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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地點
香港

董事會
林百欣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林建岳 （副主席）
林建名 （副主席）
趙 維
蕭繼華
李寶安
林建康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一日獲委任）
余寶珠
賴元芳
黃啟初*
梅椒盈*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公司秘書
楊錦海

業績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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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1 31/1/2000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705,060 1,707,489

銷售成本 (484,554) (1,200,952)

毛利 220,506 506,537

其他收益 60,182 262,059
行政費用 (59,162) (249,89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49,714) (171,567)
其他經營開支 (10,628) (135,838)
視為出售上市附屬公司
　之權益虧損 — (3,970)
出售長期上市投資虧損 — (3,500)
長期非上市投資減值撥備 — (56,586)
固定資產減值撥備 — (649,257)
發展中物業減值撥備 — (559,679)
待售落成物業減值撥備 — (113,527)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虧絀 3 (206,452) —

經營活動虧損 4 (145,268) (1,175,222)

融資成本 5 (5,455) (442,418)

應佔虧損減聯營公司溢利 (467,551) (45,706)

除稅前虧損 (618,274) (1,663,346)

稅項 6 (10,950) (28,033)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629,224) (1,691,379)

少數股東權益 (4,704) 1,175,629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 (633,928) (515,750)

每股虧損 7
　基本 0.44港元 0.36港元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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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經確認收益及虧損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應佔聯營公司之投資物業重估虧絀 13 (79)

換算海外公司財政報告之㶅兌差額 13 1,433

未於損益賬內確認之虧損淨額 1,354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 13 (633,928)

已確認虧損總額 (632,574)

就下列收購於資本儲備

　中計入負商譽／（對銷商譽）：

　　收購附屬公司 13 (480)

　　收購聯營公司 12,13 1,079,084

前年度收購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時

　於資本儲備攤銷負商譽之調整 13 22,673

46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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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368,424 376,975

投資物業 77,700 77,700

發展中物業 187,840 187,840

綜合附屬公司賬目時

　產生之商譽 127,029 128,36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809,353 2,654,130

3,570,346 3,425,011

流動資產

短期上市投資 24,300 —

存貨 9 132,515 120,21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款項 10 184,092 175,678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3,800 60,82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7,948 136,696

492,655 493,410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5,075 83,369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款項 11 203,200 211,578

應付稅項 31,160 38,997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73,869 116,142

463,304 450,086

流動資產淨值 29,351 43,32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  第5頁 3,599,697 3,46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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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  第4頁 3,599,697 3,468,335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50,045 7,858

欠一名股東之款項 8(iii) 44,000 —

遞延稅項 1,063 1,063

95,108 8,921

3,504,589 3,459,41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718,855 718,855

儲備 13 2,582,147 2,541,679

3,301,002 3,260,534

少數股東權益 203,587 198,880

3,504,589 3,45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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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73,406

投資回報與融資服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5,822)

已付稅項 (10,82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79,658)

融資活動前之現金流出淨額 (122,903)

融資活動 41,45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 (81,45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4,846

匯兌調整 (260)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3,13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57,948

銀行透支 (1,513)

自收購日起三個月內到期之信託收據貸款 (13,302)

4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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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並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核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的「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由於是截至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或其後有關財政期間之中期報告內首次呈列首個簡明綜合經確認收

益及虧損表及首個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因此當中並無呈列簡明綜合經確認收益及虧損表及簡明綜

合現金流量表之比較數字。該等偏離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之內容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之上市規則獲批准的。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週年財務

報告中所用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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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按主要業務及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及經營貢獻／（負

損）分析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1 31/1/2000 31/1/2001 31/1/2000

營業額 營業額 貢獻／（負損） 貢獻／（負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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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業務劃分：

　成衣製造及銷售 695,147 725,059 15,906 13,321

　出售物業 — 467,040 — (187,782 )

　物業租金 7,063 292,542 (2,315 ) 189,782

　酒店、餐廳及其他業務 2,850 222,848 (1,961 ) 69,755

705,060 1,707,489 11,630 85,076

其他收益 60,182 262,059

其他經營開支 (10,628 ) (135,838 )

視為出售上市附屬公司之權益虧損 — (3,970 )

出售長期上市投資虧損 — (3,500 )

長期非上市投資減值撥備 — (56,586 )

固定資產減值撥備 — (649,257 )

發展中物業減值撥備 — (559,679 )

待售落成物業減值撥備 — (113,527 )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虧絀 (206,452 ) —

