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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0）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飛達帽業」）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欣
然宣佈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飛達帽業」）之經審核財務業績。

經審核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86,717 557,470

銷售成本 (368,922) (349,206)

毛利 217,795 208,264
其他收益 11,438 4,903

銷售及分銷成本 (24,310) (10,971)
行政開支 (123,068) (114,101)

經營溢利 81,855 88,095

財務費用 (30) (69)

除稅前溢利 4 81,825 88,026

稅項 5 (6,153) (7,771)

本年度溢利 75,672 80,255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7,772 80,255
少數股東權益 (2,100) –

本年度溢利 75,672 80,255

股息 6 37,211 37,180

每股盈利 7
基本 27.2 港仙 28.2 港仙

攤薄 27.0 港仙 25.8 港仙

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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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2 121,199
無形資產 10,262 5,771
遞延稅項資產 10,731 6,428

133,015 133,398

流動資產
存貨 103,170 67,63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64,988 132,571
應收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768 –
短期投資 67,737 61,422
可收回稅項 2,449 –
銀行結存及現金 77,666 101,718

416,778 363,34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67,927 68,819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995 –
融資租賃債項之短期部份 – 122
稅項 8,269 5,781

77,191 74,722

流動資產淨值 339,587 288,62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72,602 422,022

非流動負債
退休福利 691 727
遞延稅項負債 5,939 6,699

6,630 7,426

資產淨值 465,972 414,59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8,625 28,588
儲備 433,114 386,00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 461,739 414,596

少數股東權益 4,233 –

總權益 465,972 414,596

附註

1 會計政策改變

此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其統稱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此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而編製，並就短期投資（於損益表按公平價值入賬之金融資
產）予以修訂。

下文列載已反映於本集團經審核綜合業績之本年度及過往會計年度重大會計政策變更之
資料。

本集團並未採納任何於本會計年度仍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a) 重列過往期間及期初結餘

以下報表披露按相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過渡性條文，而就先前列報截至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綜合資產負債表及其他重大披露項目所作
之調整，及對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期初結餘之調整。

(i) 對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收益表之影響

行政開支
附註 千港元

新政策之影響（減少該年度溢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1(c) (3,410)

該年度總影響 (3,410)

每股盈利減少
－基本 (1.2港仙)
－攤薄 (1.1港仙)

其他重大披露項目
員工成本增加 3,410

(ii) 對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影響

資本儲備 累計溢利 總權益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新政策之影響（增加／
（減少）總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1(c) 5,350 (5,350) –

總權益之總影響 5,350 (5,350) –

(iii) 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總權益期初結餘之影響

資本儲備 累計溢利 總權益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新政策之影響（增加／
（減少）總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1(c) 5,350 (5,350)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1(d) – 987 987

總權益之總影響 5,350 (4,363) 987

(b) 會計政策改變對本年度之估計影響

以下報表披露倘以往會計政策仍於本年度被沿用，並在實際情況下可作出估計，截
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綜合資產負債表及其他重大披
露項目估計將增加或減少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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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對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收益表之估計影響

行政開支
附註 千港元

新政策之估計影響（增加／（減少）
本年度溢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1(c) (1,99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1(d) 726

本年度估計總影響 (1,270)

每股盈利減少
－基本 (0.4港仙)
－攤薄 (0.4港仙)

其他重大披露項目
員工成本增加 1,996
商譽攤銷減少 (726)

(ii) 對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之估計影響

無形資產 少數股東權益 總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新政策之估計影響（增加
資產淨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1(d) 726 – 726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27號 1(e) – 4,233 4,233

對資產淨值之估計總影響 726 4,233 4,959

少數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累計溢利 股東權益 總權益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新政策之估計影響
（增加／（減少）
總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2號 1(c) 59 1,044 (1,103) – –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3號 1(d) – – 726 – 726

香港會計準則
第1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27號 1(e) – – – 4,233 4,233

對總權益之估計
總影響 59 1,044 (377) 4,233 4,959

(c) 僱員購股權計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償付支出）

於過往年度，概無在僱員（包括董事）獲授以購入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時確認任何金
額。如僱員選擇行使購股權，所計入之股本面值及股份溢價，僅以購股權行使價之應
收金額為限。

本集團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已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就僱員購股權採納新的
政策。在新政策下，本集團將有關購股權之公平價值確認為支出，並在股東權益內之
資本儲備確認相應的增幅。

