之信用風險減至最低。此外，客戶之結欠餘款倘過期超過3個月，須償還所有欠款
後才能再獲信貸。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32,419 32,32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6,400 30,397

68,819 62,722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天 20,001 12,799
31－60天 9,735 9,373
61－90天 1,222 4,777
90天以上 1,461 5,376

32,419 32,325

業務回顧及展望
概述
回顧年內，由於原材料價格急升影響整個製造業，加上業界競爭激烈，以及美國市場加緊
整固，令營商環境非常困難。雖然面對重重挑戰，但本公司仍能獲得驕人成績﹐這有賴本
集團實行嚴格的成本控制以及製造與貿易兩項業務所產生的協同效益，取得較佳的毛利率，
讓本集團能立足於嚴峻的市場環境中。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溢利83,665,000港元，較二零零
三年上升25%。
本集團於《經濟一週》舉辦的評選活動中獲選為香港最傑出的二十家企業之一。另外，顏寶
鈴女士獲得香港董事學會頒發的「2004年度傑出董事獎」，並於「2004年DHL／南華早報香港
商業獎」中獲頒東主營運獎。這些獎項顯示了公眾對本公司及顏寶鈴女士於提高經營透明度
及不斷力臻完善方面所付出的莫大努力深表認同。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致力擴充產品系列，及將主要盈利來源的製造業務擴展至日本和中國
等新開發的及現有的市場。同時，本集團亦會積極為零售及分銷業務尋找新的商機。本集
團預期將繼續借助美國附屬公司的市場知識和經驗，增加本集團的「直接採購」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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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飛達帽業的營業額約為557,000,000港元，較二零零
三年增長19%。營業額增加主要有賴於現有及新客戶的新增訂單。股東應佔溢利為83,700,000
港元，較二零零三年增長25%。每股盈利增加24%達至29.4港仙。此增長主要是由於本集團
採取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加上製造與貿易業務所產生的協同效益，提高了毛利率及營運
效益。隨著本集團營業額上升，與及新設的零售業務所產生的額外開支，銷售及分銷成本
與行政開支分別上升至11,000,000港元及110,700,000港元。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派息
比率維持在40%以上。

業務回顧
製造業務
回顧年內，製造業務仍然是本集團營業額及盈利方面的主要來源。此項業務的營業額從去
年262,535,000港元大幅增長35%至355,112,000港元。本集團向美國貿易附屬公司銷貨的增長
尤為突出，銷售額增長71%至110,031,000港元。此項業務的營業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44%（二
零零三年：42%）。毛利率超過35%，保持在良好的水平上。
於二零零四年，美國及歐洲繼續仍是帽品的主要市場，與此同時，本集團亦開始拓展包括
日本等的其他市場。回顧年內，雖然這些新市場的銷售額並不突出，但初步發展的成績卻
是令人鼓舞。
此外，本集團取得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的帽品特許生產權，本集團生產的北京2008帽品
現可於北京和青島的專門店內購買。帽品推出至今﹐市場的反應良好，但預計銷售於二零
零六年年底或二零零七年始大幅上升。本集團亦獲授權獨家生產及銷售中國航天帽品。
貿易業務
貿易業務於二零零四年度錄得營業額308,883,000港元，較去年上升14%（二零零三年：271,651,000
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55%（二零零三年：58%）。於二零零四年下半年﹐貿易業務在美
國的銷售取得進展，年內錄得約10%的增長。至於歐洲市場方面﹐繼續保持強勁銷售，年內
貿易銷售躍升50%。但由於市場競爭劇烈，兩地市場的毛利率均有壓力。
本集團最大的單一市場是美國，在年內也面對極大的競爭情況﹐由於美國專利運動帽品市
場進行整固，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初失去MLB帽品專利。對此，本集團已事先於市場進行
整固前作好準備，並於二零零四年改變其市場策略，專注發展品牌帽品、娛樂及著名角色
帽品的專利權。本集團深信新增的專利權所帶來的業務將可彌補失去MLB專利權所引致的
大部份或全部損失。
美國仍將是本集團的主要市場。本集團全資擁有的美國附屬公司Drew Pearson Marketing, Inc.
（「DPM」） 將會繼續負責本集團的市場推廣，並將專注於發展「直接採購」客戶的工作。此
外，為確保能充份把握歐洲市場增長的機遇，本集團計劃重新分配本集團全資擁有、服務
歐洲市場的美國附屬公司Drew Pearson International Inc.的資源，藉此建立歐洲市場的據點。
於二零零五年首季度，本集團於英國開設新的市場推廣附屬公司，該公司對歐洲的文化及
帽品潮流趨勢有更深徹的了解，並能縮減交付時間，將更有效地滿足客戶的需求。由於本
集團可透過其歐洲辦事處直接銷售產品予零售店，因此，本集團預期來年的營業額將有所
上升。
零售業務
於二零零四年，本集團的零售業務錄得營業額3,583,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1%。回顧
年內，由於此項業務仍處於投資階段，本集團錄得些微虧損，但本集團預期零售業務於日
後將會成為增長的主要動力。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二月與美國著名帽品零售商HatWorld Inc.簽訂專利協議，讓本集團透
過開設「LIDS」品牌帽品零售店，擴大其在香港和中國的覆蓋面。截至二零零四年年底，飛
達帽業於香港和中國（上海、北京和深圳）位於黃金地段的購物區內開設了共十三間「LIDS」
品牌帽品零售店。這些店舖均有與美國「LIDS」店鋪相同的特色及氣氛。於二零零五年，本
集團計劃在中港兩地開設約三十間「LIDS」零售店。這些零售店將會提供一應俱全及多個知
名的時尚品牌及運動品牌的帽品﹐這些品牌包括Adidas、Kangol、Von Dutch、NASCAR、NBA
和NHL等。本集團計劃於二零零五年在「LIDS」零售店的營運基礎上進一步銷售其他專利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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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LIDS」的零售平台，本集團最近購入一家與Promotional Partners Worldwide Limited合營的
企業的51%股權，從事設計、採購及銷售各類「SANRIO」產品，並透過批發及其於中國自設
的店舖銷售。SANRIO持有不少日本著名卡通人物的版權，包括Hello Kitty、Cinnamon Roll、
Minna no Tabo、Little Twin Stars、My Melody和Shinkansen。由於「SANRIO」產品在中國市場擁
有一定的知名度，本集團的目標是爭取合營企業最早可於二零零六年中期開始對本集團作
出貢獻。本集團將出資30,000,000港元作為開設新店及合營企業的一般營運資金之用途。
本集團抱有信心﹐是次業務多元化的舉措將可提升飛達帽業日後的盈利能力。

