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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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寶珠
賴元芳
林煒琦 #

梅椒盈*
溫宜華*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五日獲委任）

黃啟初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五日辭任董事

# 賴元芳女士之替代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公司秘書
楊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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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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

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2 31/1/2001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95,874 705,060

銷售成本 (401,643) (484,554)

毛利 194,231 220,506

其他收益 3,743 60,182

行政費用 (57,855) (59,162)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6,928) (149,714)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29,051) (10,628)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3 (5,860) 61,184

融資成本 4 (2,261) (5,455)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減溢利 (196,138) (674,003)

除稅前虧損 (204,259) (618,274)

稅項 5 (5,962) (10,950)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210,221) (629,224)

少數股東權益 (4,238) (4,704)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 6,12 (214,459) (633,928)

每股虧損 6

　基本 0.15港元 0.44港元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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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經確認綜合收益及虧損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2 31/1/2001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聯營公司儲備 12 — (79)
換算外國實體財務報告

　之㶅兌差額淨額 12 527 1,433

並未於損益表確認之淨收益 527 1,354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 12 (214,459) (633,928)

經確認收益及虧損總額 (213,932) (632,574)
自下列各項於資本儲備中之記入

　負商譽／（撇銷之商譽）：

　收購附屬公司 12 — (480)
　收購聯營公司 12 — 1,079,084
調整上年度增購附屬公司權益而

　產生並於資本儲備撇銷之負商譽 12 — 22,673

(213,932) 468,703

除上文詳述之收益及虧損外，

　因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2
　概述會計政策變動產生之

　往年調整而自二零零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起產生之若干

　收益及虧損如下：

如上文報告就截至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13,932)
有關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一日前

　期間之往年調整產生之

　經確認虧損 1 (26,457)

自上年度年報刊發起產生之

　經確認收益及虧損 (24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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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31/1/2002 31/7/2001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226,611 234,067
　投資物業 142,800 142,800
　發展中物業 188,642 188,702
　綜合附屬公司賬目時

　　產生之商譽 116,857 125,84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589,812 2,788,652

3,264,722 3,480,068

流動資產

　短期投資 17,400 17,800
　持作銷售之物業 — 4,400
　存貨 8 123,679 126,536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款項 9 262,699 226,718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2,651 44,23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4,397 93,488

510,826 513,174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2,535 106,573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款項 10 278,819 253,128
　應付稅項 15,189 35,476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101,455 114,776
　欠一名股東之款項 11 16,076 —

514,074 509,953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3,248) 3,22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  第5頁 3,261,474 3,48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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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31/1/2002 31/7/2001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  第4頁 3,261,474 3,483,289

非流動負債

　已收長期按金 (31,625) (39,875)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126) (2,387)

(31,751) (42,262)

3,229,723 3,441,02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718,855 718,855
　儲備 12 2,324,089 2,539,631

3,042,944 3,258,486
少數股東權益 186,779 182,541

3,229,723 3,4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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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2 31/1/200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8,875) 73,406

投資回報及融資服務現金流出淨額 (1,957) (5,822)

已付稅項 (21,872) (10,829)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867 (179,658)

未計融資活動前之現金流出淨額 (40,837) (122,903)

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3,353 41,45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 (37,484) (81,45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4,935 124,846

外㶅調整 — (260)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7,451 43,13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54,397 57,948

　銀行透支 (3,822) (1,513)

　於收購日期三個月內到期之信託收據貸款 (13,124) (13,302)

37,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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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會計實務準則（「準則」）第25條的「中期財務報

告」而編製。

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

報告所用者相同，惟至編製本期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時，首次接納了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起計

或其後之會計期生效之下列最新或經修訂之準則及有關詮釋：

準則第26條 ： 「分類呈報」

準則第28條 ： 「準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準則第30條 ： 「業務組合」

準則第31條 ： 「資產減值」

準則第32條 ： 「綜合財務報表及於附屬公司之投資之會計處理」

詮釋第13條 ： 「商譽  —  有關先前計入儲備或於儲備中撇銷之商譽及負商譽之持續規定」

這些準則規定新的會計方法及披露守則。採納這些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之主要影響概述

如下：

準則第26條規定了適用於分類報告財務資料之原則。在本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2，本

集團披露了根據準則第26條所界定之收入和業績分類資料。依據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報告方式，本