此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應用並重列比較數字，除本集團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之過渡條文規定，並未對下列購股權批授採用新的確認及計量政策：

－ 所有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或之前已授予僱員之購股權；及

－ 所有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予僱員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已生效
之購股權。

(d) 攤銷正負商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
減值）

於過往年度：

－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產生之正商譽按其可用年限以直線法攤銷，並
於出現減值跡象時進行減值測試；及

－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產生之負商譽按所收購可折舊／攤銷的非貨幣
資產之加權平均可用年限攤銷，但如負商譽關乎在收購日已確定的預計未來
虧損，則會在預計虧損出現時於收益表內確認。

為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和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規定，本集團由二零零五年一
月一日起改變了對商譽的會計政策。在新政策下，本集團不再對正商譽進行攤銷，而
該等商譽會最少每年接受減值測試。此外，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及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3號，倘透過業務合併收購的淨資產的公平價值高於已付代價（根據以
往會計政策，此價值稱為負商譽），高出的部分會立即在收益表中確認。

本集團已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過渡性安排，不追溯採用有關攤銷正商譽
的新會計政策，因此，比較數字並無重列。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的商譽累計攤銷已
與成本沖銷，而在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收益表中並無確認
商譽攤銷。

有關負商譽之政策改變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財務報表有期初調整影響，惟對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 少數股東權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
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於過往年度，於結算日之少數股東權益在綜合資產負債表中從負債中區別出來，作
為對資產淨額之扣除項目呈列。本集團年度業績中之少數股東權益部份在收益表中
亦同樣被區別出來，作為對計算出股東（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前之扣除項目。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為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本集
團已改變對少數股東權益呈列之相關會計政策。在新政策下，少數股東權益與本公
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區別開來，並作為權益一部分呈列。此等呈列之改變已追溯
應用，並相應重列比較數字。

2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帽品及銷售專利產品。

營業額指向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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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營業額及經營溢利之業務分類分析如下：

製造 貿易 零售 分類間抵銷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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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138 245,004 293,313 308,883 30,266 3,583 – – 586,717 557,470

分類間營業額 105,866 110,108 – – – – (105,866) (110,108) – –

369,004 355,112 293,313 308,883 30,266 3,583 (105,866) (110,108) 586,717 557,470

其他收入 6,218 3,875 683 954 152 74 – – 7,053 4,903

合計 375,222 358,987 293,996 309,837 30,418 3,657 (105,866) (110,108) 593,770 562,373

分類業績及經營貢獻 94,698 90,780 751 3,805 (11,598) (2,693) – (99) 83,851 91,793

未分配經營開支 (1,996) (3,698)

經營溢利 81,855 88,095

(b) 地區分類營業額

本集團之地區分類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473,911 489,668
歐洲 71,902 55,631
其他 40,904 12,171

合計 586,717 557,470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投資淨收益 (5,474) (2,700)
其他應付款項撥回 (3,709) –
折舊 21,525 20,307
呆賬撥備 3,080 755

5 稅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7,917 7,400
中國所得稅 2,207 78
海外稅項 1,117 1,770
遞延稅項 (5,088) (1,477)

6,153 7,771

香港利得稅按本年度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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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6 股息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2港仙（二零零四年：3港仙） 5,724 8,562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11港仙
（二零零四年：10港仙） 31,487 28,618

37,211 37,180

於結算日後之擬派末期股息並未於結算日被確認為負債。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77,77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重列：80,255,000港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86,119,136
股（二零零四年：284,463,941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77,77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重列：80,255,000港元）及就購股權計劃下具攤薄作用之
潛在普通股數作出調整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87,796,570股（二零零四年：
311,161,941股）計算。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 138,685 112,54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6,303 20,027

164,988 132,571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扣除呆壞賬特定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52,001 56,778
31-60日 63,022 39,482
61-90日 22,041 13,295
90日以上 1,621 2,989

138,685 112,544

貿易應收款項按與客戶之業務關係由發出賬單日期後30日至90日到期。本集團不時進行客
戶信用評估，以將應收款項有關之信用風險減至最低。此外，客戶之賬戶倘過期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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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 31,294 32,41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6,633 36,400

67,927 68,819

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20,618 20,001
31-60日 8,242 9,735
61-90日 – 1,222
90日以上 2,434 1,461