展望
作為擁有先進的分銷系統及具有領先地位的帽品設計製造商，飛達帽業已準備就緒，進一
步拓闊業務範疇及開闢新的收入渠道。
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本集團將產能增加30%，以應付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目前﹐生產設
施平均使用率達到90%﹐未來將透過外判及增加資本支出進一步增加產能。
本集團計劃於二零零五年撥出21,000,000港元用於廠房及生產設備的資本開支，目標是將產
能進一步提高20%。本集團亦計劃於二零零五年增聘專才，以加強產品設計、品質控制和生
產能力。
隨著美國和歐洲等國家的經濟持續增長，加上中國經濟增長勢頭，預計帽品行業於來年將
會更趨蓬勃。根據一份有關二零零三年中國帽品行業的研究報告指出，業界的營業額由人
民幣41.69億元上升至人民幣47.97億元，年增長率達15%。
未來，由於珠江三角洲勞動力緊絀，本集團預期製造成本將會上升。面對嚴峻的環境，本
集團將會繼續採取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包括物色新的供應商以減低材料成本，並在保持
產品質量的同時，使本集團的毛利率得以維持。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繼續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為其業務營運提供資金。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01,7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109,000,000港元）。該等流動資金中約72%及23%分別以美元及港元為單位，其餘則為人民幣。
此外，本集團亦持有流動投資組合，於本年底總市值約為61,4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42,700,000
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備用銀行信貸為94,8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84,600,000
港元），其中93,1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83,400,000港元）尚未動用。46,700,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62,400,000港元）之備用銀行信貸（其中1,2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200,000港元）已動
用）是以一家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達27,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27,000,000
港元）之存貨及64,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39,000,000港元）之貿易應收款項作抵押。
本集團繼續保持零水平之負債比率（本集團借貸淨額除以股東權益）。由於擁有穩健的財政
及現金流動狀況，本集團將能以足夠的財政資源兌現各項承擔及滿足營運資金所需。

資本支出
於年內，本集團動用約28,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27,000,000港元）添置機器及設備及建設
高級職員的宿舍，令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之產能增加約30%。此外，本集團亦動用約2,300,000
港元建設零售平臺及開設LIDS帽品專門店。
本集團二零零五年資本支出預算約為25,000,000港元，約21,000,000港元將用作添置廠房及設
備，包括興建物流中心的第一期支出，預期將能令產能增加20%。餘款4,000,000港元撥作開
設LIDS帽品專門店。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向經營SANRIO特許權之合資企業注資30,000,000港
元，當中10,000,000港元乃用以認購股本，20,000,000港元乃股東貸款。
上述資本支出預計將由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支付。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附屬公司DPM涉及一項專利糾紛，一名競爭對手
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就DPM將於美國市場推出之配件產品提出初步禁制令。截至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法律費用已於該年度之收益表中扣除。根據法律意見，董事認為該
產品並無侵犯競爭對手之任何專利權。糾紛各方現正進行協商，以求解決糾紛。包括在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綜合資產負債表內之相關存貨成本為2,858,000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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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中期股息每股3港仙（二零零三年：2港仙）合共8,562,000港元已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八日派付。
董事現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零三年：
8港仙）。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通過後，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七日或之後派
付予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一日起至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止（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期間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獲得收取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
票必須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日下午四時半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
公司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巿證券
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巿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除了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委任限期而是根據本公司細則第87條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
值退任及膺選重任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年內一直遵守適用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最佳應用守則。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上市規則
附錄14所載最佳應用守則由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取代，新守則將適用於該日後之申報期間。

標準守則
公司已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就本公司所查詢，所有董事已確認於年內
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是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其主要職責為審閱並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匯報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經已審閱
二零零四年全年業績。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擬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刊
登於報章及送交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顏禧強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二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董事會總共有七名董事。當中有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顏禧強先生、
顏寶鈴女士、何洪柱先生及David, Stephen Briskie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梁
樹賢先生、謝錦阜先生及勞囱晃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