集團決定首要之報告形式按業務分類，次要之報告形式則按地區分類，並已提供比較資料。

準則第28條規定了適用於準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之確認標準及計算基準及有關所需披露事項。

採納準則第28條對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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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準則第30條規定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方式，包括決定收購日期、釐定購入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價值

之方法，以及因收購產生之商譽或負商譽之會計處理方式。詮釋第13條規定準則第30條應用於計

算過往年度因收購而產生但仍從儲備中撇減之商譽。本集團已採納準則第30條第88段之過渡條款，

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本集團首次採納該準則之日）前由收購事項產生先前已計入儲備或於儲備

中撇銷之商譽／負商譽，已根據準則並無以追溯方式重列。於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時，出售所

得之收益或虧損乃參照出售之日之資產淨值計算，包括尚未攤銷之應佔商譽金額或尚未列入損益賬

之負商譽及任何合適之有關儲備。

根據準則第30條第88段和註釋第13條之規定，本集團需要將商譽就以前根據準則第31條之規定自

收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日起在儲備中撇銷所產生之任何減值虧損作出估計。根據準則第2條，

執行此項政策構成會計政策之改變。

本公司之上市聯營公司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已評估其商譽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前在

儲備中撇銷之公平價值。故此，麗新發展根據準則第30條之過渡條款，將以前在儲備中撇銷之商

譽以追溯方式作上年度調整，確認商譽減值62,619,000港元。因此，本集團已就上年度調整重列本

集團應佔累計虧損及資本儲備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附註11）為26,457,000港元。此項上年

度調整對本期並無影響。

此外，根據新準則第30條之規定，本集團於期內將收購附屬公司鱷魚恤有限公司所產生之商譽估

計可用年期由六十年修改為二十年。倘商譽之估計可用年期從前期維持不變，則期內攤銷費將減少

約7,653,000港元。

準則第31條規定資產減值之確認及計算準則。除上文所述重列計算商譽外，該項準則須應用於預

期產生之資產減值，因此並不影響已於上年度財務報告內呈報之金額。

準則第32條規定編製及呈列綜合財務報告之會計處理方式及披露資料，但對此等財務報告之編製

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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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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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營溢利／（虧

損）之貢獻／（負損）分析如下：

截至31/1/2002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31/1/2001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銷售 其他收入 分類收入 分類業績 對外銷售 其他收入 分類收入 分類業績

按業務劃分：

　製造與銷售

　　成衣 584,838 — 584,838 16,375 695,147 5,633 700,780 21,539

　物業投資 5,753 — 5,753 5,234 7,063 20,709 27,772 18,394

　其他營運 5,283 — 5,283 (2,161) 2,850 — 2,850 (1,961)

595,874 — 595,874 19,448 705,060 26,342 731,402 37,972

　利息收入及

　　未分配之

　　其他收入 3,743 33,840

　未分配開支 (29,051) (10,628)

經營業務之

　溢利／（虧損） (5,860) 61,184

截至31/1/2002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31/1/2001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銷售 其他收入 分類收入 分類業績 對外銷售 其他收入 分類收入 分類業績

按地區劃分：

　香港 434,540 — 434,540 (3,902) 547,417 — 547,417 11,703

　中華人民

　　共和國

　　（「中國」）

　　其他地方 160,837 — 160,837 23,303 146,372 26,342 172,714 27,789

　其他地區 497 — 497 47 11,271 — 11,271 (1,520)

595,874 — 595,874 19,448 705,060 26,342 731,402 37,972

　利息收入及

　　未分配之

　　其他收入 3,743 33,840

　未分配開支 (29,051) (10,628)

經營業務之

　溢利／（虧損） (5,860) 6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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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已扣除：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2 31/1/200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自置固定資產 9,686 9,765

　租賃固定資產 46 40

攤銷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之商譽 8,990 1,337

短期投資未變現虧損／（盈利） 400 (3,121 )

出售持作銷售之物業虧損 100 —

遣散費* 20,646 3,241

並計入：

出售附屬公司盈利 (1,610 ) —

出售附屬公司之已變現盈利 # — (20,709 )

有關退休計劃供款之已沒收供款 — (18,163 )

* 此項目計入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 一九九八年，本公司附屬公司帝怡投資有限公司將其持有上海偉怡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之股權

出售予麗新發展當時之附屬公司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控股」）。從此項交易所產生之盈利之

