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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KNI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永 義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18

截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業 績 公 佈

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連同上個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

附註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營業額 706,044 687,652

銷售成本 (567,958) (540,668)

毛利 138,086 146,984

其他經營收入 4,392 3,071

經銷成本 (33,330) (37,797)

行政開支 (74,151) (61,025)

重估投資物業產生之虧損對銷 42,500 15,815

確認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9,911) －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1,644) －

收購附屬公司商譽之減值虧損 (104) (7,194)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商譽之減值虧損 (3,270) (364)

經營溢利 3 62,568 59,490

投資於21世紀通有限公司之未變現虧損 － (11,000)

出售於21世紀通有限公司之投資之虧損 － (50,456)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63,950 －

被視作出售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 4 19,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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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886 －

解除擔保之收入 － 5,000

融資成本 5 (7,855) (10,128)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919)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72) －

除稅前溢利（虧損） 134,875 (7,094)

稅項 6 (2,459) (21,044)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132,416 (28,138)

少數股東權益 8,414 3,267

本年度淨溢利（虧損） 140,830 (24,871)

建議股息 6,618 －

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 0.160港元 (0.041)港元

附註：

1.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內，本集團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

則」）第12號（經修訂）「所得稅」。該準則包括會計實務準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批准之解釋。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之主要影響與遞延稅項相關。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規定必須採

納資產負債表負債法，即除若干例外情況外，就財務報表之資產及負債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溢利所用相應

稅基之所有暫時性時差，確認遞延稅項。由於會計準則第12號（經修訂）並未對過渡期作出明確之規定，採

納此修訂會計實務準則，已對過往期間所申報之金額作出追溯調整。二零零三年之比較數字已重新呈列。

基於此項政策改變，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之累計虧損結餘已增加312,000港元，反映政策改變對二零零

二年四月一日前之業績之累積影響。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淨溢利已減少285,000港元（二

零零三年：淨虧損減少8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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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將業務分為四個主要類別—採購及出口成衣、物業投資、證券投資，以及貸款融

資。此類別乃本集團申報主要分類資料之依據。電訊服務及相關投資分部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終止。於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終止成衣漂染業務。

此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二零零四年

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電訊

採購及 服務及

出口成衣 物業投資 證券投資 貸款融資 相關投資 成衣漂染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外來 590,885 57,498 － － 1,982 55,679 － 706,044

分類業務間 － 3,000 － － － 68 (3,068) －

總額 590,885 60,498 － － 1,982 55,747 (3,068) 706,044

業績

分類業績及經營溢利 36,169 59,130 (2,333) 4,701 (26,274) (363) (8,462) 62,56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之收益 63,950 63,950

被視作出售

　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 19,317 19,317

出售一間

　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886 886

融資成本 (7,855)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919) (3,919)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72) (72)

除稅前溢利 134,875

稅項 (2,459)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32,416

少數股東權益 8,414

本年度淨溢利 14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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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分類業務間之交易乃按現行之市價列賬。

(b) 採購及出口成衣之營業額包括暫時轉讓永久紡織品配額權之收入34,421,000港元。

二零零三年

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電訊

採購及 服務及

出口成衣 物業投資 證券投資 貸款融資 相關投資 成衣漂染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營業額

外來 636,143 19,056 － － 2,664 29,789 － 687,652

分類業務間 － 3,144 － － － － (3,144) －

總額 636,143 22,200 － － 2,664 29,789 (3,144) 687,652

業績

分類業績及經營溢利 50,522 27,142 (705) 1,589 (17,898) (485) (675) 59,490

投資於21世紀通之

　未變現虧損 (11,000) (11,000)

出售於21世紀通之投資之虧損 (50,456) (50,456)

解除擔保之收入 5,000 5,000

融資成本 (10,128)

除稅前虧損 (7,094)

稅項 (21,044)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28,138)

少數股東權益 3,267

本年度淨虧損 (24,871)

附註：

(a) 分類業務間之交易乃按現行之市價列賬。

(b) 採購及出口成衣之營業額包括暫時轉讓永久紡織品配額權之收入50,28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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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資料

