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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欣然宣佈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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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

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憑藉其製造業務表現持續造好而再創理想佳績，

整體盈利錄得顯著上升。製造業務分類繼續成為本集團之主要收入來源及盈利增長動力，並抵

銷了零售業務受市場環境拖累引致的表現，而本集團的貿易業務亦大致取得平穩發展。

於本期間，本集團憑藉與現有客戶建立以久的穩固業務關係，以及整體市場對本集團的帽品需求

依然殷切，促使營業額比去年同期上升2%至451,53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443,280,000

港元）。

此外，本集團採取了嚴格控制成本的措施，以致材料成本及員工成本下跌，帶動整體毛利上

升15%至151,83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131,648,000港元），毛利率更增長3.9個百分點

至33.6%（二零一五年中期：29.7%）。隨著孟加拉廠房生產效率持續大幅提升，令本集團整

體生產成本減少，本集團的股東應佔溢利大幅上升43%至36,79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

25,821,000港元），成績令人鼓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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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業務回顧
製造業務

於本期間，受惠於本集團的廠房部署策略得宜，於二零一三年開設的孟加拉廠房為本集團帶來

顯著的盈利貢獻增長，製造業務分類的營業額上升12%至301,80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

269,541,000港元），佔本集團的總營業額66.8%，繼續成為本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市場於回

顧期內對本集團帽品的需求持續增長，孟加拉廠房迅速提升的產能使其能滿足不斷增加的訂單

需求。隨著孟加拉廠房的生產效率及產品質量不斷提升，該廠房已成為本集團製造業務的盈利

增長亮點，帶動此分類的毛利錄得上升43%至88,805,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61,921,000

港元）。由於本集團成功提升營運效益及實施有效的節約成本措施，製造業務的經營溢利更大

幅飆升103%至52,233,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25,783,000港元）。

本集團致力將勞工密集的生產工序轉移孟加拉廠房，並持續擴充其產能，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廠房約有3,000名員工，產能由去年同期的每月150萬件帽品增加至每

月180萬件帽品。由於孟加拉廠房的生產技術不斷提高，該廠房已足以處理一些中高檔次帽品

的訂單。至於深圳廠房，本集團繼續策略性地以專注為製造業務採購原材料、生產高檔次的帽

品，以及處理應付貨期較短的訂單為發展方案。深圳廠房於期內保持平穩發展，仍然為此業務

分類的主要收入貢獻來源。該廠房繼續專注產品開發及設計，而員工數目為1,500人。在本集

團的悉心策劃下，深圳廠房與孟加拉廠房成功發揮協同效應，有助本集團保持製造業務的增長

勢頭和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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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貿易業務

貿易業務以多元市場為發展核心，而期內來自該分類的整體營業額下跌13%至102,794,000港

元（二零一五年中期：118,038,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不利外圍因素如英國脫歐事件、激烈

市場競爭，以及Drew Pearson International (Europe) Ltd.（「DPI」）失去部分足球隊伍的帽品代

理權帶來的負面影響。本集團期內繼續大力拓展San Diego Hat Company（「SDHC」）業務，除

了在去年購入一美國聖地牙哥物業作為SDHC總部，亦持續優化貿易策略，加快產品開發，使

SDHC業務開始走上軌道，SDHC之毛利較去年同期上升6%至21,16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

期：19,925,000港元），而經營溢利更飆升137%至4,201,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1,769,000

港元），有助抵銷H3及DPI未如理想的業務表現。本集團來年將繼續重點發展SDHC業務，冀能

提升該業務的收入貢獻。

零售業務

由於環球經濟環境持續不明朗，令中國零售市場繼續倍受打擊。雖然本集團已靈活調整業務策

略，包括拓展國內二、三線城市的自營店網絡，以及加大網上渠道銷售，惟內地消費意欲持續

疲弱，令本集團的營運情況及盈利表現難免受到拖累。來自該分類的營業額比去年同期下跌

16%至46,93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55,701,000港元），經營虧損為4,262,000港元（二

零一五年中期：經營虧損1,040,000港元）。

Sanrio

期內受中國零售市場疲軟影響，Sanrio的加盟店數目減少，本集團因而相應地採取靈活的調整

策略，於國內二、三線城市開設新自營店，藉此加強品牌建設和提高市場滲透率，並透過促銷

手法以增加該業務的營業額。同時，本集團積極開發Sanrio網上銷售平台作為新拓展的品牌銷

售渠道。Sanrio業務營業額下跌24%至34,12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44,696,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經營36家Sanrio自營店及101家加盟店（二零一五年中期：