有關部分已於二零零一年當視為麗新發展出售麗豐控股時變現。

4.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指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借貸之利息，包括欠一名股東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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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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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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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002 31/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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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以外 1,585 817

1,585 2,993

聯營公司：

　香港 4,577 7,957

　香港以外 (200 ) —

4,377 7,957

本期間稅項 5,962 10,950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間股東應佔虧損淨額214,459,000港元（二零零一年：633,928,000港元）及

於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1,437,709,710股（二零零一年：1,437,709,710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在本期間及前期並無發生攤薄事件，故並無計算此等期間之經攤薄每股虧損。

7. 有關連人士交易

除附註14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曾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2 31/1/2001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向一位股東支付及應付之利息支出 (i) 130 1,151

向一間聯營公司支付及應付之租金 (ii) 5,373 5,739

(i) 欠一名股東款項之詳情載於附註11。

(ii) 聯營公司按各自之租賃協議收取租金。



麗新製衣 2001 – 2002 中期報告書 12

8. 存貨

31/1/2002 31/7/2001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 10,147 12,780

在製品 840 2,842

製成品 108,823 110,914

在運貨品 3,869 —

123,679 126,536

計入上文所述之本集團存貨賬面值為30,326,000港元（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22,194,000港

元），乃按可變現淨值入賬。

9.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款項

本集團給予應收賬款之信貸期一般在30天內至180天不等。

本公司之上市分支集團鱷魚恤有限公司（「鱷魚恤」）及其附屬公司（合稱「鱷魚恤集團」）採取自訂之

信貸政策。除了在鱷魚恤集團零售店以現金進行之銷售外，批發客戶大多以信貸作為交易條款，而

新客戶一般則需要預付款項。發票一般須於發出日後30天內結賬，但若干信譽良好之客戶之還款

期則為90天。各客戶均有指定之信貸限額。

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尚未收取之應收賬款，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人員會定期查閱逾期償

還之款項。

於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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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002 31/7/2001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152,919 188,001

91日至180日 47,047 13,191

181日至365日 37,341 5,711

365日以上 25,392 19,815

262,699 22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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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款項
於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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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002 31/7/2001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157,881 192,292

91日至180日 48,594 27,079

181日至365日 39,125 7,124

365日以上 33,219 26,633

278,819 253,128

11. 欠一名股東之款項
欠一名股東之款項毋須抵押，按指定銀行所報之最優惠貸款利率計算利息，並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三十日到期償還。

12. 儲備

持作投資

之發展中

股份 固定資產 物業 㶅兌

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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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往期已呈報

　於二零零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一年

　八月一日

　（經審核） 1,119,738 51,912 148,729 4,429,012 57 29,755 (3,239,572) 2,539,631

上年度調整：

　準則第30條  —

　　列入損益賬

　　確認為商譽

　　減值 — — — 26,457 — — (26,457) —

重列於二零零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一年

　八月一日

　（未經審核） 1,119,738 51,912 148,729 4,455,469 57 29,755 (3,266,029) 2,539,631

出售附屬公司

　時撇除 — — — (1,610) — — — (1,610)

㶅兌調整：

　附屬公司 — — — — — (39) — (39)

　聯營公司 — — — — — 566 — 566

年內虧損淨額 — — — — — — (214,459) (214,459)

於二零零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119,738 51,912 148,729 4,453,859 57 30,282 (3,480,488) 2,32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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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或然負債
自上一份年報刊發之日以來，或然負債並無重大變動。

14.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七日，本公司、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本公司佔其42.25%股權之

聯營公司）、本公司執行董事及主要股東林百欣先生（「林先生」）訂立了一項協議（「協議」），據此：

‧ 麗新發展同意以225,200,000港元之代價向本公司出售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控股」）股本

中779,958,912股股份，佔麗豐控股現有已發行股本約25.40%（「麗豐控股交易」）。待協議完

成後（「完成」），本公司將訂立及交付本金總額為225,200,000港元之貸款票據（「麗新製衣貸

款票據」）予麗新發展，作為麗豐控股交易之代價；

‧ 林先生同意向麗新發展出售亞洲電視有限公司（「亞視」）股本中125,450,000股股份，佔亞視

現有已發行股本約16.08%，代價為225,200,000港元（「亞視交易」）；及

‧ 麗新發展同意向林先生（或其代理人）轉讓麗新製衣貸款票據之權利和利益，代價為麗新發展

就亞視交易應付林先生之代價225,200,000港元將作已償抵並已清償及解除有關責任。

‧ 完成須待下列事項（除其他事情外）達成，方可作實： (a)麗新發展及本公司均舉行股東特別

大會，會上分別獲得麗新發展及本公司之獨立股東正式通過決議案，批准（除其他事情外）

分別適用於麗新發展及本公司之交易；及 (b)獲得香港廣播事務管理局之有關同意。

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七日，麗新發展及本公司均舉行股東特別大會，麗新發展及本公司之獨立股東於