31,294 32,419

業務回顧及展望

概述

二零零五年對飛達帽業而言為具挑戰性之一年。儘管上半年度業績未如理想，然而本
集團之業績於年中顯著回升，製造及貿易業務下半年的表現明顯改善。本集團於年內
之營業額較二零零四年557,470,000港元上升5%至586,717,000港元。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於零售業務之擴展取得重大進展。於二零零五年三月，本集團投
資於一間擁有獨家專利權，可在中國設計、製造及出售「SANRIO」產品之合資公司。
此外，本集團取得專利權，於二零零六年開始在中國經營「Kangol」專門店，以及獨家
分銷「Kangol」帽品。以上擴展將有助本集團擴闊零售業務網絡、加強品牌力度及擴
闊客戶基礎。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致力透過市場拓展及多元化，致力擴展其製造業務，鞏固主要盈
利來源。本集團亦將繼續尋求新的業務商機及物色新專利權，藉以進一步拓展零售業
務。管理層相信，此舉將為本集團未來取得收入與盈利增長提供穩固之基礎。

財務回顧

飛達帽業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達586,717,000港元，較二
零零四年增長5%。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製造業務之現有與新客戶的訂單增加以及零
售業務持續增長帶來之貢獻。

來自製造業務之溢利貢獻上升4%，惟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77,772,000港元，較二零
零四年下跌3%。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下跌，主要由於貿易業務，以及零售業務尚處於
投資階段仍未錄得盈利貢獻所致。每股盈利減少4%至27.2港仙。

憑藉推行嚴謹之成本控制措施，製造及貿易業務之銷售及分銷成本下跌24%。然而，
鑑於零售業務之開支有所增加，因此本集團之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行政開支分別增
至24,000,000港元及123,000,000港元。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1港仙，派息
比率維持在40%以上。

業務回顧

製造業務

於回顧年內，製造業務仍然是本集團盈利方面之主要來源。此項業務之營業額從去年
355,112,000港元穩定增長4%至369,004,000港元。盈利貢獻由二零零四年90,780,000港
元增加4%至94,698,000港元。

由於若干主要美國零售商的冬季訂單延遲交貨，銷售額於下半年顯著增長。此外，本
集團的新客戶持續增加，包括透過其在歐洲及美國之附屬公司物色的新直接採購客
戶。

於回顧年內，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帽品之銷售保持穩定，並預期將於二零零六年底開
始取得更可觀之銷售額。此外，新開發之日本市場表現令人滿意，訂單錄得理想增長，
雖然其營業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之比例仍低。

為了致力維持穩健的毛利率，本集團於上半年透過調整採購策略減低原材料成本，以
抵銷勞工成本之增加。採用直接從製造商購入布料之新採購策略，令本集團於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原材料庫存較去年增加9,000,000港元至41,800,000港元。於下
半年，由於市場競爭劇烈導致產品價格下調，加上人民幣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升值，毛
利率因而受到影響。然而，憑藉嚴謹之成本控制措施，本年度之毛利率維持於35%以
上。

透過更佳之生產計劃及由下半年開始將部分出口轉往中國鹽田港裝運，分銷成本大
幅減少24%。行政開支因各項有效成本控制措施而減少3%。隨著銷售、分銷及行政開
支減少以及投資收入增加，溢利貢獻增長4%。

於回顧年內，用於增建生產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支出為6,895,000港元，而原訂計劃則為
21,000,000港元。增建設有物流中心的工廠大樓之計劃已經延期，並預期於二零零六
年下半年動工。

貿易業務

本集團貿易業務於年內錄得之營業額下跌5%至293,313,000港元，溢利貢獻為751,000
港元，二零零四年則為3,805,000港元。營業額下跌，乃由於本集團自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起失去美國MLB專利權。本集團已調整業務策略，專注發展非運動專利權及私有
品牌業務，藉以彌補本集團失去之美國MLB業務。隨著下半年的銷售表現明顯改善，
該策略之成效已逐步體現。

然而，由於利潤相對較低之私有品牌業務持續增長，貿易業務之整體毛利率於二零零
五年下降至略低於25%。

歐洲市場營業額於二零零五年增加接近50%至57,400,000港元，約佔貿易業務20%。而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三月成立之新英國附屬公司，在投入經營的首個年度已錄得溢
利，並有助本集團與歐洲客戶建立更密切之關係。由於歐洲市場之產品較著重時尚潮
流，因此平均毛利率稍高於美國市場之產品。