自營店32家，加盟店12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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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帽品銷售

本港的零售市場表現持續疲弱，本集團維持重點發展加盟店業務，期內來自帽品銷售的營業額

上升16%至12,805,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11,005,000港元）。惟經營成本不斷增加，本集

團的帽品銷售業務經營虧損為88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經營虧損768,000港元）。

目前本集團的帽品銷售分類包括香港的「NOP」及「New Era」自營店，以及國內的「NOP」加

盟店。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經營「NOP」自營店7家及加盟店13家，以及「New 

Era」零售店1家（二零一五年中期：「NOP」自營店9家，「NOP」加盟店13家，「New Era」零售

店1家）。

前景

憑藉穩固的業務基礎，加上務實的業務發展策略，本集團於期內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充分證

明本集團繼續紮根國內，並同時積極採取「走出去」的整體戰略方針正確。展望未來，本集團將

審時度勢，持續調整及優化發展策略，相信會繼續受惠於中國「一帶一路」戰略，進一步壯大現

有業務。

製造業務方面，為進一步滿足市場對本集團產品持續旺盛的需求，本集團計劃將進一步擴充孟

加拉廠房樣板房，亦會派出深圳廠房之精英到孟加拉廠房協助生產技術轉移，以提升該廠房工

人的技術，集團深信此舉將促進孟加拉廠房為顧客提供一站式綜合服務的能力，從而提高集

團的整體競爭力。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增加孟加拉廠房新的生產線，從而加強產能。相關措施

將能進一步提升孟加拉廠房的產能以配合生產所需，預料廠房產能將於二零一六年底前提升

25%至每月225萬件帽品。深圳廠房方面，本集團將維持現有運作及規模，同時亦會加強廠房

內部管理及嚴控成本以保持穩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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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隨著內地在互聯網上播放海外體育賽事日漸盛行，令國內青年上網觀看或參與體育活動項目

的興趣大大提高。有見及此，本集團銳意推行結合其製造業務與互聯網的戰略，把握互聯網發

展所帶來的龐大商機，藉著發掘與世界知名體育品牌的合作機會，透過生產將受市場追捧的產

品以拓展新收入來源。

另外，由於廠房部署策略得宜，孟加拉廠房的發展進程取得非常理想的成果，成功令製造業務

升級轉型。總括而言，憑藉本集團與重要客戶建立的長遠業務關係，以及廠房生產效率和產能

的不斷提高，本集團下半年對製造業務的前景仍然充滿信心。

貿易業務方面，隨著本集團持續豐富其產品組合以迎合市場瞬息萬變的需求，進一步提升競爭

力，預期SDHC會繼續成為此業務分類的重要支柱和增長動力。至於零售業務方面，本集團將

繼續注重拓展加盟店網絡為發展策略。本集團亦會透過不同渠道增加銷售份額，其中，Sanrio

將繼續優化其網上銷售平台，以進一步提升業績表現。

未來，管理層將不遺餘力地推動本集團的業務增長，穩步向前，為股東創造最佳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以及流動投資組合合計189,200,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9,000,000港元）。該等流動資金約76%及9%分別以美元及人

民幣計值。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信貸額度為347,600,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0,800,000港元），當中275,8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5,000,000港元）並未動用。

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即本集團借貸淨額除以權益總額）為11.0%（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3%）。由於穩健之財政和流動資金狀況，本集團具備足夠之財政資源履行各項承擔及滿足

營運資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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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資本開支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投資約2,1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5,300,000港元）添置設備以進一

步提升及擴展產能，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1,600,000港元）開設零售店及6,4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100,000港元）為貿易業務下新收購的辦事處及倉庫添置設備及進行

裝修。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生產廠房及設備批准資本承擔28,300,000港元。本集團

亦已就於英國之辦公室批准資本承擔10,50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已就開設新零售點及升級

設備批准資本承擔3,000,000港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均是以港元、美元、人民幣或孟加拉塔卡計值。本集團預計人民幣每

升值1%將會導致製造業務毛利率下降約0.4%。然而，人民幣已於二零一六年貶值，且預計會

導致製造成本下降。本集團預計孟加拉塔卡每升值1%將不會對毛利率產生重大影響。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共僱用1,688名（二零一五年中期：1,731名）工人及

