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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MBRY HOLDINGS LIMITED 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 1388): 1388): 1388): 1388)        公佈截至二零一公佈截至二零一公佈截至二零一公佈截至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業績摘要業績摘要業績摘要業績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18201820182018    2020202017171717    變動變動變動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354,425              1,183,171                      +14.47%  毛利 1,082,288                 916,892                      +18.04% 毛利率 79.91%                  77.49%              +2.42 百分點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16,195                   88,213                     +31.72% 淨利率 8.58%                    7.46%             +1.12 百分點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 27.51                     21.17                     +29.95% 擬派每股中期股息 3.50 2.5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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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及下文所載之有關說明附註。該等簡明綜合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2 1,354,425 1,183,171  銷售成本  (   272,137) (   266,279)    _________ _________  毛利   1,082,288 916,89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 47,810 35,367 銷售及分銷開支   (   818,469) (   700,087) 行政開支  (   142,015) (   114,604) 其他開支    (       3,746) -  融資成本 4 (       5,288)        (       5,043)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5 160,580 132,525  所得稅開支 6 (     44,385) (     44,312)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16,195 88,213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7 -  基本 (港仙)  27.51 21.17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  攤薄 (港仙)  27.51 21.17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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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期內溢利期內溢利期內溢利  116,195 88,213    ________ ________  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收入收入收入收入/(/(/(/(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於其後期間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折算境外營運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34,113) 59,111    ________ ________  於其後期間不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重估盈餘  5,445 6,484  於資產重估儲備扣除之遞延稅項  (     1,361) (     1,620)    ________ ________     4,084 4,864    ________ ________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扣除稅項  (   30,029) 63,975    ________ ________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86,166 152,188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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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177,389 1,162,378 投資物業  400,240 367,95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39,592                    40,564 其他資產                                        426,667      431,807 遞延稅項資產  85,596 92,797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7,329 76,099   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值  2,196,813 2,171,599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651,376 655,453 應收貿易賬款 10 124,405 112,20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3,892 75,88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99,645 234,711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總值  1,259,318 1,078,252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117,456 56,000 計息銀行借款 12 206,934 136,778 應付稅項  16,220 21,297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合約負債  323,171 322,564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負債總值  663,781 536,639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595,537 541,613   ________ ________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92,350 2,713,212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 12 211,389 189,278 遞延負債  111 189 遞延稅項負債  158,288 156,635   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值  369,788 346,102   ________ ________  資產淨資產淨資產淨資產淨值值值值  2,422,562 2,367,11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4,224 4,224 儲備  2,418,338 2,362,886   ________ ________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2,422,562 2,367,11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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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1.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全年財務報表所需披露的全部資料，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投資物業以公平值計量，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時所依循者一致。除採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之準則外，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任何準則、詮釋或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外幣交易及墊付代價     —詮釋第22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一併應用                                         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            收益作出的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                    轉移投資物業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 年度改進                            號修訂  1.2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 詮釋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影響，需要重述財務報表。誠如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所規定，該等變動的性質及影響於下文披露。  於二零一八年首次應用其他新增及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無構成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及相關詮釋，且其應用於客戶合約產生之所有收益，除非該等合約屬於其他準則範圍。新準則確立一個五步模式，以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入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收益按能反映實體預期就向客戶轉讓貨物或服務而有權在交換中獲取的代價金額進行確認。該準則要求實體作出判斷，並計及於將該模式之各步應用於其客戶合約時的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該準則亦訂明將獲得合約的額外成本及與履行合約直接相關的成本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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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續)  1.2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 詮釋及經修訂準則 (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續)  根據經修訂的過渡性條文，本集團亦就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完成與客戶之間的合約的影響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期初權益結餘進行調整，前期比較數字並無重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影響載列如下。  本集團從事製造及買賣女性胸圍、 內褲、泳衣及睡衣業務。   (a)  貨品銷售 本集團透過零售店舖、銷售專櫃及互聯網向零售客戶直接銷售貨品。從向零售客戶銷售貨品所得的收益於產品銷售後轉移予客戶時確認。客戶購買貨品時須即時支付交易價格。有關款項通常以現金或信用卡結算。  本集團亦向批發商銷售貨品。向批發商銷售貨品的收益於產品的控制權轉移時確認，即向批發商交付產品時確認，而產品的未履行義務並無可能影響批發商的接收。  (b) 忠誠積分VIP計劃  本集團設有忠誠積分VIP計劃，當客戶於本集團的零售店舖購買產品時可累積積分。獲得最低所需積分後，積分可換領現金優惠券。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前，本集團推出的忠誠計劃致使將部分交易價格分配予忠誠計劃，使用已發行積分的公平值以及就已發行但尚未贖回或已到期的積分確認遞延收益。本集團認為，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忠誠積分產生單獨履約責任，因為彼等為客戶提供重大權利，並根據相對獨立銷售價格將部分交易價格分配至授予客戶的忠誠積分。本集團確定，考慮到相對獨立銷售價格，分配予忠誠計劃的金額應低於過往的會計政策。有關此忠誠積分計劃的遞延收益重新分類至合約負債，超出部分則調整為保留溢利。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經重列，致使︰合約負債增加73,355,000港元；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即期部分以及遞延稅項資產分別減少77,460,000港元及1,026,000港元；及保留溢利增加3,07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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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2. 