本集團營業額按地區市場劃分之分析如下：

營業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59,480 21,720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中國」） 55,679 29,789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525,916 576,453

加拿大 14,907 23,327

墨西哥 13,575 14,951

歐洲 36,487 21,064

其他 － 348

706,044 687,652

3. 經營溢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董事酬金 7,208 7,018

其他職工成本，包括退休福利成本 32,094 21,771

職工成本總額 39,302 28,789

呆賬之準備 1,094 6,353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876 635

　－過往年度之低估準備 56 109

已耗用存貨成本 523,254 525,477

已售物業成本 32,814 －

持有待售物業之撥備（附註a） － 6,080

以下項目之折舊及攤銷：

－自置資產 7,662 4,131

－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 20 20

－永久紡織品配額權（附註b） 1,305 1,55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49 11

放棄應收一間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款項之虧損 117 －

放棄給予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貸款之虧損 7 －

購入暫時轉讓紡織品配額權 7,679 3,276

出售其他投資之虧損 2,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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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並已計入：

出售其他投資收益 － 84

出售永久紡織品配額權之收益 1 －

利息收入 3,172 2,216

附註：

(a) 款項包括於銷售成本。

(b) 款項包括於經銷成本。

4. 被視作出售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

亞洲聯盟集團有限公司（「亞洲聯盟」）（前稱i100 Limited）於百慕達註冊成立，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其為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亞洲聯盟進行兩次配售新股，而本公司

並非認購人。本集團於亞洲聯盟之股權已由緊接亞洲聯盟首次配售股份前約51.73%，攤薄至緊隨首次配

售股份後約43.11%，並於緊隨亞洲聯盟第二次配售股份後，進一步攤薄至約35.93%。亞洲聯盟終止不再

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而成為一間聯營公司。本集團有關電訊服務之業務及相關投資自此終止。

視作出售收益約為19,317,000港元，已撥入綜合收益表。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各項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7,496 10,190

　－無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 18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借貸 353 30

－融資租約承擔 6 4

總借貸成本 7,855 10,408

減︰已資本化為發展中物業 － (280)

7,855 10,128

於二零零三年已資本化借貸成本乃產生於特別借貸按平均利率年息3.6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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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抵免）包括：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2,339 5,93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65) 15,193

2,174 21,131

遞延稅項：

　本年度 264 (87)

　分佔稅率轉變之影響 21 －

285 (87)

分佔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稅項 2,459 21,04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三年：16%）計算。香港利得稅稅率增加之影響

已反映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即期及遞延稅項結餘之計算內。

7.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就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而言之盈利（虧損） 140,830 (24,871)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而言之股份數目／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882,448,924 603,578,288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之優先認股權之行使價較本年度之平均市價為高，而亞洲聯盟尚未行使之優先認股權

之行使價亦較其平均市價為高，故並無呈列二零零四年之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產生之二零零三年每股虧損調整並不重大，故並無披露二零零三年

每股虧損之對賬。

由於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之優先認股權會減少二零零三年之每股虧損，而亞洲聯盟尚未行使之優先認股權

之行使價亦較其平均市價為高，故並無披露二零零三年度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



– 8 –

建議股息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派發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向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5港仙，合共約為6,618,000港元。

董事就派發末期股息作出之建議，須待以下條件正式達成後，始可作實：(a)於本公司緊靠

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前將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一

項特別決議案，批准削減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及資本儲備賬進賬之全部款項（「建議削減」），

把建議削減產生為數1,785,508,000港元之部分進賬款項，用作悉數抵銷本公司於二零零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累計虧損，而建議削減進賬之款項餘額為數227,555,000港元，將會轉撥

往本公司之繳入盈餘賬；及(b)按照本公司之細則，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一

行普通決議案，批准宣派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待上述條件達

成後，現時擬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股息單。

建議末期股息之款額乃以建議派息率及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已發行之1,323,673,386股普通股

為基準計算。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由二零零四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三）起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止（包括首尾兩

天），本公司將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凡欲享有擬派末期股息資格者，須將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之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