零售業務

零售業務錄得營業額為30,266,000港元，較二零零四年3,583,000港元大幅增長七倍多。
由於此項業務仍處於初步投資階段，本集團於年內錄得虧損11,598,000港元。本集團
相信零售業務將於未來成為本集團的主要增長動力來源之一。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開設合共30間「LIDS」品牌帽品零售店，其中9間設於香港，而21間位於中國。憑藉其於
中港兩地之零售網絡，本集團推出多種設計之私有品牌帽品，藉以加強產品種類及提高毛利率。由於中國之經營成本較低，大
部分於中國開設的LIDS零售店均錄得店舖層面盈利，惟香港店舖之租金成本高昂，將繼續成為本集團的主要挑戰，就此，本集
團已積極加強產品採購，致力提高毛利率。展望將來，本集團將於中國採用加盟經營模式、控制香港業務的擴展，以及加強批發
業務，從而增加業務的收入與盈利能力。

LIDS特許零售店之經營，幫助本集團從特許方並為美國最大帽品零售商Hatworld Inc.取得更多製造及貿易業務。此外，本集團
憑藉LIDS的業務平台，取得十年獨家專營權，可在中國分銷LIDS零售店最暢銷品牌－「Kangol」之帽品，以及開設「Kangol」零
售店並銷售「Kangol」品牌產品。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代價10,000,000港元連同股東貸款20,000,000港元，收購一間合資公司51%權益，以在中
國經營獨家零售特許專利，製造並銷售「SANRIO」產品。該合資公司為國際知名品牌Sanrio在中國之店舖獨家授權代理，擁有
在中國設計、製造及銷售所有Sanrio卡通人物產品之權利。Sanrio擁有日本多個著名卡通人物之最終版權，如最為客戶熟識的
Hello Kitty，以及Cinnamon Roll、Minna no Tabo、Little Twin Stars、My Melody及Shinkansen等。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合共開設23間Sanrio零售店，而大部分零售店之店舖層面貢獻較原訂計劃為佳。然而，首年經
營之業務規模不足以支付所有初期支出及後勤部門之費用，令回顧年內經營錄得5,245,000港元之虧損。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第四季推出Sanrio專利權之加盟經營模式，並將於二零零六年第二季積極發展加盟業務。本集團持續努力
在當地採購大部分產品，將有助減低成本。合資公司預期將於二零零六年取得收支平衡。

展望

作為市場上處於無可比擬地位之傑出帽品設計商、製造商及零售商，本集團對二零零六年之前景感到樂觀。鑑於往年取得理想
業績，本集團將透過市場、業務及產品多元化以及開創新收入來源，進一步加強其業務。

歐洲及日本均為製造業務於二零零六年增長之目標市場。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在日本成立辦事處，以充分把握當地之市
場潛力。由於上述兩個市場較以時尚為主導，本集團將繼續加強產品設計能力及拓闊其產品類別。連同日本、歐洲及美國之辦
事處，本集團將致力擴展市場覆蓋網絡，並預期錄得理想之業務增長。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已撥出約21,800,000港元之資本開支預算，用於提升生產設備，包括計劃於二零零六年增設三條生產線及
增建設有物流中心之工廠大樓，預期生產能力可於二零零六年底前增加20%，並於二零零七年再增加35%。本集團亦計劃於二
零零六年外判若干生產工序以進一步提升生產能力。

隨著人民幣將持續升值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勞工短缺情況未能紓緩等影響，製造業務之毛利率預期於二零零六年受壓。本集團
將透過削減各項成本及提高效率措施，致力維持毛利率高於35%。為此，集團於二零零六年推出作為挽留具經驗員工方案之花
紅獎勵計劃，以提高生產效率。

就貿易業務而言，本集團將透過加強專門店渠道之市場推廣力度，以及在專利權組合中增加專利權，專注改善毛利率。於二零
零六年初新增之專利品牌包括New York City及Pabst，將有助提高貿易業務之收入及毛利率。

為進一步加強零售網絡，本集團將繼續於二零零六年底前分別增加自設LIDS零售店與SANRIO零售店數目至36間及48間。

此外，本集團將投資1,6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開設10間「Kangol」飾品零售店。首間「Kangol」零售店已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初
在深圳開業。

