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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Y HOLDINGS LIMITED
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88）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佈

業績
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連同之前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624,324 550,014

銷售成本 (145,581) (136,979)

毛利 478,743 413,035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9,302 5,335
銷售及分銷開支 (330,068) (312,948)
行政開支 (51,007) (46,620)
其他開支 (2,846) (1,617)
融資成本 (1,545) (791)

除稅前溢利 6 102,579 56,394

稅項 7 (19,974) (10,717)

年度溢利 82,605 45,67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1,105 44,431
少數股東權益 1,500 1,246

82,605 45,677

股息 8 24,000 150,00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盈利 9
－基本（港仙） 26.69 14.81

－攤薄（港仙） 26.68 不適用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9,518 78,797
投資物業 27,700 25,50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741 2,205
就土地使用權而支付之按金 13,132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26,091 106,502

流動資產
存貨 227,969 205,068
應收貿易賬款 10 34,967 22,21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046 10,90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1,225 49,510

流動資產總值 708,207 287,69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25,283 40,949
應付稅項 4,212 3,04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50,851 26,641
計息銀行貸款，有抵押 4,242 4,067
應付一名少數股東款項 － 3,810

流動負債總值 84,588 78,510

流動資產淨值 623,619 209,18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49,710 315,691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有抵押 20,228 24,108
遞延負債 3,395 4,622
遞延稅項負債 1,850 595

非流動負債總值 25,473 29,325

資產淨值 724,237 28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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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4,000 200
儲備 696,237 282,612
擬派末期股息 8 24,000 －

724,237 282,812

少數股東權益 － 3,554

總權益 724,237 286,366

附註：

1. 公 司資料及集團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根據開曼群島第 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法例三，經綜合及修訂）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

根據精簡本集團架構以準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的重組計劃，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成為現組成本集團的公司的控股公司（「集團重組」）。有關集團重組的其他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五日的招股章程（「招股
章程」）。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the Cayman Islands，而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
葵涌大連排道 200號偉倫中心二期 7樓。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香港設計、製造及零售分銷女性內衣產品（包括胸
圍、內褲及束衣）、泳衣及睡衣。本集團主要業務的性質於年內概無重大變動。

2. 呈 列及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按集團重組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指引第五號「合併受共同控制公司的合併會計法」所載的合併會計原則而編製，按此
基準，本公司被視為其附屬公司於所呈列財政年度而非自該等附屬公司收購日期起的控股公司。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各自註冊成立日期起（以較短期間為準）的業績。於二零
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比較數字乃假設本集團現有架構於該日子已存在而編製。

董事認為，根據上述基準編製的綜合財務報表可較公平地呈列本集團的整體業績及財務狀況。

該等財務報表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披露規定編製。該等
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則按其公平值計量。本集團已提早採納所有自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會計期間生
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連同有關過渡性條文，以編製多年來的財務報表。

除另有指明外，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所有金額均調整至最接近千元（千港元）。

本集團內所有重大公司間交易及結餘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對銷。

少數股東權益指外界股東於本公司附屬公司業績及資產淨值中持有而並非由本集團持有的權益。

3. 分 部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分部是胸圍、內褲、泳衣及睡衣之製造及銷售。由於此為本集團之唯一業務分部，故並無呈列進一步之分析。

就本集團地區分部（即第二分部）資料呈列如下。決定本集團之地區分部時，收益乃按客戶所在地而歸入分部，資產按資產所在地歸入分部。

中國大陸 香港 其他 合併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外界客戶之收益 513,207 444,554 81,083 74,179 30,034 31,281 624,324 550,014

分部資產 402,712 313,960 431,586 80,241 － － 834,298 394,201

年內資本開支 6,359 6,270 1,516 152 － － 7,875 6,422

4. 收 益
收益，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扣除退貨及交易折扣款額後售出貨品之發票淨值。

5. 其 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2,869 718
租金收入總額 2,052 923
來自中國政府之津貼收入：
作為中國超級品牌之獎勵 # 292 1,923
獲退回增值稅 * － 405
重新投資退稅 # 1,136 －

其他 753 766

7,102 4,735

收益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2,200 600

9,302 5,335

* 此等收入並無涉及任何未達成之條件或或然事項。

#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本集團可於中國有關稅務局辦公室批准後獲得企業所得稅退稅。年內，本集團將自其附屬公司收取的溢利分派重新
投資其於在中國新成立的附屬公司，並已獲稅務局批准重新投資退稅。退稅按重新投資的溢利分派的若干百分比釐定。

6. 除 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145,581 136,979
折舊 9,029 9,06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之攤銷 59 58
有關以下各項之經營租約之最低租賃款項：
土地及樓宇 21,193 22,646
百貨公司內的零售店的或然租金 157,264 135,602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16,213 108,930
長期服務金撥回撥備 (854) (735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850 5,305
以股權支付購股權開支 344 －