會上分別正式通過有關交易之決議案。於本報告日期，尚未接獲香港廣播事務管理局方面之同意，

而若干其他條件亦未達成。

麗豐控股交易完成後，在本公司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內按權益會計法產生負商譽約975,000,000港元。

麗豐控股交易完成後，對本集團之資產淨值將不會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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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比較數額

以前在損益賬內所披露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虧絀206,452,000港元，已重新分類為應佔聯營公司之虧

損減溢利，以便與截至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告所採納之呈報方式一致。

此外，正如在本財務報告附註1進一步闡釋，由於在本期間採納了若干最新及經修訂準則，故財務

報告中若干項目及結餘之會計處理方法及呈列方式已經修改，以符合新規定。故此，已作出上年度

調整而若干比較數額亦已重新分類，務求與本期間的呈報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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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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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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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5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虧損633,900,000港元。本

期 間 營 業 額 下 調 15.5%， 從 去 年 同 期 之 705,100,000港 元 減 至

595,9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公司佔54.93%股權之附屬公司鱷魚恤有

限公司（「鱷魚恤」）及本公司製衣業務所報之營業額下降。然而，毛利比

率已有所改善，由31.3%升至32.6%。

本公司製衣業務之經營業績受到縮減本公司在香港之製造業務所影響，

導致回顧期內須在損益賬中扣除撇銷存貨及支付予員工之遣散費。儘管

鱷魚恤繼續帶來溢利，然而在計入本公司之主要聯營公司麗新發展有限

公司（「麗新發展」）之業績後，本公司之整體綜合業績則受到影響。

麗新發展在回顧之半年內，錄得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289,600,000港元。此乃由於租金收入、整體利息開支較低及麗新發展

應佔其主要聯營公司  eSun Holdings Limited（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之

虧損達61,600,000港元所致。

麗新發展之業務營運受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影響。儘管香港低息之環

境令住宅物業市場受惠，表現回穩，然而，辦公室租金則自二零零一年

末季以來經濟活動明顯放緩而一直向下調整。麗新發展之租金收入淨額

錄得15%減幅，但其物業之整體佔用率則維持在90%以上。在物業發展

方面，麗新發展佔30%股權之香港富麗華酒店之拆卸工程已於二零零一

年十二月展開，而位於九龍尖沙咀之  Furama Court 之地基工程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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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竣工，並於二零零三年初進行預售，麗新發展於香港之酒店業務在回

顧期內亦受到影響。

麗新發展之聯營公司  eSun Holdings Limited（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

（「豐德麗」）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經審核股東應

佔虧損淨額181,700,000港元。蒙受虧損部份因為在二零零零年度佔營

業額及經營溢利最大比重之豐德麗之酒店及餐廳業務貢獻終止。此外，

出售豐德麗集團在  SUNDAY Communications Limited 之股權及其他

短期投資出現虧損65,850,000港元，亦對豐德麗之業績造成不利影響。

自二零零零年最後一季以來，豐德麗分階段增加在衛星電視業務、電影

及娛樂製作之投資，該公司亦密切注視與互聯網有關之投資表現，並於

二零零一年終止營運一個網站。

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控股」）在截至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半年

內錄得未經審核股東應佔虧損淨額10,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虧損

39,200,000港元為佳。營業額增加4%，融資成本自二零零一年中成功

完成再融資後減少26%。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七日，本公司、麗新發展及本公司主要股東林百欣

先生就本公司及麗新發展之重組訂立一項協議，據此，麗新發展同意向

本公司出售其持有麗豐控股全部25.4%股權，代價為225,200,000港元，

以林百欣先生持有之亞洲電視有限公司（「亞視」）16.08%股權交換。待

完成該項重組後，本公司持有麗豐控股之股權將增至46.04%，而麗新

發展持有亞視之股權將增至32.75%。

鱷魚恤於回顧半年內錄得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溢利淨額9,470,000港元，

去年同期則有溢利10,700,000港元。儘管營業額於回顧期內因香港銷售

額較低而減少約57,700,000港元，然而，盈利下降已因邊際溢利總額已

從去年同期49.6%升至53.4%而部份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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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鱷魚恤在中國內地之銷售總額增加9%，較香港零售銷售量為多。