於二零零六年，本集團將致力透過加盟模式拓展零售業務，並增加新的專利權，以及透過批發業務增加其收入。本集團預期零
售業務將於二零零六年取得收支平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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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77,7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01,70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
亦持有流動投資組合，於本回顧年底約為67,7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61,400,000港元）。流動資金結餘下跌，主要由於存貨結
餘及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較二零零四年有所上升。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存貨較二零零四年增加35,000,000港元。增加的部分原因為擴張零售業務而增加存貨
14,700,000港元，實施成本控制措施後令採購策略有所改變，以致原材料增加9,000,000港元，以及製造業務之在製品及製成品
增加7,600,000港元，反映當時訂單的水平較二零零四年為高。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結餘較二零零四年增加32,000,000港元，部份是由於零售業務引致，而部份則由於二零零五年末季的製
造及貿易業務之營業額較二零零四年為高所致。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製造及貿易之業務貿易應收款項周轉期為66
日，而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65日。

流動資金中約81%及10%分別以美元及港元為單位，其餘則為人民幣、英鎊及日圓。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備用銀行信貸為95,3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94,800,000港元），其中88,500,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93,100,000港元）尚未動用。27,1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6,700,000港元）之備用銀行信貸（其中1,600,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1,200,000港元）已動用）是以一家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達 36,8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27,000,000港元）之存貨及71,9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65,500,000港元）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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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的財政資源履行各項承擔及滿足營運資金所需。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代價10,000,000港元連同股東貸款20,000,000港元購入一間合資企業的51%權益，以經營
一獨家零售專利權，在中國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SANRIO」產品。收購產生的商譽達3,500,000港元。

資本支出

於年內，本集團投資約6,9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8,000,000港元）添置廠房及設備以進一步提升生產能力，原定資本支出預
算為21,000,000港元，當中包括增建一幢設有物流中心的工廠大樓。有關興建計劃現已推遲及預期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動工。
於二零零五年，本集團亦投資7,3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300,000港元）建設零售平臺及開設新店。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之資本支出預算約為32,000,000港元，其中約21,800,000港元將用作提升生產設備，包括於二零零六年增
設三條生產線及增建一幢工廠大樓，預期生產力可於二零零六年底前增加20%，並於二零零七年再增加35%。本集團亦計劃於
二零零六年外判若干生產工序以進一步增加生產能力。預算中還有7,000,000港元用作拓展LIDS、Kangol及Sanrio專利權之零售
業務。

上述資本支出預計將由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支付。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國稅務局就本集團之美國附屬公司Drew Pearson Marketing, Inc. (「DPM」)於一九九九年
至二零零三年期間之會計記錄對DPM進行調查，尤其是有關本公司與DPM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一宗
金額達7,750,000港元之交易。於本年報日期，本集團並無因該調查而被起訴。根據DPM法律顧問提供之意見，調查的結果及涉
及的總金額在現階段仍屬未知之數。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前，DPM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本集團其後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將DPM的持股量從42.86%增至
85.71%。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收購DPM餘下權益，令DPM成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資產及負債均是以港元、美元或人民幣為單位。本集團預計人民幣每升值2%將會減少製造業務毛利率約0.6%。
然而，隨著中國市場業務之增長，預計帶來之正額貢獻將會抵銷人民幣升值對生產成本帶來之不利影響。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僱用共104名（二零零四年：93名）僱員，在中國僱用2,750名（二零零四年：2,520
名）僱員及在美國及英國僱用共96名（二零零四年：102名）僱員。年內僱員開支約為124,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05,000,000
港元）。本集團確保僱員之薪酬水平具競爭力，僱員之薪酬乃按其職位及工作表現釐定。集團之主要僱員（包括董事）亦會按本
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獲贈購股權。

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派發每股2港仙（二零零四年：3港仙），總額5,72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8,562,000港元）之中期股息。
董事現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1港仙（二零零四年：10港仙）。如蒙股東於應屆股東
週年大會上批准，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六日或之後派發。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起至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止（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
欲獲得收取擬派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擬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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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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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條文之規定，惟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中期報告所披露有關守則條文A.4.1及A.4.2之偏離除外。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經本公司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本年度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

審閱全年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全年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顏禧強

香港，二零零六年四月六日

於本日，本公司董事會總共有六名董事，當中有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顏禧強先生、顏寶鈴女士及何洪柱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梁樹賢先生、謝錦阜先生及勞囱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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