經營活動虧損 (145,268 ) (1,175,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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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1 31/1/2000 31/1/2001 31/1/2000

營業額 營業額 貢獻／（負損） 貢獻／（負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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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地區劃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547,417 1,378,323 11,703 88,328

　　其他地方 146,372 250,105 1,447 7,614

　美國 7,965 15,768 (1,246 ) (2,238 )

　英國 83 805 (13 ) (114 )

　其他 3,223 62,488 (261 ) (8,514 )

705,060 1,707,489 11,630 85,076

其他收益 60,182 262,059

其他經營開支 (10,628 ) (135,838 )

視為出售上市附屬公司之權益虧損 — (3,970 )

出售長期上市投資虧損 — (3,500 )

長期非上市投資減值撥備 — (56,586 )

固定資產減值撥備 — (649,257 )

發展中物業減值撥備 — (559,679 )

待售落成物業減值撥備 — (113,527 )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虧絀 (206,452 ) —

經營活動虧損 (145,268 ) (1,175,222 )

3.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虧絀

此即在損益賬中計入聯營公司在視為出售附屬公司權益時，變現儲備所帶來之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賬

目虧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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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活動虧損

已扣除：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1 31/1/200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擁有固定資產 9,765 30,444

　租賃固定資產 40 40

攤銷下列收購所產生之商譽：

　附屬公司 1,337 3,775

　聯營公司 — 578

視為出售投資物業 — 150,034

視為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 3,970

並計入：

出售附屬公司盈利 (20,709 ) (74,112 )

出售聯營公司盈利 — (178 )

出售短期上市投資盈利 — (16,470 )

因出售投資物業而撥回已撇銷之重估虧絀 — (157,074 )

撥回向一間銀行出具擔保之或然虧損 — (38,406 )

短期上市投資未變現盈利 (3,121 ) —

有關退休計劃供款之沒收供款 (18,163 ) —

有關物業出售交易之沒收訂金 — (12,004 )

在出售滯銷存貨後所撥回之撥備 — (10,960 )



11 麗新製衣 2000 – 2001 中期報告書

5. 融資成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1 31/1/200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貸款、

　透支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5,455 294,988

應付債券利息 — 22,387

可換股債券及可換股票據利息 — 61,630

減：發展中物業撥充成本之金額 — (31,473 )

　　從事物業發展之聯營公司撥充成本之金額 — (19,082 )

　　從事物業發展之共同控制實體撥充成本之金額 — (710 )

5,455 327,740

贖回債券溢價撥備 — 56,820

贖回可換股票據溢價撥備 — 10,000

銀行手續費及重籌資本費用 — 47,858

5,455 442,418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之稅率（二零零零年：16%）計算而作出撥

備。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地方之現行稅率，根據其現行法例、詮釋及

慣例計算。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1 31/1/200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稅項撥備：

　香港 2,176 18,179

　香港以外 817 9,343

2,993 27,522

聯營公司：

　香港 7,957 599

　香港以外 — (88 )

7,957 511

本期間稅項 10,950 28,033

7.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間股東應佔虧損淨額633,928,000港元（二零零零年：515,750,000港元）及

於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437,709,710股（二零零零年：1,437,709,71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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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基本虧損（續）

由於本集團在本期間及前期可能發行之普通股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計算此等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8. 有關連人士交易

於期間內，本集團公司曾與本集團成員公司以外之有關連人士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1 31/1/200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聯營公司利息收入 (i) — 18,152

已付有關連公司租金開支 (ii) 5,739 —

已付一位股東利息開支 (iii) 1,151 —

(i) 墊付予聯營公司之款項按現行市場息率計算利息。欠款為無抵押及無固定還款期。

(ii) 有關連公司按各自之租賃協議收取租金。

(iii)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從本公司主要股東兼董事林百欣先生取得本金額最高

達100,000,000港元的無抵押循環貸款備用額（「該備用額」）。該備用額主要用作附註12本公

司之收購事項資金。該備用額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大約為期兩年，而提取之款項

按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的最優惠利率計算利息。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尚欠的

貸款餘額為44,000,000港元。

9. 存貨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 15,899 18,566

在製品 717 4,354

製成品 115,491 97,290

在運貨品 408 —

132,515 120,210

按可變現淨值入賬並包括在上述結餘內之存貨總值為26,315,000港元（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

34,82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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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款項