僱員、在孟加拉共僱用2,920名（二零一五年中期：2,827名）工人及僱員、在香港及澳門共僱用

104名（二零一五年中期：110名）僱員，以及在美國及英國共僱用45名（二零一五年中期：45

名）僱員。本期間內僱員開支約為119,7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中期：113,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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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主要僱

員（包括董事）亦會按本公司運作之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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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2港仙（二零一五年：1港仙），將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六日或其後派

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二日起至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四日止（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期間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獲得收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

二零一六年九月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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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佳登捷時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以供登記。

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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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致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董事會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0至35頁的中期財務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的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全面收益

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附註解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的報告必須符合以上規則的有關條文以及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及列報本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本

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之協定條款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

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

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

詢，及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

故不能令我們可保證我們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

核意見。

結論
按照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獨立審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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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6 & 7 451,532 443,280
銷售成本 (299,695) (311,632)

毛利 151,837 131,648
其他收入 6,561 5,869
其他收益－淨額 699 412
銷售及分銷成本 (44,691) (43,459)
行政開支 (67,446) (64,948)

經營溢利 8(a) 46,960 29,522

財務收入 406 743
財務費用 (825) (716)

財務（費用）╱收入－淨額 8(b) (419) 27

除所得稅前溢利 8 46,541 29,549

所得稅開支 9 (7,268) (2,315)

期內溢利 39,273 27,234

由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6,799 25,821
非控股權益 2,474 1,413

39,273 27,2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10
基本 9.2港仙 6.5港仙
攤薄 9.1港仙 6.4港仙

第17至35頁之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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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39,273 27,234

其他全面收益

已經或其後可能重新歸類至損益之項目：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時撥回儲備 (2,435) –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3,002) 751

不會重新歸類至損益之項目：

將物業、廠房及設備轉撥至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 37,442 –

將物業、廠房及設備轉撥至投資物業之 

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9,360)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61,918 27,985

由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9,491 26,602

非控股權益 2,427 1,38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1,918 27,985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第17至35頁之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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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167,885 171,359

投資物業 12 75,447 38,522

商譽 33,798 33,798

其他無形資產 12 13,975 16,834

遞延所得稅資產 2,134 2,323

其他非流動應收款項 13 1,159 6,550

294,398 269,386

流動資產

存貨 154,493 166,83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93,357 163,625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1,250 1,314

短期銀行存款 3,184 3,17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84,800 174,510

537,084 509,454

總資產 831,482 778,840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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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 39,858 39,858
其他儲備 251,002 228,069
保留盈利 317,031 288,204

607,891 556,131

非控股權益 (3,166) (5,421)

總權益 604,725 550,71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其他非流動應付款項 15 706 1,075
應付長期服務金 457 457
遞延稅項負債 12,284 3,059

13,447 4,59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117,041 132,779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1,032 1,003
即期所得稅負債 28,841 22,161
借貸 16 66,396 67,596

213,310 223,539

總負債 226,757 228,130

總權益及負債 831,482 778,840

流動資產淨值 323,774 285,91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18,172 555,301

第17至35頁之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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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以股份償付之

酬金儲備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合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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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39,858 160,230 25,878 6,691 8,042 27,228 288,204 556,131 (5,421) 550,710

期內溢利 – – – – – – 36,799 36,799 2,474 39,273
其他全面收益：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時撥回 
儲備 – – – – – (2,435) – (2,435) – (2,435)

–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 
匯兌差額 – – – – – (2,955) – (2,955) (47) (3,002)

– 由物業、廠房及設備 
轉撥為投資物業之 
重估盈餘 – – – – 37,442 – – 37,442 – 37,442

– 由物業、廠房及設備 
轉撥為投資物業之 
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 – – – (9,360) – – (9,360) – (9,36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

項） – – – – 28,082 (5,390) 36,799 59,491 2,427 61,918

一間附屬公司支付的股息 – – – – – – – – (172) (172)
二零一五年已派末期股息 – – – – – – (7,972) (7,972) – (7,972)
以權益結算及以股份償付之 
交易 – – – 241 – – – 241 – 241

本公司擁有人出資及向其分派

總額 – – – 241 – – (7,972) (7,731) (172) (7,90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39,858 160,230 25,878 6,932 36,124 21,838 317,031 607,891 (3,166) 604,725