收益及分部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 直接銷售  1,354,425 1,183,171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收益指扣除退貨及交易折扣款額後售出貨品之發票淨值。  本集團之主要經營分部是女士胸圍、內褲、泳衣及睡衣之製造及銷售。由於此為本集團之唯一經營分部，故並無呈列進一步之分析。   3.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補貼收入*  30,779 15,153  租金收入總額  9,353 7,532  經營租賃的應收或然租金  351 360  銀行利息收入  1,349 1,123  專利權收入  126 106  其他  1,997 1,008     _______ _______    43,955 25,282     _______ _______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匯兌差額，淨額  (   3,145) 10,071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7,000 -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淨額  - 14     _______ _______    3,855 10,085     _______ _______     47,810 35,367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 此收入並無涉及任何未達成之條件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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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續)   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總銀行借款利息  5,288 5,043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272,137 266,279  折舊  38,684 28,05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之攤銷  507 45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11,331 935  有關以下各項經營租約之最低租賃款項：   土地及樓宇  49,004 40,611   百貨公司內零售點的或然租金  304,171 284,353  廣告及櫃位裝飾開支  86,153 51,614  慈善捐款*  3,724 -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          慈善捐款，已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的「其他開支」內。   6.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估計在香港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七年：16.5%）之稅率作出撥備。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業務地區之目前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   即期稅項－香港  - 2,997   即期稅項－中國大陸  36,477 41,120   遞延  7,908 195    ______ ______   期內之總稅項支出  44,385 44,312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9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16,195,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88,213,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422,417,000 股（二零一七年：416,661,000股）計算。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已已已已付付付付////應付應付應付應付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為 8.0 港仙（二零一七年﹕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末期 –每股普通股為 4.3 港仙*）          33,793 17,916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擬派中期股息擬派中期股息擬派中期股息擬派中期股息     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為 3.5 港仙（二零一七年：每股普通股                  為 2.5 港仙^） 14,785 10,528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中期股息將向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名列於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該中期股息乃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後宣派，故並無作為負債計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  
*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本公司的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現金支付的末期股息每股 4.3 港仙，可選擇以股代息（「二零一六年以股代息計劃」）。有關二零一六年以股代息計劃的進一步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三日的通函。  
^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現金支付的中期股息每股 2.5 港仙，可選擇以股代息（「二零一七年中期以股代息計劃」）。有關二零一七年中期以股代息計劃的進一步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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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年初，扣除累計折舊 1,162,378 1,062,213  添置 92,852 100,234  出售╱撇銷 (          50) (      2,390)  期╱年內折舊撥備 (    38,684) (    57,218)  轉撥至投資物業(附註) (    24,431) (    28,713)  匯兌調整 (    14,676) 88,252     _________ _________    期╱年末，扣除累計折舊 1,177,389 1,162,37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出租其物業以收取租金收入。於使用狀況變更當日，該等物業成為投資物業。自物業﹑廠房及設備轉撥至投資物業時，該等物業獲重估為 29,876,000 港元，而重估盈餘 5,445,000 港元計入資產重估儲備。   10.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期形式與客戶進行買賣，惟一般會要求批發商預先付款。信貸期一般為一個月，主要客戶之信貸期則可延至三個月。本集團之銷售部嚴控未收之應收款項，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鑑於上文所述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涉及多元化之客戶群且客戶人數眾多，故並無信貸過度集中之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貿易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加強措施。應收貿易賬款並不計息。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結算日之應收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 日內  119,304 106,096  91 至 180 日  14,686 6,109  181 至 360 日  3,035 3,259  360 日以上  3,529 1,559     ________ _______     140,554 117,023   減：減值撥備  (   16,149) (   4,818)      ________ _______      124,405 112,205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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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結算日之應付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 日內  110,601 48,881  91 至 180 日  3,576 4,377  181 至 360 日  1,199 765  360 日以上  2,080 1,977   _______ _______      117,456 56,000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應付貿易賬款並不計息，一般於 30 至 90 日內結清。   12. 計息銀行借款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實際利率  千港元 實際利率  千港元     % 到期日 (未經審核) % 到期日 (經審核)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即期即期即期即期        銀行貸款 香港銀行      - 無抵押 同業拆息+1.80 按要求償還 97,656 - - -         香港銀行    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1.85   同業拆息+1.85       至香港銀行   至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2.00 2018-2019  109,278      同業拆息+2.00              2018       136,778        ________     ________        206,934    136,778        ________   ________                非即期非即期非即期非即期     銀行貸款 香港銀行   香港銀行     - 無抵押 同業拆息+1.85   同業拆息+1.85       至香港銀行   至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1.95 2019-2021 211,389 同業拆息+1.95 2019-2021 189,278        ________   ________ 
        418,323   326,056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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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計息銀行借款 (續)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析﹕  於下列期間償還之銀行貸款﹕   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206,934 136,778   第二年 128,889 81,278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年度) 82,500 108,000   ________ ________          418,323 326,056   減﹕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並列為即期部分的金額  (206,934) (136,778)    ________ ________   列為非即期部分的金額  211,389 189,278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上述銀行貸款以港元計值並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年利率加 1.80厘至 2.00厘（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年利率加 1.85厘至 2.00厘計算）。   13. 承擔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本集團之承擔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承擔  215,117 262,425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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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營業務及營業務及營業務及營運回顧運回顧運回顧運回顧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復甦有所放緩，然而整體趨勢保持穩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呈先升後貶的雙向波動，年初快速升值，至四月下旬轉跌回吐，上半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累計貶值
1.70%。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人民幣 418,961億元，同比增長 6.8%。 

