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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業績摘要

•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成功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 營業額增加37.4%至人民幣1,559,900,000元

• 毛利率增加5.0個百分點至35.3%

• 純利率增加5.8個百分點至19.4%

• 經營溢利增加98.1%至人民幣338,800,000元

• 股東應佔利潤增加96.6%至人民幣303,000,000元

•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80.2%至人民幣30.87分

• 建議派付股息每股人民幣11分，相當於派息總額人民幣132,000,000元，而派息比率佔二零零九年利潤約45%

* 與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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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

中國利郎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上個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1,559,874  1,135,684

銷售成本  (1,008,738 ) (791,627 )

毛利  551,136  344,057

其他收入 4 5,888  5,868

銷售及分銷開支  (165,705 ) (146,469 )

行政開支  (50,232 ) (34,300 )

其他經營（開支）╱收入  (2,291 ) 1,888

經營利潤  338,796  171,044

財務成本 5(a) (6,387 ) (11,551 )

除稅前利潤 5 332,409  159,493

所得稅 6 (29,415 ) (5,361 )

權益股東應佔利潤  302,994  154,132

每股盈利 8

基本（人民幣分）  30.87  17.13

攤薄（人民幣分）  30.85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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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人民幣為單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1,420  135,823
投資物業  30,963  30,072
租賃預付款項  39,047  39,875
購買固定資產的訂金  －  3,615
遞延稅項資產  1,060  997

  222,490  210,382

流動資產

存貨  146,342  171,48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458,379  383,74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14  220
可收回的即期稅項  793  －
已抵押銀行存款  34,065  42,201
存放於銀行而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308,07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44,051  53,567

  1,791,914  651,223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000  140,00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359,435  259,419
應付股東款項  －  18,471
應付即期稅項  11,139  890

  371,574  418,780

流動資產淨值  1,420,340  232,44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42,830  442,82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1,543
在建工程應付款項  726  1,987

  726  3,530

資產淨值  1,642,104  439,29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5,731  176

儲備  1,536,373  439,119

權益總額  1,642,104  43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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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以人民幣為單位）

1 一般資料
中國利郎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3條法律，綜合及經修

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從事品牌男士服裝與配飾的製造及批發業務。根據一項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

上市而理順本集團架構之重組計劃，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二日收購共同控制權項下的實體的股本權益，並成為

集團旗下現時公司的控股公司（「重組」）。重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招股章程。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被視為根據共同控制權從重組所產生的持續經營實體，並以合併會計法作會計處理。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已

按猶如現有集團架構已於所呈報的兩個年度、或自集團公司各別註冊成立或成立日期以來（而不是本公司根據重組成為

本集團的控股公司當日起）一直存在而編製。

2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遵守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

定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

3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製造及批發品牌男裝及有關配飾。營業額指已售貨品銷售額扣除退

貨、折扣、增值稅及其他銷售稅。

本集團經營單一業務分部，於中國製造及銷售男裝及配飾。因此，本集團並無呈列分部分析。

4 其他收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1,042  1,388

政府補助 4,675  4,480

其他 171  －

 5,888  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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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財務成本：

須於一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借貸利息 6,109  11,000

銀行收費 278  551

 6,387  11,551

(b) 員工成本：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 4,990  11,593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74,973  74,256

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 1,293  －

 81,256  85,849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c) 其他項目：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828  694

核數師酬金 1,465  57

存貨成本（附註(i)） 1,008,738  791,627

折舊 10,977  6,081

股東授予本集團使用的免費物業的租金公平值 －  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 112  (3,081 )

關於物業的經營租賃租金 5,989  2,843

研發成本（附註(i)及(ii)） 7,453  6,728

轉包費用（附註(i)） 35,617  13,602

附註：

(i) 已售存貨成本包括上文所披露的研發成本及轉包費用。

(ii)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計入設計及研發部僱員員工成本的研發成本為人民幣6,186,000元（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5,285,000元），其亦如附註5(b)所披露計入員工成本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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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年內中國所得稅撥備 31,014  2,652