代表：

二零一六年宣派中期股息 7,972
其他保留盈利 309,059

317,031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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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以股份償付之

酬金儲備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合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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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39,858 160,230 25,878 6,522 8,042 29,786 247,608 517,924 (4,003) 513,921

期內溢利 – – – – – – 25,821 25,821 1,413 27,234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 
匯兌差額 – – – – – 781 – 781 (30) 75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 – – – – 781 25,821 26,602 1,383 27,985

二零一四年已派末期股息 – – – – – – (7,972) (7,972) – (7,972)
以權益結算及以股份償付之交易 – – – 14 – – – 14 – 14

本公司擁有人出資及向其分派總額 – – – 14 – – (7,972) (7,958) – (7,958)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39,858 160,230 25,878 6,536 8,042 30,567 265,457 536,568 (2,620) 533,948

代表：

二零一五年宣派中期股息 3,986
其他保留盈利 261,471

265,457

第17至35頁之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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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量

經營所得之現金 30,561 51,100

已付所得稅 (489) (2,266)

已付利息 (812) (703)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29,260 48,131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406 743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款項 – 15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8,856) (7,000)

投資活動所耗之現金淨額 (8,450) (6,107)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已付股息 (7,972) (7,972)

向非控股權益支付的股息 (172) –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3,889 12,334

償還銀行借貸 (5,089) (6,500)

抵押銀行存款（增加）╱減少 (9) 1,750

融資活動所耗之現金淨額 (9,353) (33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增加淨額 11,457 41,636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74,510 123,862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1,167) 755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84,800 166,253

第17至35頁之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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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1. 一般資料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上市有限責任公司，其

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其註冊辦事處之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從事帽品製造及銷售、帽品及其

他產品貿易及分銷以及營運零售店。

除另有註明外，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

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未經審核。

3.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誠如此等全年財務報表中所述，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

中期所得稅乃採用將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累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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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3. 會計政策（續）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以下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須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採

納。採納該等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主動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 

（修訂本）

澄清可接納折舊及攤銷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 

（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的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的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修訂本）

收購於合營業務之權益之會計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戶

年度改進計劃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b) 已頒佈但尚未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亦無提早採納之新訂及
經修訂準則
以下新訂準則及準則之修訂已經頒佈，惟尚未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

度生效，本集團亦無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與客戶合約之收入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2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管理層尚在詳細評估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之預期影響，惟目前尚未能確定該

等準則及修訂是否會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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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其會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以及

資產及負債、收支之呈報金額。實際結果或會與該等估計有所出入。

於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當中所作出之重大判

斷，及估計不明朗因素之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

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5. 財務風險管理
5.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之業務承受多種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外幣風險、利率風險及價格風險）、

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無載列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披

露，並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自年結日起，任何風險管理政策概無任何變動。

5.2 公平值估計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金融資產及負債

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均無重大差別，因該等金融資產及負債均即時或於短期內到

期。

下表乃以估值法分析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工具。不同層級界定如下：

• 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作調整）（第1層）。

• 就資產或負債而言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從價格推衍）可觀察之輸入資料

（不包括第1層所包含之報價）（第2層）。

• 並非根據可觀察之市場數據而有關資產或負債之輸入資料（即無法觀察之輸

入資料）（第3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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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5. 財務風險管理（續）
5.2 公平值估計（續）

下表根據公平值架構呈列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資產負債表內按公平

值計量之資產。

第1層 第2層 第3層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1,250 – – 1,250

總金融資產 1,250 – – 1,250

下表根據公平值架構呈列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資產負債表內按

公平值計量之資產。

第1層 第2層 第3層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1,314 – – 1,314

總金融資產 1,314 – – 1,314

期內，第1層與第2層之間並無作出轉撥，亦無為進出第3層而作出轉撥。

期內，估值方法並無其他變動。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之業

務或經濟狀況並無重大變動。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金融資產並無重

新分類。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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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風險管理（續）
5.3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與負債之公平值

下列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短期銀行存款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 借貸