本集團給予應收賬款之平均信貸期為120天。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款項

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155,969 111,769

91日至180日 3,097 11,075

181日至365日 9,818 3,443

365日以上 15,208 49,391

184,092 175,678

11.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款項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163,836 143,822

91日至180日 9,500 8,979

181日至365日 7,585 7,976

365日以上 22,279 50,801

203,200 211,578

12. 收購  Lai Fung Holdings Limited（麗豐控股有限公司）的權益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期間內，本公司向一位獨立第三方收購

若干由  Lai Fung Holdings Limited（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控股」）之附屬公司  Lai Fung

Overseas Finance Limited 發行、於二零零零年到期本金總面值為 37,640,000美元（約為

293,592,000港元）的可換股擔保債券（「麗豐可換股債券」），總代價約為155,476,000港元，並從獨

立第三方收購麗豐控股1,000,000股股份，總代價為426,584港元（「該項收購」）。麗豐控股當時是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擁有74.49%的附屬公司，而麗新發展則為本公司擁有42.25%的聯

營公司。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日，依照麗豐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而強制行使麗豐可換股債券，本公司按

兌換價每股麗豐控股股份0.464港元，獲配發及發行麗豐控股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合共

632,741,377股。於該等麗豐控股新股配發及發行後，本公司實益擁有麗豐控股20.64%之權益。因

收購麗豐控股權益而出現的負商譽約1,079,084,000港元已計入資本儲備內。

強制行使麗豐可換股債券後，麗新發展於麗豐控股的持股百分比已遭攤薄，由佔麗豐控股當時已發

行股本約74.49%，減至經配發及發行麗豐控股新股後擴大的已發行股本約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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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儲備

持作投資

之發展中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物業 㶅兌

股份溢價賬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資本儲備 一般儲備 波動儲備 累積虧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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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零年

　八月一日（經審核） 1,119,738 87,297 37,759 489,333 3,384,186 57 33,445 (2,610,136 ) 2,541,679

應佔聯營公司投資物業

　重估虧絀 — — (79 ) — — — — — (79 )

聯營公司之視為出售

　附屬公司權益轉出 — — (37,680 ) (326,165) (58,518 ) — (5,872 ) — (428,235 )

㶅兌調整：

　附屬公司 — — — — — — (260 ) — (260 )

　聯營公司 — — — — — — 1,693 — 1,693

收購聯營公司之

權益時產生之

負商譽（附註12） — — — — 1,079,084 — — — 1,079,084

收購附屬公司權益時

產生之商譽 — — — — (480 ) — — — (480 )

前年度收購附屬公司

額外權益產生之

負商譽之調整 — — — — 22,673 — — — 22,673

本期間虧損淨額 — — — — — — — (633,928 ) (633,928 )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119,738 87,297 — 163,168 4,426,945 57 29,006 (3,244,064 ) 2,582,147

14. 或然負債
本公司擁有的54.93%的附屬公司，鱷魚恤有限公司（「鱷魚恤」）現涉及與一間供應商的法律糾紛，

該供應商指控鱷魚恤侵犯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商標，並正尋求香港法庭頒令禁止鱷魚

恤於中國註冊若干商標，另亦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頒令向鱷魚恤索償人民幣3,500,000元。

高等法院及上訴庭判供應商勝訴，而鱷魚恤現正考慮向終審庭就判決提出上訴。中國法院則於本報

告刊發之日尚未宣判。董事經採納法律意見後，認為向鱷魚恤提出之索償行動成功機會不大，因此，

概無於本公司的財務報表中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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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比較數額

由於在本期間採納了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報」及第2號「期內純利或淨虧損、基本誤差

及會計政策之變動」，故簡明綜合損益賬、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及若干附註的呈報已經修改，以符

合新規定。故此，若干比較數額已重新分類，務求與本期間的呈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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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中期股

息，去年同期亦無宣派中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半年度內錄得未經審核股東應

佔虧損淨額633,900,000港元。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自二零

零零年五月二日起不再屬於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賬目亦不綜合計算在

本集團內，因此本集團的營業額比對去年同期減少約59%。雖然本公司

的製衣業務持續錄得穩定盈利，而本公司的附屬公司鱷魚恤有限公司

（「鱷魚恤」）亦獲得盈利，但當計入本集團主要聯營公司麗新發展的業績

後，整體綜合業績有所影響。

麗新發展在回顧期間內錄得股東應佔虧損淨額1,125,900,000港元。該

虧損主要是因為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控股」）在二零零一年一月，由

於麗豐控股可換股擔保債券（「麗豐可換股債券」）被強制轉換而發行及配

發新股，導致麗新發展被視為出售麗豐控股而產生虧損。麗新發展於麗

豐控股的股權因此由74.5%攤薄至25.4%。

麗新發展的經營業績比對去年同期有顯著改善。麗新發展進行的債務削

減計劃成效顯著，整體利息開支由去年同期減少26%。然而，隨着出售

若干非核心商業及工業物業資產，麗新發展的投資物業組合亦減少至約

2,000,000平方呎，令總租金收入亦告下跌。在分別於二零零零年八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向尚未兌換的可交換及可換股債券