 隨著城鎮化水平及人均支配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消費升級、消費觀念和消費習慣的改變仍是中國內衣市場的發展關鍵，而內衣企業的創新能力、產品的細分、終端客戶體驗的提升等為整體行業帶來增長助力。同時電子商貿規模進一步擴大，內衣產品細分化趨勢持續，本集團將繼續發揮其多品牌策略的優勢，迎合市場的消費需要和變化，積極推動業務穩健發展。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收益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一個期間」）增加 14.47%至 1,354,425,000 港元，毛利率上升 2.42 個百分點至
79.91%。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116,195,000 港元，純利率為 8.58%。每股盈利為 27.51港仙（二零一七年：21.17 港仙）。本公司董事會議決就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每股 3.50 港仙（二零一七年：2.50 港仙）。 

 品牌管理品牌管理品牌管理品牌管理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貫徹多品牌策略，實行全渠道的覆蓋，致力廣泛而深入地發展內衣市場。本集團根據國內消費環境，適時調整品牌策略，E-BRA 調整為網絡品牌，專注線上市場；安朵安朵安朵安朵品牌調整為線下批發品牌，把握三四線市場快速上升的購買力。憑藉本集團的研發、生產及渠道優勢，繼續強化在各細分市場的品牌形象，從而提升市場佔有率。 