126,553 1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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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酬金 1,980 1,200
廣告及櫃位裝飾開支 35,001 43,584
呆壞賬減值撥備 565 481
研發開支 1,453 1,733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101 9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6 ) (267 )
租金收入總額及淨額 (2,052 ) (923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2,200 ) (600 )
匯兌差異，淨額 (1,704 ) (671 )
銀行利息收入 (2,869 ) (718 )

7. 稅 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估計在香港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按 17.5%（二零零五年：17.5%）之稅率作出撥備。根據中國有關法規，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安
莉芳（中國）服裝有限公司與安莉芳（常州）服裝有限公司可享有 15%及 27%之稅率（分別為深圳經濟特區與常州之外資企業適用稅率）。此外，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國家的通行稅率，按有關地區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即期稅項－香港 420 324
即期稅項－中國大陸
年內稅項 18,357 10,483
過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58 ) (416 )

遞延 1,255 326

年度之總稅項支出 19,974 10,717

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註冊地區之法定稅率及除稅前溢利計算之稅項開支，與使用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開支的對賬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102,579 56,394

按有關國家適用於溢利之稅率計算之稅項 31,698 19,324
中國大陸特定省份之較低稅率 (14,871 ) (9,946 )
對以往年度之即期稅項的調整 (58 ) (416 )
毋須課稅之收入 (360 ) (491 )
不可扣稅之開支 8,667 1,060
動用來自以往年度之稅項虧損 (5,528 ) －
未確認稅項虧損 426 1,186

按本集團之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 19,974 10,717

8. 股 息
董事會決議就本年度向二零零七年六月六日星期三在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6.0港仙，產生分配達 24,000,000港元。

年內擬派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息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或前後支付。

二零零五年的股息指由本公司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其當時股東宣派及派付的股息。由於派息率及可收取股息
的股份數目對財務報表的意義不大，故此並無呈列該等資料。

9. 本 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按 本 公 司 普 通 權 益 持 有 人 應 佔 年 度 溢 利 81,105,000港 元（二 零 零 五 年：44,431,000港 元）及 年 內 被 視 為 已 發 行 股 份 的 加 權 平 均
數 303,836,000股（二零零五年：300,000,000股）計算。

用作計算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的股份加權平均數包括本公司備考已發行股本 300,000,000股股份，包括：

(i) 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分別以零代價配發及發行 1股及 9,999,999股本公司股份；

(ii) 發行 10,000,000股股份作為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收購 Embry Group Limited的代價；及

(iii) 資本化發行 280,000,000股股份。

用作計算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的股份加權平均數除包括上述 300,000,000股普通股外，亦包括本公司股份於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聯交所上市時發行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3,836,000股。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根據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81,105,000港元計算，而計算所採用的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為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年內被視為已發行普通股 303,836,000股，以及假設於年內被視為行使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時以無代價發行的普
通股加權平均數 168,000股。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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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銷售部嚴控未繳之應收款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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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並不計息。

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應收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33,214 21,017
91至 180日 1,765 1,408
181至 360日 662 297
360日後 1,320 862

36,961 23,584
減：減值撥備 (1,994 ) (1,365 )

34,967 22,219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1. 應 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1,040 36,933
91至 180日 2,066 1,992
181至 360日 826 575
360日後 1,351 1,449

25,283 40,949

應付貿易賬款並不計息，一般於 30至 90日內結清。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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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七年六月六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股份過戶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領取擬派末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須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
分或之前送呈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回顧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收益為 624,300,000港元，較去年 550,000,000港元上升 13.5%。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為 478,7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413,000,000港元），較去年增長約 15.9%，
毛利上升主要由於受惠於規模效益，加上本集團的專利產品銷售量增加，而利潤相對較低的原設備製造商（「OEM」）銷售量則減
少，導致本集團收益增加所致。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 81,100,000港元，較
去年上升 82.5%。

零售銷售
零售銷售為本集團收益的主要來源，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總收益約 89.3%。本集團目前透過其於中國
及香港的零售店舖及銷售專櫃出售產品。零售店舖及銷售專櫃主要以安莉芳及／或芬狄詩品牌名稱開設及經營，出售該兩個品
牌名稱的產品。視乎市場需求而定，本集團將考慮替本集團其他品牌 COMFIT及 LC設立獨立零售店舖或銷售專櫃。

銷售專櫃為位於百貨公司或購物中心的零售門市。於二零零六年，來自銷售店舖的收益佔本集團收益的 8.8%，而來自銷售專櫃的
收益則佔本集團收益的 80.5%。本集團的策略為增加零售門市數目，務求把握日益增加的需求。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新開設 95間零
售門市並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設有合共 1,113間零售門市，並將繼續檢討每間零售門市的表現。

批發銷售
本集團的批發客戶包括於中國及香港向零售客戶出售不同品牌女性內衣產品的人士及公司。於二零零六年，批發銷售佔本集團
總收益的 5.9%。

OEM銷售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的 OEM客戶主要包括日本及歐洲的女性內衣貿易公司。考慮到本集團的產能，倘出現任何商機，本集團或考
慮減少其 OEM銷售，務求將其利潤儘量提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OEM銷售佔本集團總收益的 4.8%。