上年度中國所得稅撥備不足 7  －

 31,021  2,652

中國土地增值稅 －  978

 31,021  3,630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1,606 ) 1,731

 29,415  5,361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條例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任何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

的所得稅。

(ii)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賺取任何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收入，故

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任何撥備。

(iii) 根據中國的所得稅條例及規例，本集團就中國所得稅的撥備乃按下列稅率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利郎（福建）時裝有限公司（「利郎福建」） 25%  25%

利郎（中國）有限公司（「利郎中國」）（附註1） 12.5%  0%

利郎（廈門）服飾有限公司（「利郎廈門」）（附註(1)及(2)） 0%  0%

利郎（上海）有限公司（「利郎上海」） 25%  不適用

附註：

(1) 該等附屬公司享有稅項減免，據此，於首個獲利年度起計首兩個年度內所得利潤獲免徵所得稅，而隨後三個年度的所
得利潤則按適用稅率的50%徵稅（「免稅期」）。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利郎中國及利郎廈門分別在其
免稅期的第三及第二年。

(2) 利郎廈門在廈門經濟特區成立，故可按15%的優惠稅率繳納所得稅。新稅法實施規則（「實施規則」）及執行過度優惠稅
期的通知（國發[2007]第39號）（「通函39」）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頒佈。根據通函39，利郎廈門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
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分別按18%、20%、22%、24%及25%的過度稅率繳納所得稅。

此外，通函39首次推出免稅期，由於該優惠政策之前尚未開始，故要求利郎廈門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執行。因
此，利郎廈門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獲豁免繳納所得稅，並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
年分別按11%、12%、12.5%及25%的稅率繳納所得稅。

(iv) 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
根據中國的相關條例及規例，透過出售或轉讓土地使用權所得的該等收入須繳納土地增值稅，按銷售所得款項

減去可予扣減額釐定的土地增值額以介乎30%至60%的累進稅率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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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續）
(v) 預扣稅

新稅法及實施規則還規定中國居民企業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錄得收益向其中國境外直接控股公司派發股息

徵收10%的預扣稅，惟由稅務合約或稅務協議減少者除外。根據中國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就避免雙重徵稅及

防止偷漏稅簽訂的議定書（或中國內地╱香港特別行政區避免雙重徵稅安排），持有中國企業25%或以上股權的

香港納稅居民可按5%的寬減股息預扣稅率納稅。根據《有關若干優惠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8]第1

號），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之前產生的未分配盈利可豁免繳納該預扣稅。

因此，香港利郎國際有限公司就其中國附屬公司從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後錄得利潤中分配的股息將按5%繳納預

扣稅。

7 股息
本公司權益股東年內應佔應付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已宣派及派付的股息 53,040  －

於結算日後擬派的股息每股人民幣11分 132,000  －

 185,040  －

年內已宣派及派付的股息指本公司上市前所宣派的股息。並無就該等股息呈列每股股息率，此乃由於該股息率不能作

為未來將宣派的股息率的指標。

結算日後擬派的股息於結算日尚未確認為負債。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年內本公司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302,994,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54,132,000

元），以及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股數981,370,000股（二零零八年：900,000,000股）而計算。截至二零零八年及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股數乃以假設900,000,000股股份在各個期間全部時間

已予發行為基準，並假設重組已生效而898,000,000股股份在依法設立後已經實現資本化。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股  千股

依法成立後的資本化 900,000  900,000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根據配售及公開發售發行股份的影響 81,370  －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981,370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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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續）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302,994,000 

元，以及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982,066,000股而計算，其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二零零九年
 千股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981,370

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視作以零代價方式發行股份的影響 696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982,066