 本集團積極加強品牌建設及提高產品曝光率，藉此提升品牌影響力。於本期間，本集團通過參與 2018 中國(深圳)國際品牌內衣展及唯品會年貨節的一系列活動，展示本集團旗下多個品牌的不 同風格，體現 本 集 團 的 設 計實力，為品牌的長遠發展奠下堅實基礎。 本 集 團亦舉辦
EmbryTime 美好時光 VIP 沙龍，讓尊貴客戶深入了解集團的緑色環保理念，提升對品牌的忠誠度。 

 本集團一直注重以線上平台和線下公關活動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品牌的推廣和宣傳，以多元化及創新的形式推廣本集團的產品，並廣泛加強消費者對旗下品牌的認知度。其中，本集團於深圳內衣展的開場秀，邀請到著名影視演員及網絡紅人親臨開幕現場助陣，並靈活運用多種新媒體，提升品牌知名度和進一步建立良好口碑。 

 本集團於本期間更加注重增加品牌在熱門社交媒體的曝光，並透過線上線下的互動，促進門店人流，從而提高銷售。本集團緊貼消費者消費習慣變化，針對市場需求調整宣傳策略及產品組合，把握市場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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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續） 

 銷售網絡銷售網絡銷售網絡銷售網絡 為提升營運效益，本集團於本期間繼續推行網絡優化策略，透過關閉或重置效益偏低的門店，適當地調整零售點的分布，以提升銷售網絡的整體效益。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經營合共 1,867 個零售點，其中銷售專櫃及專門店數目分別為 1,632 個及 235 個。於本期間，本集團零售點數目淨減少 58 個。集團的產品亦於不同的網上平台銷售，以接觸更多網上潛在顧客。 

 產品設計及研發產品設計及研發產品設計及研發產品設計及研發 本集團多年來一直堅持優秀的產品品質，持續投放資源於新產品設計及研發上。在款式上推陳出新的同時，亦不斷精進改良專利設計，力求為市場提供品質卓越的產品。 

 於本期間，本集團推出多款受顧客歡迎的新產品系列，其中包括：安莉芳安莉芳安莉芳安莉芳的「裸感風尚系列」及「優雅色丁系列」；芬狄詩芬狄詩芬狄詩芬狄詩的「悅動全城系列」及「奇趣王國系列」；COMFIT 的「秀麗胸型系列」及「棉感呼吸系列」； E-BRA 的「光面玲瓏系列」及「輕盈皎月系列」；安朵安朵安朵安朵的「花香滿徑系列」及「光影成詩系列」；LIZA CHENG 的「花之吻系列」及「珍愛系列」；IVU 的「有氧系列」及「優眠系列」等。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獲得新專利12項，其中實用新型專利7項，外觀設計專利5項。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擁有11項發明專利、44項實用新型專利及8項外觀設計專利。 

 生產能力生產能力生產能力生產能力 本集團多年來透過其生產基地生產大部分產品，迅速回應市場需求及消費者品味的變化，靈活調配車間人手及機器產能。 

 本集團位於山東省濟南市生產基地的智能立體倉庫於二零一七年完成調試，並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正式啟用，投入營運。 