的持有人兩度償還款項後，麗新發展尚未償還的債券本金總額削減了

17.5%至218,625,000美元（約為1,693,000,000港元）。

在二零零一年四月四日前仍然是麗新發展的上市附屬公司之 eSun

Holdings Limited（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在截至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股東應佔經審核虧損淨額305,650,000港元。是項

虧損主要是由於豐德麗所持有的295,000,000股 SUNDAY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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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股份帶來減值撥備351,000,000港元。經營業務之虧損部份由

該公司所錄得82,300,000港元之毛利抵銷。在麗新發展及豐德麗於二零

零零年中完成重整計劃後，豐德麗會透過互聯網及其他電子途徑，主力

在發展、經營及投資在電訊、傳媒、娛樂及其他相關業務。

麗豐控股在回顧的半年期間內，錄得未經審核股東應佔虧損39,200,000

港元。其錄得74,800,000港元營業額，比去年下降約46%，然而經營溢

利卻較去年為高，達35,200,000港元。營業額下降主要是由於廣州的東

風廣場第二期的銷售放緩所致。此外，由於融資成本及聯營公司的虧損

增加，至令業績受到不利影響。

麗豐控股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向麗豐可換股債券持有人發行及配發合共

2,023,000,000股新股，因而將麗新發展在麗豐控股的股權由75.4%攤薄

至25.4%。在麗豐可換股債券被強制兌換前，本公司亦有投資於該債

券，因此，本公司獲配發麗豐控股的新股，相等於麗豐控股經擴大股本

後約20.6%權益。本公司與麗新發展現時在麗豐控股的持股量合共約為

46%。

鱷魚恤在回顧期內錄得令人鼓舞的好轉。營業額錄得輕微下跌，然而，

毛利率有所改善，加上收緊對經銷及分銷成本的控制，以致回顧期內的

股東應佔純利錄得 10,700,000港元。比對去年同期的虧損淨額

13,800,000港元，明顯有所改善。

鱷魚恤繼續實施精簡香港分店網絡的政策，結束產生虧損的分店，在更

合適的區域開設新店。鱷魚恤透過積極發展專營網絡，在中國大陸擴充

銷售網絡方面進展理想。於中國大陸的營業額比對去年出現26%的明顯

增長。

展望

預期中國不久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上香港製衣出口市場競爭激烈，

本公司會繼續積極檢討各項業務的投資潛力，包括中國大陸可能出現的

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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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本地的經濟基本上已回復穩定，科技股股價滑落令股市的財富效應

突然逆轉，無疑會對消費意欲造成打擊。雖然本地利率仍有下調空間，

但收入增長未見起色，加上失業率高企，均可能會掩蓋減息所帶來的正

面影響。在此氣氛下，預期市場對辦公室及商業大廈的需求只會保持平

穩，短期之內，此類樓宇的租金預計將不會大幅上升。一般住宅物業市

道將會因有大量單位推出而受抑制，故即使銀行界備有大量流動資金作

按揭貸款用途，住宅物業的資本值在短至中期內仍難望可飆升。麗新發

展將密切留意市場上瞬息萬變的動向，並會在適當時機將其物業投資組

合靈活變現。

自重整計劃於二零零零年年中完成後，豐德麗透過收購多項投資項目，

穩步發展其多媒體業務。豐德麗於二零零一年二月宣佈成立東亞衛星電

視（「東亞衛星電視」），並於澳門興建東亞衛視影城（「東亞衛視影城」）。

東亞衛視影城落成後，將為東亞衛星電視提供製作設施，與此同時，更

會成為本地和海外遊客的觀光點。預期東亞衛星電視將於二零零二年年

初作商業性啟播，其目標觀眾主要為大陸主要城市的觀眾。

麗豐控股在大陸主要城市均有業務，此等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在過去六個

月穩定復甦，部份原因是大眾普遍預期中國將於二零零一年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任何海外或本地投資如有所增加，均會對麗豐控股的物業投資