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潛在攤薄股份，故並無披露年內的每股攤薄盈利。

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406,603  249,732

應收票據 －  1,560

 406,603  251,292

預付供應商款項 38,264  98,811

預付廣告開支及裝修津貼 4,006  4,083

應退增值稅 －  3,408

其他存款、預付款項及應收款項 9,506  26,154

 458,379  383,748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373,992  210,956

三個月至六個月 32,076  28,916

六個月至一年 535  11,420

 406,603  251,292

預期所有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將於一年內收回。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90日至180日之信貸期。對所有要求賒賬達若干金額之客戶均會進行信貸評估，評估基準主要在於客
戶過往的到期付款情況及現時之付款能力，並考慮客戶各自之賬目資料與客戶經營地區的經濟環境。

於結算日，本集團並無錄得任何有關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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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133,612  51,146

應付票據 113,550  140,670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247,162  191,816

預收款項 26,816  23,350

應計薪金及工資 10,830  7,374

購買固定資產應付款項 6,871  6,861

遞延收入 －  300

應付退休福利供款 25,237  21,651

應付增值稅 15,245  －

其他應付及應計款項 27,274  8,067

 359,435  259,419

所有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預期於一年內結清。

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應付票據由已抵押銀行存款擔保。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218,414  137,818

三個月至六個月 21,372  50,330

六個月至一年 3,593  2,685

超過一年 3,783  983

 247,162  19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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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分析及討論

概覽
中國經濟於金融海嘯後展現強勁的復蘇動力，國家透過鼓勵內需推動經濟的政策收效顯著，使消費市場回復。利郎於此重要時

刻，把握機遇，以求在中國消費市場騰飛的環境下取得更大的發展。回顧年內，憑藉準確的市場定位、有效的宣傳策略、適度

的業務擴張，配以利郎優質的產品，集團的營業額增長37.4%至人民幣1,559.9百萬元，股東應佔利潤增長96.6%，達人民幣

303.0百萬元，超越上市時招股書的盈利預測。董事會建議派發全年股息每股人民幣11分，以答謝股東對利郎的支持。

集團以設計、採購、生產及銷售優質男士商務和休閑服裝為主，憑藉獨特的定位及出色的設計，近年迅速發展，以「簡約不簡

單」的口號，確立在中國主流男裝市場的領導地位。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本集團更成功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募集了人民幣953百萬元，同時標誌著集團邁向國際的新里程。上市成功為集團帶來日後發展所需資金，大

幅提高集團及旗下品牌的知名度，為業務長遠發展奠下重要基石。

回顧年內，本集團成功把握男裝主流市場的迅速增長，重點在二三線市場擴展銷售網絡及推廣利郎的品牌，並取得驕人成績。

集團分銷網絡於期內分店亦有所增加，達到約二千六百間，符合上市時定下之目標。集團在產品發展方面亦不斷創新。於第四

季度，集團推出以總設計師計文波先生命名的高級商務休閑裝系列，以更高質素的產品，繼續將利郎的品味及信念傳遞至消費

者，贏取口碑。同時，集團亦積極為推出「L2」品牌籌備，以二十到三十歲的商務年青人為目標客戶，務求擴闊客戶群並令產品

組合更多元化更成熟。為了更清晰地劃分市場，集團聘請了影星吳彥祖先生擔任「L2」品牌代言人，而跟集團合作無間的代言人

陳道明先生，則繼續擔任主品牌「利郎」的代言人，實現利郎品牌多元化、拓闊客戶層面的重要一步，並帶動品牌知名度進一步

攀升。

我們十分榮幸，集團在品牌發展方面的努力，獲得各界的高度認可。二零零九年，集團獲得多個獎項，包括「二零零七至二零

零八年度中國服務品牌年度大獎策劃大獎」、「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最具流行魅力男裝品牌」、「中國服裝品牌年度大獎價值