6. 收益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帽品製造、貿易及零售，以及專利產品零售。

7. 分類資料
執行董事被認定為主要經營決策人。執行董事根據其所審閱以作出策略決定之報告釐定

經營分類。

管理層從業務角度考慮業務，從而按以下分類評估業務營運之表現：

(i) 製造業務：本集團製造帽品銷售予其貿易業務及零售業務以及外部客戶，主要生產

設施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深圳及孟加拉，客戶主要位於美利堅合眾國（「美

國」）及歐洲。

(ii) 貿易業務：本集團帽品及其他產品貿易及分銷業務透過專注於歐洲市場之Drew 

Pearson International (Europe) Ltd.,（「DPI」）及專注於美國（「美國」）市場之H3 

Sportgear LLC（「H3」）及San Diego Hat Company（「SDHC」）進行經營。

(iii) 零售業務：本集團於香港經營帽品專門店，並於中國經營SANRIO專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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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類資料（續）
分類資產不包括投資物業、遞延所得稅資產、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短期銀

行存款及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此外，不可直接歸入任何經營分類業務活動之企業資產並

無分配至分類，主要用於本集團總部。

製造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貿易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零售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合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301,804 269,541 102,794 118,038 46,934 55,701 451,532 443,280
分類間之收益 35,099 38,253 26 – – – 35,125 38,253

須予呈報分類收益 336,903 307,794 102,820 118,038 46,934 55,701 486,657 481,533

須予呈報分類溢利╱（虧損） 52,233 25,783 3,849 7,603 (4,262) (1,040) 51,820 32,346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 (64) (381)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 
金融資產之收益 – 210

以股份償付支出開支 (241) (14)
未能劃分之企業收入 3,460 3,703
未能劃分之企業開支 (8,015) (6,342)

經營溢利 46,960 29,522
財務（費用）╱收入－淨額 (419) 27
所得稅開支 (7,268) (2,315)

期內溢利 39,273 27,234

製造 貿易 零售 合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須予呈報分類資產 324,836 317,910 186,164 185,859 53,667 55,227 564,667 558,996

投資物業 75,447 38,522
遞延所得稅資產 2,134 2,323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1,250 1,314
短期銀行存款 3,184 3,17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84,800 174,510

總資產 831,482 77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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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8. 除所得稅前溢利
以下為在財務資料內扣除╱（計入）除所得稅前溢利之金額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經營溢利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 64 381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 (210)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673 (504)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附註） (2,435)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 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509 11,550
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 2,646 3,82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撥回）╱ 
撥備淨額 (1,396) 821

滯銷及陳舊存貨撥備淨額 2,802 4,086

(b) 財務（費用）╱收入－淨額
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750) (533)
應付專利權費用之利息 (62) (170)
應付一間關聯公司款項之利息 (13) (13)
利息收入 406 743

財務（費用）╱收入－淨額 (419) 27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註銷一間附屬公司東莞飛達帽業有限公司。與註銷有關

之收益2,435,000港元已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內確認，該收益主要來自撥回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相同

金額的匯兌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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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9.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當期 2,605 700
－以往年度撥備過多 (522) (239)

2,083 461
海外稅項

－當期 7,515 4,260
－以往年度撥備過多 (2,429) (2,678)

5,086 1,582

遞延所得稅 99 272

7,268 2,315

中期期間之所得稅開支乃按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率之估計

確認。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五年：16.5%）計算撥備。

海外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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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10.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

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36,799 25,821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98,583,284 398,583,284

(b) 攤薄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乃假設所有未行使購股權均已換股而對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加以調整。本公司根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帶認購權之貨幣價值作出計算，以

釐定可按公平值（基於本公司股份全年之平均股份市價而釐定）認購之股份數目。

按上述計算之股份數目已與假設購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之股份數目作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36,799 25,821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98,583,284 398,583,284

就購股權作出調整 7,755,294 4,767,221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6,338,578 403,350,505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9.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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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a) 撥歸期內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之中期股息每股2港仙 

（二零一五年：1港仙） 7,972 3,986

於結算日後宣派之中期股息並未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惟將反映為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保留盈利分派。

b) 撥歸過往財政年度而於期內批准及派付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二零一五年派付之末期股息每股2港仙 

（二零一四年：2港仙） 7,972 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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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12. 資本開支

物業、

廠房及設備 投資物業 其他無形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171,359 38,522 16,834

將物業、廠房及設備轉撥至投資物業之

重估盈餘 – 37,442 –

匯兌差額 (765) (517) (299)

添置 8,856 – 86

出售 (56) – –

折舊及攤銷 (11,509) – (2,64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 

期終賬面淨值 167,885 75,447 13,975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129,785 38,764 21,593

匯兌差額 (4) – (234)