鱷魚恤已專注於內地市場，以進一步開拓銷售網絡。香港零售銷售額較

去年同期下跌30%，但通過嚴格控制經營開支，已將部份不利之影響減

至最低。

前景

自本公司縮少成衣製造業務之規模後，將重新分配資源投入其他適當之

投資。待上文所述涉及本公司收購麗新發展於麗豐控股全部25.4%股權

之重組完成後，本公司及麗新發展分別在麗豐控股及亞視之股權將會綜

合，並各自由單一實體持有，有助達到更清楚界定本公司及麗新發展之

業務重點之目標，並能促進各自業務價值之提升。

香港目前正處於重整階段，嘗試重振昔日較亞洲其他經濟體系為佳之競

爭優勢，因此，房地產價格大幅上升之空間有限，住宅物業方面之表現

應較樂觀，但辦公室租金將持續受壓，而下調之步伐及幅度預期將放

緩。麗新發展之業績表現，主要視乎未來辦公室租金水平及利率之改

變。

麗新發展致力通過其附屬公司  Furama Hotels and Resort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獲取亞洲區特別是香港及中國內地之酒店管理合約。

豐德麗致力成為具領導地位之中文電影及電視節目內容供應商，主要通

過地面、有線電視及衛星頻道將節目傳送至大中華地區及全球華語觀

眾。豐德麗目前正進行變革，並奠下了鞏固之基礎。

中國內地主要城市房地產市場在過去六個月呈現合理之復甦，因住宅及

商業租金均有穩定之上升趨勢。因應市場需求，上海香港廣場目前正進

行若干裝修工程，於二零零二年中能夠提供額外80間服務式房間作出租

用途。預期來自上海及廣州之物業租金收入改善，及廣州時尚天地商廈

及東風廣場第三期預售所得收益，將增加麗豐控股營業額及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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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魚恤擬進一步拓展男裝系列，以迎合內地客戶不斷轉變之需求，目前

已有計劃積極發展男士消閒及優悠服裝。與此同時，鱷魚恤正籌備推出

最新之女裝系列，預期將為鱷魚恤自本財政年度下半年起帶來穩定之收

入。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包括欠一

名股東之款項）及本集團綜合資產淨值分別合共達約118,000,000港元及

約3,043,000,000港元。於當日的負債資本比率（即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

與總資產淨值之百分比）約為3.9%，屬較低水平。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為數118,000,000港元之絕大部份銀行及

其他借貸須於一年內償還或續期。

本集團的銀行借貸主要為港元及美元貸款，因此可減少外㶅風險。大部

份銀行及其他借貸均為浮息債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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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對𢓭工具對沖利率波幅。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若干賬面值合共約139,000,000港元的投

資物業以及若干賬面值合共約193,000,000港元之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予

銀行，以為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此外，本集團持有的麗新發展普通股

120,000,000股及鱷魚恤普通股96,000,000股亦已抵押予銀行，以為本

集團取得銀行信貸。

本集團大部份買賣主要以美元、港元、人民幣及歐羅支付。大部份以歐

羅支付之交易多以外㶅期貨合約對沖，以減低外㶅風險。

僱員及酬金政策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合共僱有約1,200名（於二零零一年七

月三十一日：1,700名）職員。職員的薪金水平不比其他公司遜色，並會

因應員工表現加薪。其他職員福利包括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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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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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或然負債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12。

董事之股本或債務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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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據本公司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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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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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煒琦 100,000 無 無 無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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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聯繫人士之權益），故林百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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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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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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聯繫人士之權益），本公

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則實益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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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則實益

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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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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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000 無 無 無 3,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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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聯繫人士之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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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公司一名董事以代理股東身份，於本公司一

間附屬公司之股本擁有非實益權益，以便符合法定規定該附屬公

司最少股東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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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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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之股本或償務證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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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或當作擁有
之權益）或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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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須記錄於有關登記冊內之權益。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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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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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之權益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概無任

何其他人士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10%或以上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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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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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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截至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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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選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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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