大獎」、「色彩中國二零零九年度色彩應用大獎」及「二零零九亞洲服裝最具影響力十大馳名品牌」。集團非常重視每個獎項，並

感謝各評審對利郎的理念及質素的支持與肯定。

展望未來，為保持集團作為中國領先男裝品牌之一的地位，我們將充分利用我們的品牌知名度，增強競爭力並實現可持續銷售

增長。我們將擴大及多元化我們的產品供應，以適當的市場推廣及宣傳策略以推廣利郎及「L2」品牌。我們亦會進一步鞏固和拓

展我們的分銷網絡，並擴大我們的零售業務覆蓋範圍，提高營運和生產管理能力，並進一步加強我們的產品設計和開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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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及消費者的視野和品味不斷提升，我們相信利郎是少數走在最前的男士服裝領導者，不斷蛻變和突破的精

神，將帶領我們在這場消費革命中勝出。利郎「簡約而不簡單」的概念正好符合更著重質素的消費趨勢。利郎將緊守「世界無

界，心容則容」的理念，為消費者提供更有品味，質素更佳的產品。

市場回顧
二零零九年，金融危機繼續困擾全球各國，猶幸中國政府適時推出並落實應對的宏現經濟政策，穩住經濟增長回暖。雖然面對

歐美經濟不振、出口萎縮的局面，中國的零售業和自主品牌的發展呈現了更有利的發展空間。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初步測算，二零零九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約人民幣33.5萬億元，較二零零八年增長約8.7%，各項經濟指標

亦穩定回升。二零零九年中國消費信心隨著穩步上揚的經濟環境而逐漸改善，消費品零售總額人民幣12.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

15.5%。其中服裝鞋帽、針紡織品類佔人民幣4,622億元，比上年度增加18.8%，足見服裝市場的強勁復甦能力。

中國經濟增長保持動力和中國可支配收入增長，為中國男裝行業提供良好的基調，為品牌知名度較高、銷售網絡全面的男裝品

牌提供良好的機遇。

業務回顧
回顧年內，集團捕捉市場的發展空間，發揮集團在品牌、設計及銷售網絡等多方面的優勢，並獲得良好的成績。集團的營業

額主要來自向分銷商批發銷售產品，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1,559.9百萬元，較上

年同期增長37.4%，毛利約人民幣551.2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個百分點，營業額顯著上升一方面是由於銷售量增加，另

方面則受惠於平均售價上漲。服裝及配飾的批發件數於同期分別由零八年的7,712,000件及475,000件，大幅躍升至零九年的

9,417,000件及655,000件；衣裝及飾物之平均批發價則分別上漲12%及19%至人民幣159元及人民幣100元，直接帶動毛利率

上升至35.3%。股東應佔淨利潤為人民幣303.0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96.6%。

前景
隨著經濟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持續上升的可支配收入及日漸富裕的中國城市消費者的消費模式轉變，未來國內對

男裝的需求將會更為殷切。本集團作為中國領先的男裝品牌，對發展前景亦非常樂觀。

「簡約而不簡單」的設計理念以及獨特的市場定位，為集團提供了發展不同系列產品的契機。未來，集團除了計劃繼續改善和擴

充現有的產品系列，令產品組合更多元化外，亦會致力擴闊客戶群，並且爭取更大的市場佔有率。為配合這個發展目標，本集

團正積極部署推出副品牌─「L2」。

「L2」是一個以20至30歲的年青客戶群為目標的品牌，由意大利設計師Mr. Michelangelo Bombino率領之本集團新成立的獨立設

計團隊負責。為更明確區分品牌定位，本集團亦特別聘請了影星吳彥祖先生擔任「L2」品牌代言人。本集團正計劃於二零一零年

四月份正式展示全新的「L2」產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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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散利郎品牌項下之產品、拓闊客戶層面，本集團未來亦會繼續物色發展其他的品牌的機會，以充實集團的增長基礎。