 此外，本集團位於江蘇省常州市生產基地的第二期廠房物業及附屬設施，預期將於二零一八年年底前峻工，以配合本集團未來的擴充需要。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中國最低工資的實行以及勞工供應緊張，導致工資上漲壓力持續。集團透過員工培訓、改善員工福利，提升員工的歸屬感，團結工作團隊，從而提升整體營運效益。集團僱員數目增至約
7,970名（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860名）。本期間的員工成本總額（包括工資及基本薪金、佣金、獎金、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及不包括董事及行政總裁薪酬）達到381,946,000港元（二零一七年：349,10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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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續） 

 財務狀況回顧財務狀況回顧財務狀況回顧財務狀況回顧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按銷售渠道及地區劃分按銷售渠道及地區劃分按銷售渠道及地區劃分按銷售渠道及地區劃分 本期間營業額為 1,354,425,000 港元，較上一個期間上升 14.47%，主要由於集團的全渠道覆蓋及多品牌策略行之有效。 

 本期間來自零售的營業額為 1,122,648,000 港元，佔本集團總收益 82.89%，較上一個期間增加 8.96%。網上及批發業務的營業額由 149,081,000 港元上升 53.48%至 228,807,000 港元，佔總收益 16.89%。 

 中國大陸市場是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本期間來自中國大陸市場的營業額為 1,313,711,000 港元，佔本集團總收益 96.99%。 

 按品牌及產品線劃分按品牌及產品線劃分按品牌及產品線劃分按品牌及產品線劃分 目前， 集 團 經 營 七 個品牌─安莉芳安莉芳安莉芳安莉芳、、、、芬狄詩芬狄詩芬狄詩芬狄詩、、、、COMFIT、、、、E-BRA 、安朵安朵安朵安朵、 IVU 及 LIZA 

CHENG，各針對不同需要及消費力的顧客。 

 旗艦品牌安莉芳安莉芳安莉芳安莉芳是本集團最主要收入來源，佔整體收入佔比 45.95%。安莉芳安莉芳安莉芳安莉芳的營業額為
622,365,000 港元，較上一個期間增長 11.91%，主要由於安莉芳安莉芳安莉芳安莉芳產品優質出眾，吸引更多消費者購買此中高檔旗艦品牌。芬狄詩芬狄詩芬狄詩芬狄詩營業額為 333,903,000 港元，較上一個期間上升 9.20%，佔本期間總收入 24.66%。COMFIT 營業額較上一個期間上升 26.00%至 125,309,000 港元，佔本期間總收入 9.25%。至於 E-BRA 營業額較上一個期間上升 16.27%至 145,070,000 港元，佔本期間總收入 10.71%。LIZA CHENG 於本期間營業額增加 22.10%至 27,234,000 港元。安朵安朵安朵安朵營業額較上一個期間上升 13.88%至 38,380,000 港元，佔本期間總收入 2.83%。IVU營業額較上一個期間上升 58.77%至 59,194,000 港元，佔本期間總收入 4.37%。各品牌收益佔比，主要反映本集團因應市場發展而調節各品牌發展重點的結果。  

 女性內衣一直是本集團的核心產品線。於本期間，內衣銷售為 1,200,461,000 港元，較上一個期間上升 14.00%，佔本集團收益 88.63%，睡衣銷售上升 28.90%，營業額為 82,668,000 港元，佔本集團收益 6.10%。泳衣銷售則上升 14.25%至 56,313,000 港元，佔本集團收益 4.16 

%。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毛利約1,082,288,000港元，較上一個期間上升18.04%。整體毛利率較去年同期升2.42百分點至79.91%。 

 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期間其他收入上升35.18%至47,810,000港元，其中包括來自地方政府所獲得的補貼收益約
30,77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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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續） 

 經營開支經營開支經營開支經營開支 於本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16.91%至818,469,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700,087,000港元），佔本集團收益60.43%（二零一七年：59.17%）。銷售及分銷開支佔整體銷售的比率上升，主要由於廣告及櫃位裝飾開支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為142,015,000港元，較上一個期間增加23.92%，佔本集團收益10.49%。（二零一七年：9.69%） 