品牌管理
本集團的產品主要以其自家擁有品牌名稱安莉芳、芬狄詩及 COMFIT出售。來自安莉芳及芬狄詩的收益分別佔本集團二零零六年
收益的 62.0%及 30.1%。於二零零六年的第一季，本集團推出品牌 COMFIT，令本集團可成功擴充其產品系列至全新功能型及優質女
性內衣產品市場分部。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COMFIT系列的銷售額佔本集團總收益的 3.1%。董事有信心
COMFIT產品將逐漸成本集團收益的重大來源，並將於日後帶動收益增長。於二零零六年六月，本集團亦以品牌 LC試推新系列產
品，針對優質名貴女性內衣的高檔市場分部。

生產能力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年度總產量為 11,800,000個標準產品件，較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增加 63.9%。為配合本集團的業務擴展，本集團於中國山東省章丘市物色一個生產地點，並計劃於該處興建一座新廠房（「山
東廠房」）。待獲所有必要批文後，董事計劃山東廠房將於二零零八年年中投產。於全面投產後，預期本集團的年度產量將增加至
23,700,000個標準產品件。

產品開發
隨著去年經濟普遍復甦，加上中國女性內衣產品市場需求持續殷切，女性內衣、睡衣、泳衣、OEM產品及其他產品的銷售額分別佔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總收益約 80.3%、 7.2%、 5.4%、 4.8%及 2.3%。女性內衣銷售額仍然為本集團收益及溢利
的主要來源。

董事認為產品開發對本集團維持其競爭優勢至為關鍵。本集團的研究及開發隊伍集中於與本集團產品功能及特色密切相關的實
際範圍。於二零零六年，本集團已就製造技術發明多項設計。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取得 36項專利及 9項外觀設
計註冊。

獎項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獲中國行業企業信息發佈中心（「發佈中心」）頒授中國「二零零六年女性內衣市場同類產品銷量第一名」，
本集團已連續 11年獲頒有關獎項。除了其公司品牌安莉芳形象卓越外，其年輕品牌芬狄詩亦獲發佈中心頒為中國「十大暢銷女性
內衣」。本集團在中國及香港分別獲中國超級品牌主委會頒授超級品牌殊榮，證明本集團於市場上的聲譽卓著。

前景
毫無疑問，中國經濟環境於過去數年一直邁步向前，儘管競爭激烈，惟董事對女性內衣市場日後的市場需求抱持樂觀態度，並相
信此行業發展潛力可觀，長遠而言，本集團的目標為成為大中華區內頂尖及聲譽卓著的女性內衣零售商，提供多款產品，以迎合
不同年齡、擁有不同喜好及購買力的客戶的需求。

為達到其業務目標，本集團將投放更多資源以加強其品牌知名度及宣傳本公司的形象。本集團將繼續於中國及香港增加零售門
市的數目，從而擴充其銷售網絡。預期首間旗艦零售店舖將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開設，本集團預期開設旗艦店舖及零售門市的進
度將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起加快。另外，本集團將進一步投資於宣傳及推廣其品牌，例如舉辦多個時裝表演、贊助慈善活動及於
不同大眾媒體刊登廣告。

此外，如上文「生產能力」一段所述，本集團計劃提升其生產能力，以配合本集團持續業務發展。有見及此，本集團已透過成立山
東廠房，務求擴充其生產能力。山東廠房的奠基儀式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預期建築工程將於本年度第二季展開。
預期現階段成立山東廠房的總成本約為 100,000,000港元，超過招股章程所述的原估計金額約 70,000,000港元，超出的金額主要由於
（其中包括）建築材料及運作成本上升，以及原設計作出更改以符合地方市政府發出的新建築規定，尤其是環境保護及能源節省
方面的規定，該等金額將以本集團的內部營運資金撥付。根據目前建築計劃，山東廠房將於二零零八年年中投產。

本集團亦已考慮就批發業務推出另一全新品牌，以於提升生產能力後擴闊本集團的產品系列。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在聯交所發行新股份之所得款項於扣除相關發行開支後約為 331,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該等所得款項淨額暫時存放於香港持牌銀行作短期存款。董事擬按招股章程所述的方式應用該等所得款項淨額。

企業管治
自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市以來，其一直遵守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企業管治守則的適
用守則條文。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列的條文，作為規管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進行證券買賣守則的操守守則（「標
準守則」）。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即本公司股份首次於聯交所進行
交易當日）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有關委任最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其中最少一人須具備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
的規定。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經與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閱本集團所採納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具備專業資格，並於財務
事宜上具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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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起上市。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二零零六年年報
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年報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全部資料，將於適當時間刊載聯交所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敏泰先生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鄭敏泰先生（主席）、鄭碧浩女士（行政總裁）、岳明珠女士及孔憲傑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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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