同時，集團亦會進一步鞏固和拓展分銷網路，擴大零售業務覆蓋範圍。集團計劃於未來三年每年增加約300－400間分店，並

陸續進軍一、二線城市，增加於一、二線城市的據點，加強品牌形象。

集團亦致力提高營運和生產管理能力，正透過提升資訊系統，使生產與供應鏈管理系統直接聯繫，讓集團能更有效地作出生產

和物流規劃。

作為中國領先的男裝品牌之一，集團擬繼續充分利用品牌知名度及增強競爭力以捕捉市場增長所帶來的龐大機遇，同時爭取更

佳表現，以回饋股東、員工及客戶等各方的支持。

財務回顧
按區域劃分營業額
下表按區域劃分財政年度的營業額。

 按地區劃分的營業額及營業額相應百分比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區域 （人民幣百萬元）  佔營業額的%  （人民幣百萬元）  佔營業額的%

中國北部(1) 77.9  5.0  80.5  7.1 

中國東北部(2) 129.2  8.3  114.2  10.0 

中國東部(3) 589.9  37.8  417.6  36.8 

中國中南部(4) 378.4  24.3  254.9  22.4 

中國西南部(5) 247.1  15.8  181.2  16.0 

中國西北部(6) 137.4  8.8  87.3  7.7 

總數 1,559.9  100.0  1,135.7  100.0 

(1) 中國北部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天津和內蒙古。
(2) 中國東北部包括黑龍江、吉林及遼寧。
(3) 中國東部包括江蘇、浙江、上海、安徽、福建、山東和江西。
(4) 中國中南部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及海南。
(5) 中國西南部包括重慶、四川、貴州、雲南和西藏。
(6) 中國西北部包括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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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產品劃分營業額
下表按產品類別劃分財政年度的營業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幅

 （人民幣百萬元）  佔營業額的%  （人民幣百萬元）  佔營業額的%  %

褲類 243.3  15.6  232.8  20.5  4.5

服裝 1,251.0  80.2  863.1  76.0  44.9

配飾 65.6  4.2  39.8  3.5  64.8

 1,559.9  100.0  1,135.7  100.0  27.0

於財政年度內，本集團提高批發及零售的平均售價，並拓展分銷網絡，加上中國二零零九年冬季早至，因此營業額比二零零八

年增加37.4%。利郎門店數目及總銷售樓面面積均見增加，本集團已開發出範圍寬廣的產品線，滿足中國各類市場的需要。

按生產劃分銷售成本
下表按生產劃分財政年度本集團銷售成本，以及各銷售成本佔財政年度總銷售成本的百分比：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佔銷售    佔銷售  變幅

 （人民幣百萬元）  成本的%  （人民幣百萬元）  成本的%  %

自行生產

 原材料 425.2  42.2  369.3  46.6  15.1

 直接工資 41.8  4.1  52.0  6.6  (19.6 )

 間接開支 25.9  2.6  24.9  3.2  4.0

 492.9  48.9  446.2  56.4  10.5

分包安排

 分包費用 35.6  3.5  13.6  1.7  161.8

 528.5  52.4  459.8  58.1  14.9

外包生產

 外包生產採購 480.2  47.6  331.8  41.9  44.7

合計 1,008.7  100.0  791.6  100.0  27.4

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掛牌，是次全球發售所得的款項淨額約1,081,300,000港元（扣除

包銷佣金及相關費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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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百萬港元）

   所得款項淨額  已運用（百萬港元）  剩餘款項（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百份比  （百萬港元）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擴大在上海的產品開發工作室及發展廈門的設施 15%  162.2  0.3  161.9

發展副品牌（L2） 15%  162.2  4.4  157.8

承租及翻新旗艦店供分銷商經營用 15%  162.2  –  162.2

推廣及品牌塑造活動 20%  216.3  –  216.3

擴張在晉江五里工業園的生產廠房 5%  54.1  –  54.1

建立企業資源規劃系統，開發資訊技術網絡及取得必要       

 的咨詢服務及系統軟件 10%  108.1  –  108.1

償還本集團部分銀行貸款 10%  108.1  108.1  –

營運資金及公司其他一般用途 10%  108.1  –  108.1

 100%  1,081.3  112.8  968.5

董事有意按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之招股章程所載方式使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