 純利純利純利純利 於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16,195,000 港元，較上一個期間上升 31.72 %。純利率由上一個期間的 7.46%上升至 8.58%。純利上升主要由於行之有效的多品牌策略及促銷政策；加上本期間智能倉的啟用，配合銷售需求，有助加快存貨周轉，使毛利率得到改善。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作為其營運資金，於本期間維持良好及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399,645,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 一 日：234,711,000 港 元 ） 。截 至 二零 一八 年 六 月三 十 日止 ，本 集 團 計息 銀 行借 款為
418,323,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6,056,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之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權益為 2,422,562,000 港 元 （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2,367,110,000港元）。故此，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約為17.27%（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77%）。 

 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 本期間，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92,852,000港元（二零一七年：75,680,000港元），主要用於本集團智能立體倉庫及常州市生產基地的第二期廠房物業及附屬設施。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開支承擔為215,117,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2,425,000港元），有關金額在財務報表中列為已訂約但未撥備。 

 本集團的資產抵押本集團的資產抵押本集團的資產抵押本集團的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總額為4,224,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24,000港元），包括422,417,000股（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2,417,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所持重大投資所持重大投資所持重大投資所持重大投資、、、、重大收購重大收購重大收購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及出售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及出售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及出售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 本期間，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亦概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 

 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進行買賣交易。本集團並無採用衍生金融工具以保障本集團免受外匯交易及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的其他金融資產及負債出現波動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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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續）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為代替本集團物業租賃按金及公共設施按金所提供的銀行擔保為
243,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3,000港元）。除上述披露外，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或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展望二零一八年下半年，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升温，加上英國脫離歐盟談判的不確定性，及人民幣匯率波動加劇，為全球經濟增長帶來風險，或導致消費者的消費意欲轉趨審慎。然而，中國經濟將持續推進以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有助國內消費品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同時城鎮化進程加快及消費結構升級提速，長遠將為零售行業迎來巨大的發展機遇。 

 作為中國女性內衣行業的主要品牌經營者，本集團會緊貼市場變化，適時採取靈活多元的發展策略，迅速回應市場變化並及時把握市場機遇。 

 隨著消費市場規模快速增長，本集團將持續加強批發及電商的投入和開發，並針對市場需要開發專屬產品。本集團的產品亦透過訂貨會及不同網上平台銷售，以提升品牌知名度及拓展顧客群。同時，集團將繼續優化銷售網點結構，關閉低效益門店及整合店舖網絡，從而提升整體營運效益。透過線上線下雙線發展，互相配合，致力做好全渠道銷售，提升業務競爭力。 

 此外，為優化生產力及提高供應鏈效率，本集團位於山東濟南生產基地的智能立體倉庫現正安裝第二期自動化供應鏈物流設備；其江蘇省常州市的生產基地，亦正在如期建設第二期廠房物業及附屬設施。 

 雖然市場環境多變，但憑藉穩固的業務基礎、多品牌的經營策略、豐富多元的產品組合、以及優秀卓越的品質，本集團有信心抓緊市場趨勢，以多元有效的策略推動業務穩健發展，長遠為股東帶來理想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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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     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中期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審議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進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董事會議決就本期間向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星期三）名列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5 港仙，因而須提撥約 14,785,000 港元。上述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派付。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星期三）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予辦理任何股份過戶事宜。為符合資格收取擬派中期股息，所有已填妥之股份轉讓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呈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方為有效。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遵守企業管治守則遵守企業管治守則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及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其標準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列標準基本一致(「證券買賣守則」)。經向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均確認已於本期間內遵守證券買賣守則所訂的標準。     刊發二零一刊發二零一刊發二零一刊發二零一八八八八年年年年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分別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的網站http://www.embrygroup.com。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需資料之本集團二零一八年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上述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        岳明珠岳明珠岳明珠岳明珠  主席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岳明珠女士（主席）、鄭碧浩女士（行政總裁）、鄭傳全先生及鹿群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紹基先生、李均雄先生及李天生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