添置 7,000 – 1,667

出售 (27) – –

出售附屬公司 (5) – –

折舊及攤銷 (11,550) – (3,82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 

期終賬面淨值 125,199 38,764 19,20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其他無形資產指已收購客戶關係9,211,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9,975,000港元）、商標2,61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157,000港元）及於本集團產品使用若干專利商標、品牌及標誌之專利權2,147,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0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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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開支（續）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認為，投資物業的賬面值（按重估金額入賬）與其

於結算日之公平值並無重大差異。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投資物業的估值乃根據由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中寧評

估有限公司作出的估值結果釐定，該估值師持有相關認可專業資格，且近期於所估值的

投資物業的地點及分類擁有估值經驗。

本集團的政策為於引致轉撥的事件或情況變動發生當日確認公平值層級的轉入及轉出。

期內，第一級、第二級及第三級之間並無轉撥（二零一五年：相同）。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使用以下輸入值計算之公平值

描述

相同資產

在交投活躍

市場的報價

（第一級）

其他重大

可觀察

輸入值

（第二級）

重大

不可觀察

輸入值

（第三級）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

位於中國之生產設施 – – 17,907 17,907

位於中國之生產設施及員工宿舍 – – 37,442 37,442

位於中國之住宅單位 – 3,838 – 3,838

位於美國之住宅單位 – 16,260 – 16,260

– 20,098 55,349 7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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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12. 資本開支（續）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使用以下輸入值計算之公平值

描述

相同資產

在交投活躍

市場的報價

（第一級）

其他重大

可觀察

輸入值

（第二級）

重大

不可觀察

輸入值

（第三級）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

位於中國之生產設施 – – 18,334 18,334

位於中國之住宅單位 – 3,928 – 3,928

位於美國之住宅單位 – 16,260 – 16,260

– 20,188 18,334 38,522

位於美國及中國的住宅單位的估值乃使用銷售比較法釐定。於鄰近地區的可資比較物業

的銷售價格會就主要屬性（例如租金價值、時間、位置、面積及其他相關因素）的差異作

出調整。此估值方法的最重大輸入值為租金價值。

位於中國的生產設施的估值乃使用收入法釐定。本集團有權於物業剩餘租期內收取之潛

在物業租金（參考現行市場租金計算）將撥充資本。此估值方法的最重大輸入值為租金價

值。

位於中國的生產設施及員工宿舍的估值乃使用收入法釐定。本集團有權於物業剩餘租期

內收取之潛在物業租金（參考現行市場租金計算）將撥充資本。此估值方法的最重大輸入

值為租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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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開支（續）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用途變更，一項物業由物業、廠房及設備重新

歸類至投資物業。於變更日期，公平值盈餘37,442,000港元計入權益內之重估儲備。該物

業之公平值乃由一名獨立專業資格估值師中寧評估有限公司估算。於轉撥日期之重大不

可觀察輸入值包括：

描述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十一日之

公平值
（千港元） 估值技術

不可觀察
輸入值

不可觀察輸入值
範圍（按機會率
加權平均計算）

不可觀察輸入值與
公平值之關係

位於中國之生

產設施及 
員工宿舍

37,442 收益法 定期租金 每月每平方米 
人民幣16.6元至 
人民幣18.2元

租金越高， 
公平值越高

市場租金 每月每平方米 
人民幣17.0元

租金越高， 
公平值越高

定期收益率 7% 收益率越高， 
公平值越低

市場收益率 9% 收益率越高， 
公平值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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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55,977 133,790

票據應收款項 – 1,597

減：減值撥備 (5,320) (6,006)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淨額 150,657 129,381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4,440 42,099

減：減值撥備 (581) (1,305)

其他應收款項淨額 43,859 40,794

194,516 170,175

減：其他應收款項之非流動部分 (1,159) (6,550)

流動部分 193,357 163,62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貿易應收款項基於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71,191 51,820

31－60日 58,242 49,042

61－90日 14,646 14,493

91－120日 1,345 8,691

121日以上 10,553 9,744

155,977 133,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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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票據應收款項指銀行承兌票據，其到期情況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90日內到期 – 1,597

– 1,597

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其他應收款項包括總共9,52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339,000港元）應收兩名（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兩名）客戶之票據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一份8,071,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630,000港元）之票
據應收款項按年利率5%計息，須於二零一五年一月至二零一七年十月分12期每季償還。該票據以該
客戶之所有資產作抵押，惟本集團於抵押品之權益乃次於該客戶之主要借款人。餘額已於二零一六年