毛利率
二零零九年本集團的毛利率為35.3%，較二零零八年的30.3%高出5個百分點。上升主要原因為本集團產品的每件平均單價受

惠於我們品牌形象的提升，及加強對分銷商的支援和服務令我們出廠價格上調而得以提高。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中國男

裝產品的需求增加，以及對品牌的渴求日益強烈，均對本集團平均建議零售價的提升產生重大作用。

其他收益
本財政年度的其他收益主要為政府補助人民幣4,7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4,500,000元）。

經營開支比率
本財政年度廣告及宣傳開支佔營業額的比率減少2.2個百分點，原因為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管理層採取較審慎的媒體廣告策略，

而會為二零一零年預留較多預算開支。研發成本對銷售成本的比率維持平穩，反映本集團為確保研發能力及質量控制而持久付

出的努力。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自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1,600,000元下降至二零零九年人民幣6,400,000元的主要原因為利息開支減少，而此乃由於銀

行貸款較二零零八年顯著削減所致（二零零九年：人民幣1,0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40,000,000元）。

實際稅率
主要由於本集團其中一間附屬公司利郎（中國）有限公司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須按1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令實際

稅率由二零零八年的3.4%增至二零零九年的8.8%，其於二零零八年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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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利率
純利率增加5.8個百分點（二零零九年：19.4%；二零零八年：13.6%），與毛利率增升的情況一致。

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財政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11分，折合總派息人民幣132,000,000元，即相對本年度權益股東應佔

利潤的派息比率約45%。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收取本年度擬派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星期一）至二零一零年五月六日（星期四）（首尾

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擬派末期股息，股東須最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五）下

午四時三十分，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以辦理有關過戶手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為人民幣844,100,000元（存放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定期

存款總數為人民幣308,100,000元於綜合現金流量表被視為投資活動），比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總現金結餘人民幣

53,600,000元增加了人民幣790,500,000元。然而，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

及定期存款）顯著增加至人民幣1,186,2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95,800,000元）。主要原因為：

•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額人民幣387,000,000元，此升幅代表著營運資金管理的改善以及傑出的經營業績。

• 融資活動現金流入額人民幣735,700,000元，主要為首次公開招股期間發行股份所得的現金人民幣952,800,000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資產達人民幣2,014,400,000元，其中流動資產佔人民幣1,791,900,000元。總負債達

人民幣372,300,000元，而股東資金則為人民幣1,642,100,000元。未償還銀行貸款僅得人民幣1,000,000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額人民幣34,1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42,200,000元）的銀行存款已被抵押，用作擔保

應付票據。已抵押銀行存款將於清償相關應付票據後獲解除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財務管理政策
本集團繼續審慎監控財務風險，並積極採納國際認可的公司管理準則以保障股東的權益。由於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是港元，而本

公司的財務報表因匯報和編製綜合賬目時需要換算為人民幣，故此，因換算而產生的匯兌差額直接於權益中之獨立儲備項目內

確認。由於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進行業務交易，本集團於營運上的匯率風險輕微。因此，並無採用金融工具對沖有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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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贖回，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

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彼等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向董事會

提交意見。

審核委員會已認可了本集團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了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關連交易及內部監控系統。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內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條文。

刊發年報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第十六規定載有本公司詳細業績及其他資料之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年報將於稍後寄發予股東並在聯交所的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之網站www.lilanz.com發佈。本公告亦可在上述網站查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冬星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
王冬星先生（主席）
王良星先生

王聰星先生

蔡榮華先生

胡誠初先生

王如平先生

潘榮彬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呂鴻德博士

陳天堆先生

聶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