組合有利。位於上海的香港廣場錄得逾70%的平均佔用率，其租金貢獻

應會繼續上升。另因東風廣場第三期將於本年度下半年開始預售，加上

時尚天地商廈或會在本年度年終推出，銷售額應會有所改善。由於麗豐

可換股債券在二零零一年一月被強制性轉換，該公司的融資成本預期將

會大幅下降。憑藉雄厚的資產和低財務資產負債比率的支持，麗豐控股

已蓄勢待發，把握眼前可能出現每個商機。

鱷魚恤已精簡在香港的零售業務以適應香港近年在金融風暴後不振的零

售市況。至於大陸業務方面，鱷魚恤會加強男裝系列，因為男裝系列市

場較為穩定，與此同時，鱷魚恤亦會推廣「Croco Ladies」系列女仕時

裝。鱷魚恤亦會加強對大陸業務的管理控制，並正計劃將辦事處增至十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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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貸款（包括下文所指

欠負林百欣先生之44,000,000港元款項）總額以及綜合資產淨值分別合

共達約168,000,000港元及約3,301,000,000港元。於當日的負債資本比

率（即銀行及其他貸款總額與總資產淨值之百分比）僅為5.1%，屬正常

水平。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168,000,000港元之銀行及其他貸款之屆

滿期分佈於兩年內；其中約74,0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或續期；約

94,000,000港元須於一至兩年內償還或續期。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主要為港元及美元貸款，因此可減少外㶅風險。大部

份銀行及其他貸款圴為浮息債務。本集團將會密切注意利率走勢，並且

會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行動，對沖利率波幅。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若干賬面值合共約74,000,000港元的投資

物業以及若干賬面值合共約325,000,000港元的固定資產已抵押予銀

行，以為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此外，本集團持有的120,000,000股麗

新發展普通股股份及96,000,000股鱷魚恤普通股股份亦已抵押予銀行，

以為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從本公司主要股東兼董事林百欣先生取得為期約

兩年直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本金額最高達100,000,000港元的

無抵押循環貸款備用額。本公司取得的貸款額主要作為收購麗豐控股權

益的資金。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尚欠的貸款餘額為44,000,000

港元。有關詳情請參閱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8(iii)及附註12。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存合共達約

58,000,000港元。可動用之現金結餘連同本公司於同日持有價值約

24,000,000港元的短期上市投資，足以應付本集團之營運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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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大部份買賣主要以美元、港元、人民幣及法國法郎支付。大部份

以法國法郎支付之交易多以外㶅期貸對沖，以減低外㶅風險。

僱員及酬金政策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合共僱有約1,900名（於二零零零年七

月三十一日：2,000名）職員。職員的薪金水平不比其他公司遜色，並會

因應員工表現而加薪及分發花紅。其他職員福利包括為本集團合資格僱

員而設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免費住院保險計劃，醫療津貼和資助在外

進修及培訓計劃等。

或然負債

或然負債詳情載於財政報告附註14。

董事之股本或債務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

例」）第29條規定須予保存之登記冊所載錄，有關本公司各董事及行政總

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之股本或債務證券權

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

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股本或債務證券權益如下：

(1) 本公司

所持普通股份數量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林百欣 484,991,750 無 無 無 484,991,750

林建岳 110,794,951 無 無 無 110,794,951

趙 維 199,600 無 無 無 199,600

余寶珠 3,669,000 無 無 無 3,669,000

賴元芳 4,451,790 無 無 無 4,45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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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聯法團

(a)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

所持麗新發展普通股份數量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林百欣 197,859,550 無 1,582,869,192 無 1,780,728,742

（附註）

林建岳 10,099,585 無 無 無 10,099,585

趙 維 195,500 無 無 無 195,500

余寶珠 633,400 無 無 無 633,400

附註：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實益擁有1,582,869,192股麗新發展普通股股份。鑑於林百

欣先生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4.3%之權益（包括其配偶之權益），故林百欣先生被

視為擁有該等麗新發展股份之權益。林百欣先生、林建岳先生、余寶珠女士及賴元芳

女士均為本公司之董事，並合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2%之權益。

(b) eSun Holdings Limited

　（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

所持豐德麗普通股份數量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林百欣 1,656,867 無 285,512,791 無 287,169,658