七月獲悉數償還。

另一份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償還709,000港元之票據應收款項按年利率7%計息，須於
二零一六年七月前每月償還。餘額已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獲悉數償還。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另一份1,451,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之票據應收款項
按年利率3%計息，須於二零一六年四月至二零一九年二月分35期每月償還。該票據以該客戶擁有人
之個人擔保作抵押。

14. 股本

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398,583,284 3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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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45,300 54,59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2,447 79,260

117,747 133,854

減：其他非流動應付款項 (706) (1,075)

流動部分 117,041 132,779

於結算日，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基於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32,656 24,378

31－60日 6,000 20,067

61－90日 1,391 2,775

90日以上 5,253 7,374

45,300 5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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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借貸
借貸變動情況分析如下：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期初金額 67,596
償還銀行借貸 (5,089)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3,889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期末金額 66,396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期初金額 32,890
償還銀行借貸 (6,500)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12,33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期末金額 38,724

17.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概無已訂約但尚未產生的資本開支（二零一五年：無）。

18. 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除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其他部分披露之該等交易及結存外，本集團於期內進行

了以下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a) 買賣貨品及服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向一名股東之聯屬公司銷售貨品 177,805 135,717
就辦公室物業支付予董事及 
一間由一名董事控制之公司之租金 827 792

支付予一名股東之一間聯屬公司之專利權費用 37 221
支付予一名股東之聯屬公司之索賠費用 454 2,747
來自一名關聯人士的專利收入 402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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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重大關聯人士交易（續）
(b) 銷售貨品及服務之期末結餘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一名股東之聯屬公司之貿易應收款項 86,965 63,530

應收一名股東之聯屬公司之貿易應收款項主要來自銷售交易並於銷售日期後六十

天到期。該等應收款項之性質為無抵押及不計利息。概無就該等應收款項計提任何

撥備。

(c) 重要管理層人員酬金

本集團重要管理層人員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10,579 10,498

退休計劃供款 85 79

10,664 10,577

19. 核准中期財務資料
本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經董事會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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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已

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

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置存之

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其他 所佔權益

個人權益 直接權益 相關股份 總計 百分比

顏禧強先生 – 217,250,000 45,800,000 263,050,000 66.00%

（附註1、2） （附註3、4）

顏寶鈴女士， 

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33,550,000 183,700,000 45,800,000 263,050,000 66.00%

（附註2） （附註1） （附註3、4）

James S. Patterson先生 – – 2,000,000 2,000,000 0.50%

（附註5）

顧青瑗女士 – – 2,000,000 2,000,000 0.50%

（附註5、6）

顏肇翰先生 – – 1,000,000 1,000,000 0.25%

（附註6）

根據上市規則提供之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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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續）
附註：

(1) 該183,700,000股股份由Successful Years International Co., Ltd.法定及實益擁有，Successful Years 

International Co., Ltd.則由顏禧強先生及顏寶鈴女士分別最終及實益擁有40%及60%。

(2) 該33,550,000股股份由顏女士（顏先生之配偶）實益擁有。

(3) 根據顏先生、顏女士與New Era Cap Hong Kong LLC（「NEHK」）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續訂之或

然購買契據，NEHK有權要求顏先生及顏女士按上述契據之條款及條件，購買最多39,800,000股股份。

(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顏先生及顏女士各自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可認購

3,000,000股本公司股份。

(5)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Patterson先生及顧女士分別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可認

購2,000,000股及500,000股本公司股份。

(6)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顧女士及顏先生分別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可認購

1,500,000股及1,000,000股本公司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或相

關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定之任何權益。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舊購股權計劃」），據此，董事會

可絕對酌情授出購股權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所投資實體之任何合資格僱員（包

括董事）、向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所投資實體提供貨品或服務之任何供應商，及本集團

或任何所投資實體之任何客戶，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因根據舊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全部購股權獲行使而可予發行之

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30,536,058股，即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採納新購股權計

劃當日已發行股份之10%（已就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發行紅股作出調整）。該計劃授

權上限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更新。計劃授權上限更新後，本公司可授出涉及最多

31,840,228股股份之購股權，即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已發行股份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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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公司終止舊購股權計劃，並採納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

計劃」），據此，董事會可絕對酌情授出購股權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所投資實體

之任何合資格僱員（包括董事）、向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所投資實體提供貨品或服務之