灣中心地下，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為706,044,000港元，較去年

687,652,000港元上升約2.7%。經營溢利達62,568,000港元，較去年之59,490,000港元上升約

5.2%。每股盈利為0.160港元（二零零三年：每股虧損0.041港元）。

回顧年內，本集團透過出售Touch Profits Limited（「Touch Profits」）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售出

其投資於中信21世紀有限公司（「中信21世紀」）之股份（「出售股份」），Touch Profits為本公

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及所有出售股份之登記持有人，本集團因而錄得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63,95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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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內，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採購及出口女士、兒童及

嬰兒綿織成衣、物業投資及漂染。回顧年內，雖然香港經濟於去年第二季受到爆發非典型

肺炎的嚴重打擊，但「更緊密經貿關係」的落實，令香港經濟逐步復甦。受惠於復甦中的經

濟，本集團於回顧年內之業務表現錄得滿意的成績，純利達140,830,000港元。

成衣有關業務

回顧年內，本集團繼續主要從事採購及出口成衣，該業務分類為本集團總營業額貢獻

83.7%，達590,88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636,143,000港元比較下降約7.1%。按地區劃分，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仍然佔本集團成衣業務之主要部份。出口成衣到美國的營業額為

525,91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8.8%，及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74.5%。

本集團擁有完善的生產設施及業務分支分佈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美國。其

中設於中國東莞的漂染廠於回顧年內之營業額達55,679,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

7.9%。

物業投資

香港整體經濟好轉，自二零零三年第三季，住宅及商業樓宇的買賣成交及出租率均有大幅

的增加，有助本集團物業投資業務。根據香港政府發佈的二零零四年第一季經濟報告，一

手及二手物業市場的交投量大幅上升。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五月推出由本集團發展的一幢

商住兩用樓盤，位於旺角花園街19號的花園廣場。於回顧年內，所有商用單位均已租出，

截至本公佈日期，約70%的住宅單位已售出。本集團物業投資業務的營業額達到57,498,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01.7%。

前景

成衣有關業務

隨着紡織品出口配額制度於二零零五年撤消，預期紡織及成衣行業將更興旺。本集團將致

力投放資源發展成衣有關業務，以取得更高的邊際利潤及增加本集團的收入。

為了促進美國成衣業務運作，本集團透過其位於紐約的地區總辦事處，銳意發展高利潤的

業務及於美國市場建立其個人成衣品牌「Mary Mac」。本集團相信鞏固的美國及海外顧客的

協調及網絡，可為本集團就未來的商機作出充份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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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近期美國經濟逐漸復甦、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落實、以及中國內地進一步放寬自遊行旅

客來港的限制，排除不可預測的恐怖襲擊的威脅，本集團各董事均對物業市場的前景抱樂

觀態度，預期物業市值及租金將溫和上升，特別是位於主要零售地區的物業。本集團相

信，物業投資業務及銷售花園廣場住宅單位將繼續為本集團帶來可觀的收入。

整體而言，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奪得二零零八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辦權，將能

大大加速貿易的擴展，直接有助本集團的業務。本集團將繼續發展有潛力的投資項目或業

務，以擴𡚸本集團的收入來源，使其漸趨多元化。

公司重大事項

本公司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Landmark Profits Limited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收購亞洲

聯盟集團有限公司（前稱i100 Limited）（「亞洲聯盟」）約55.27%的股本權益，然後提出強制

性全面收購非本公司擁有的股份。全面收購後，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日持有亞洲

聯盟約55.30%的股本權益。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出售亞洲聯盟的股份，導致本公司持

有亞洲聯盟的股本權益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降至約51.73%。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

日，亞洲聯盟以每股供股股份1.00港元配售13,773,412股供股股份，本公司透過Landmark

Profits Limited認購7,125,518股供股股份。緊隨亞洲聯盟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及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分別配售8,264,047股及9,916,856股新股份後，本公司於亞洲聯盟的

權益攤薄至亞洲聯盟當時股本約35.93%，亞洲聯盟便成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五日，本集團與同為獨立第三方的Fairworld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