（附註1）

林建岳 3,426,567 無 無 10,500,000 3,426,567

（根據購股權）

（附註2）

余寶珠 112,500 無 無 無 112,500

李寶安 無 無 無 6,000,000 無

（根據購股權）

（附註3）

附註1：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及其全資附屬公司實益擁有285,512,791股豐德麗

股份。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則持有麗新發展之已發行普通股本約42.25%之權

益。鑑於林百欣先生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4.3%之權益（包括其配偶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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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林百欣先生被視為擁有該等豐德麗股份之權益。林百欣先生、林建岳先生、余寶

珠女士及賴元芳女士均為本公司之董事，並合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2%之權

益。

附註2： 豐德麗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採納一項僱員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豐德麗根據該計

劃已於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二日授予林建岳先生一項購股權，可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十

三日至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二日止期間內，按每股0.61港元的行使價認購20,000,000

股豐德麗股份。此外，豐德麗根據該計劃於二零零零年三月四日授予林先生另一項

購股權，可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五日至二零零二年九月四日期間內，按每股1.40港元

的行使價認購15,000,000股豐德麗股份。

在豐德麗將每五股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併為一股面值0.50港元的普通股時（由二

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生效），林先生於該兩個期間內的購股權數目已經分別

調整至4,000,000股及3,000,000股，而該兩個期間內的購股權行使價則分別調整至

每股3.05港元及7.00港元。

根據豐德麗按每持有兩股現有合併普通股供一股的基準所進行的供股事項，林先生

於該兩個期間內的購股權數目再分別調整至6,000,000股及4,500,000股，而於該兩

個期間內的購股權行使價則分別調整至每股2.655港元及6.094港元。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林先生並無行使任何購股權。

附註3： 豐德麗根據該計劃於二零零零年三月四日授予李寶安先生一項購股權，可於二零零

零年九月五日至二零零二年九月四日期間內，按每股 1.40港元行使價認購

20,000,000股豐德麗股份。

於上文附註 2所述豐德麗股份合併以及進行供股事項後，購股權數目調整至

6,000,000股，而購股權的行使價則調整至每股6.094港元。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李先生並無行使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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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ai Fung Holdings Limited

　（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控股」）

所持麗豐控股普通股份數量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林百欣 無 無 1,413,700,289 無 1,413,700,289

（附註）

附註：鑑於林百欣先生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4.3%之權益（包括其配偶之權益），本公司

及其全資附屬公司則持有633,741,377股麗豐控股股份，再者，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

公司則持有麗新發展有限公司已發行普通股本約 42.25%之權益，而其則持有

779,958,912股麗豐控股股份，故此，林百欣先生被視為擁有1,413,700,289股麗豐控

股股份之權益。林百欣先生、林建岳先生、余寶珠女士及賴元芳女士均為本公司之董

事，並合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2%之權益。

(d) 鱷魚恤有限公司（「鱷魚恤」）

所持鱷魚恤普通股份數量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林百欣 無 無 338,982,809 無 338,982,809

（附註）

李寶安 3,000,000 無 無 無 3,000,000

附註：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實益擁有338,982,809股鱷魚恤股份。鑑於林百欣先生擁有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4.3%之權益（包括其配偶之權益），故林百欣先生被視為擁有該

等鱷魚恤股份之權益。林百欣先生、林建岳先生、余寶珠女士及賴元芳女士均為本公

司之董事，並合共持有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約42%之權益。

除上文所述外，本公司若干董事主要為符合本公司若干相聯法團最少股

東數目之法例規定，而以代理股東身份於該等相聯法團之股本中持有非

實益之權益。



麗新製衣 2000 – 2001 中期報告書 2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各董事或行政

總裁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本或債

務證券中，擁有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28條之規定（包括根據該條例第31

條或附表第一部份彼等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

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任何權益或根據該條例第29條

之規定須記錄於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內之權益。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按照本公司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之
規定須予保存之登記冊所載，以下人士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中

10%或以上之權益：

姓名 所持股份數目

林百欣先生 493,112,540（附註）

附註：林百欣先生於上述493,112,54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其包括分別由林百欣先生之配偶賴元芳女士

及余寶珠女士分別所持有之4,451,790股及3,669,000股本公司股份。賴元芳女士及余寶珠女士根據

披露權益條例被視為擁有林百欣先生於本公司股本中之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據本公司之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於截至本

中期報告書所述之任何時間內，並無或曾無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本公司各非執行董
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

退及應選連任。本中期報告書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林百欣

香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