任何供應商及本集團或任何所投資實體之任何客戶，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因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全部購股權獲行使而可予發行之

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39,858,328股，即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採納新購股權

計劃當日已發行股份之10%。

購股權之行使價為股份之面值、股份於購股權授出當日於聯交所之收市價及股份於緊接授出

購股權當日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之平均收市價三者中之最高者。

舊購股權計劃及新購股權計劃由採納日期起十年內有效。新購股權計劃旨在容許本集團向經

選定參與人士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獎勵或回報。

除非於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否則於任何12個月期間，因新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及根據本集

團任何其他計劃向每位承授人授出之購股權（包括已行使或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而已發行

及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本之1%。

購股權可根據新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於董事將釐定及通知承授人之期間內（不得遲於該購股

權要約日期起計十年內屆滿）隨時行使，如董事未釐定期限，則由接納有關購股權之要約日期

起至根據新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有關購股權失效日期與購股權要約日期起計十年之較早者止期

間內可予行使。於接納要約時將須支付代價1港元。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除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外，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可發行之股份總數為

23,958,328股，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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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各董事、僱員、客戶及供應商根據本公司運作之購股權計劃

以象徵代價獲授而擁有下列可認購本公司股份（於結算日每股市值為1.33港元）之購股權權

益，持有人每持有一份購股權有權認購一股股份：

授出日期 購股權行使期 行使價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於授出當日之
每股股份市值

（港元）

新購股權計劃
董事 23.06.2009 23.06.2010 – 

22.06.2019
0.946 8,500,000 0.93

15.07.2015 15.07.2016 – 
14.07.2025

1.12 2,500,000 1.12

11,000,000

僱員 11.06.2008 11.06.2009 – 
10.06.2018

1.19 1,000,000 1.16

23.06.2009 23.06.2010 – 
22.06.2019

0.946 6,270,000 0.93

08.11.2010 08.11.2011 – 
07.11.2020

0.92 900,000 0.92

30.12.2011 30.12.2012 – 
29.12.2021

0.80 4,000,000 0.80

15.07.2015 15.07.2016 – 
14.07.2025

1.12 9,400,000 1.12

21,570,000

附註：

作為已授出購股權回報之已收取服務之公平值乃參照已授出購股權之公平值計量。所授出之購股權之估計

公平值乃根據柏力克－舒爾斯定價模式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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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根據該購股權計劃，241,000港元之以股份償付之付款開支已計入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表（二零一五年：14,000港元），而相應金額已計入以股份償付報酬

儲備。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附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均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本

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任何彼等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可藉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

機構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

主要股東
就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下列股東（董事或本公司最高

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

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已記載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置存之登

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姓名╱名稱 身份 個人權益 其他權益 相關股份 合計
所佔權益
百分比

Successful Years International 
Co., Ltd.（附註1）

實益擁有人 183,700,000 – – 183,700,000 46.09%

Christopher Koch先生（附註2）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 79,601,000 – 79,601,000 19.97%

NEHK（附註2）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79,601,000 – – 79,601,000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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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續）
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續）
附註：

1. Successful Years International Co., Ltd.由顏禧強先生及顏寶鈴女士分別擁有40%及60%之股權。顏禧

強先生及顏寶鈴女士於Successful Years International Co., Ltd.之權益亦已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

關股份之權益」一節披露。

2. Christopher Koch先生擁有NEHK之75%已發行股本。因此，Christopher Koch先生被視為於79,601,00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相關股份之淡倉

姓名╱名稱 相關股份數目 所佔權益百分比

Christopher Koch先生 39,800,000（附註） 9.99%

NEHK 39,800,000（附註） 9.99%

附註： 根據顏先生、顏女士與NEHK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續訂之或然購買契據，NEHK有權按上述契

據之條款及條件向顏先生及顏女士出售最多39,800,000股股份。鑑於Koch先生擁有NEHK之75%股

權，故Koch先生亦被視為於39,800,000股相關股份之淡倉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董事除外）曾知會本公司其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載於本公司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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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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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經本公司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21條有關設立審核委員會之規定。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所有獨立

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並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匯報程序及內

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財務資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顏禧強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共有九名董事，當中有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顏禧強先生、

顏寶鈴女士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James S. Patterson先生、顧青瑗女士及顏肇翰先生；一名非執

行董事顏肇臻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梁樹賢先生、劉鐵成先生，太平紳士及吳君

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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