買方）及陳天堆先生（作為保證人）訂立協議，以84,000,000港元之總代價，出售中信21世紀

之100,000,000股份，佔於該協議日期中信21世紀之已發行股本約3.14%。透過出售Touch

Profits而售出本集團投資於中信21世紀之股份，為本集團帶來63,950,000港元之收益。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本公司透過Landmark Profits Limited以每股供股股份0.25港

元認購亞洲聯盟106,882,770股供股股份。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日，本公司分別與雷子聰先生及官寶芬女士達成協議（由日期為二零零

四年六月十五日之補充函件所補充）（「協議」）。根據協議，當中包括，本集團同意由二零零

四年四月一日起計三年期間，分別向雷子聰先生所控制之公司／官寶芬女士所控制之公司

購買成衣、成衣產品、服裝及紡織品（受制於各別之限額）。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本集團分別與雷子聰先生及官寶芬女士按協議預計進行之有關交易（「持續

關連交易」），均構成本公司之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並須遵守申報及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

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於股東特別大

會上亦將提呈決議案以批准削減本公司20,000,000,000股法定但未發行之股份，將本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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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股本由3,000,000,000港元削減至1,000,000,000港元，及採納新公司細則。持續關連交

易、建議削減法定股本及採納新公司細則之詳情，已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六月

二十九之通函內。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七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永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以65,000,000港

元之代價（可予調整）出售其所擁有之保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保昌」）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予

亞洲聯盟之全資附屬公司Best Ability Limited。本集團相信從該項交項所得之款項可協助

本集團削減銀行借款，並加強其財務狀況以發展本集團其他業務範疇。本集團以往所經營

之漂染業務均透過保昌及其附屬公司進行，但因以上之出售事項已經完成，故本集團再沒

有參與該等業務（透過其於亞洲聯盟所擁有之權益除外）。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本公司按每股供股股份0.11港元之價格發行441,224,462股供

股股份，基準為每持有兩股股份可獲發一股供股股份，籌集約47,500,000港元（已扣除開

支）。約有40,000,000港元之所得款項已用作償還本集團之銀行借貸，餘額則用作一般營運

資金。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發表公佈，建議削減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及資本儲備賬進

賬中之全部金額（「建議削減」），以及使用來自建議削滅中的部份進賬款項共1,785,508,000

港元悉數抵銷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累計虧損，而餘額227,555,000港元則轉

撥入本公司之繳入盈餘賬。建議削減須於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

特別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方可作實。建議削減之詳情載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公

司之公佈中。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為 67,357,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為

277,992,000港元。回顧年內，本集團業務持續由內部資源及銀行借貸撥支。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0.5倍（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0.6倍），此乃按本集團借貸總額（但不包括融資租約承擔）301,54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341,816,000港元）除以股東資金667,21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526,385,000港元）之基礎計算。

承受兌換率波動及相關對沖之風險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因兌換率波動及任何相關對沖而承受重大風險。

股本結構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及截至本公佈日期，本集團並無債務證券或其他資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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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上述「公司重大事項」之有關出售保昌及Touch Profits外，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之年度內，本集團並無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資產抵押、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本集團的資產抵押與最近期刊發的年報所披露的資料並無重大出入，或然負責及資本承擔

則分別減少7,741,000港元及27,427,000港元。

資本性開支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之資本性開支約為17,465,000港元，主要用於購置其他物業、廠房及機

器。

聘用、培訓、發展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香港及美國分別聘請約200、60及13名職員。

本集團主要根據僱員表現、經驗及現時業內之慣例而釐定薪酬。薪酬政策乃按人力資源市

場環境作出調整。本集團已設立強制性公積金為香港之僱員提供退休福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現由兩位成員組成，包括黃瑞華先生及潘熙先生，兩位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實務與準則，並討論內部管理及財

務報告等事項，包括審閱本集團之年報。

公司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守則第7段所規定之指定

任期委任，但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彼等須在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可膺

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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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刊登年報

一份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所規定之所有資料之二零零四年年報，將於適

當時候於聯交所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官永義

主席兼首席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官永義先生、曾耀佳先生及雷玉珠女士，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黃瑞華先生及潘熙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