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思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161）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經審核財務業績
奧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賬目」）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13,888 357,553

銷售存貨成本 (99,048) (93,449)

毛利 314,840 264,104

其他收入 2 2,646 1,994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23,763 1,300

員工成本 (132,367) (102,218)

折舊 (16,665) (15,425)

其他經營開支 (174,281) (146,178)

經營溢利 3 17,936 3,577

稅項 4 (4,653) (1,678)

除稅後溢利 13,283 1,899

少數股東權益 (521) (205)

股東應佔溢利 12,762 1,694

股息 5 22,237 3,422

每股盈利
基本 6 3.7港仙 0.5港仙

攤薄 6 不適用 不適用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264 1,922
固定資產 118,863 78,669
租金按金 13,063 12,121
其他投資 － 452
遞延稅項資產 2,753 4,266

135,943 97,430------------ ------------
流動資產
存貨 35,150 31,057
買賣投資 65 6,772
應收賬款 7 31,751 25,172
預付款項 15,676 11,932
其他按金及應收款 4,950 6,273
可退回稅項 182 2,326
銀行結餘及現金 85,680 79,018

173,454 162,550------------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8 11,330 6,583
應計項目及其他應付款 46,741 28,306
預收款項 72,345 44,885
長期銀行貸款－流動部分 1,950 1,950
應付稅項 1,496 3,639

133,862 85,363------------ ------------

流動資產淨值 39,592 77,187------------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5,535 174,617

資金來源：

股本 34,212 34,212

儲備 123,190 122,672

股東權益 157,402 156,884

少數股東權益 209 (193)

非流動負債
退休金責任 620 620
長期銀行貸款－非流動部分 14,787 16,737
遞延稅項負債 2,517 569

175,535 174,617

賬目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本賬目乃遵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準則。除投資物業及買賣投資乃按公平價值列
賬外，本賬目乃根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統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自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投資物業」。

以往年度，以尚餘租期超過二十年之投資物業由獨立估值師每年估值。估值按有關物業之公開市值基準進行，而並無計入其他
土地及樓宇價值。估值會載入賬目：估值增值乃記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而估值減值則首先對銷較早前按組合基準進行估值之
增值，餘額於經營溢利中扣除；而任何其後之增值乃記入經營溢利，但以過往扣除之款額為限。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之公平價值模式，本集團已選擇將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於所產生之年度在賬目確認。由於採納此
項會計準則，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經營溢利已計入本集團應佔投資物業公平價值增加之收益約 23,800,000港元。

採納新會計準則之影響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之過渡條文，分別對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之投資物業重估儲備及保留溢利
之期初結餘作出調整約 6,400,000港元。比較資料並無作出重列。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

本集團並無就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賬目提早採用其他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就該等新增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進行評估，並認為對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及財政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護膚品零售、提供美容院、水療及其他有關服務。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主要申報形式－業務分類

零售 服務 對銷 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予外界客戶 284,808 254,664 129,080 102,889 －－－－－ － 413,888 357,553
分類間銷售 15,088 7,110 －－－－－ － (15,088) (7,110) －－－－－ －

合計 299,896 261,774 129,080 102,889 (15,088) (7,110) 413,888 357,553

分類業績 15,394 19,205 13,990 12,307 －－－－－ － 29,384 31,512

其他收入 2,646 1,994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23,763 1,300
未分攤之公司開支 (37,857) (31,229)

經營溢利 17,936 3,577
稅項 (4,653) (1,678)

除稅後溢利 13,283 1,899
少數股東權益 (521) (205)

股東應佔溢利 12,762 1,694

次要申報形式－地區分類

營業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及澳門 227,267 210,433
中國 111,388 75,869
台灣 67,353 68,915
新加坡 7,880 2,336

413,888 357,553

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於計入及扣除下列項目後列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計入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 566
贖回其他投資之收益 34 －
出售買賣投資之收益／（虧損） 580 (47)

已扣除

無形資產攤銷 1,325 1,169
核數師酬金 1,286 933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租金 42,990 40,033
買賣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 70
兌換虧損淨額 315 466
長期銀行貸款之利息開支 597 140

4. 稅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107 1,550
　海外稅項 490 1,13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421) (63)
有關暫時差異產生及撥回之遞延稅項 3,477 (940)

4,653 1,678

香港利得稅已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經抵銷往年結轉之稅務虧損後以稅率 17.5%（二零零四年： 17.5%）撥備。海外溢利之稅
項乃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國家／地方適用之稅率計算。

5. 股息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支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港仙
（二零零四年： 0.5港仙） 3,421 1,711

已支付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 2.5港仙（二零零四年：無） 8,553 －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三日議派之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 3.0港仙（二零零四年： 0.5港仙） 10,263 1,711

22,237 3,422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約12,76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694,000港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42,116,000股
（二零零四年： 333,845,271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於本年度之每股平均公平價值，而潛在普通股並無任何攤薄影響，故此，
並無計算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7. 應收賬款
賬齡分析之詳情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 30天 27,349 22,277
31天至 60天 2,564 1,205
61天至 90天 527 1,610
90天以上 1,311 80

31,751 25,172

信貸期通常為 30天至 90天。

8. 應付賬款
賬齡分析之詳情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 30天 11,330 6,583

業務回顧
本年度，我們明顯看見兩個截然不同的發展策略，一是發展新興的中國市場之策略，另一是發展其它較成熟、歷史較悠久的
亞洲市場，如香港及台灣之策略。中國市場繼續展示其龐大的發展潛力，集團亦積極於中國展開宣傳活動及擴展業務。集團
在中國營商必須經歷學習的階段，然而其穩健的策略令整個過程進展順利，亦為集團未來的盈利增長奠下良好基礎。至於香
港方面，儘管同期急升的租金抵銷了個人消費之增長，持續改善的市場氣氛為集團之業務締造有利環境。集團年內透過在新
加坡及澳門開設新店，展示其銳意鞏固亞洲業務之決心。

~H2O+零售業務
中國：持續擴展以滿足市場需求
於回顧期內，集團於中國之業務獲得理想成績，並按預訂目標擴展零售業務，其品牌知名度及消費者需求在年內急升。集團
於早年已經認定中國為一個值得拓展的重要市場，並持續投放資源，儘管時有挑戰，現在已開始獲得回報。舉例說，年內集
團在中國之營業額上升超過 45%，部份是受惠於不斷擴大之零售網絡。集團零售點的數目由二零零五年三月的 90個，增加至
現時的 100個（包括 55個自營及 45個特許經營店），並有超過 10個零售點將陸續開幕。由於拓展新市場及有關宣傳需要相當成本，
來自中國業務的盈利仍未是十分顯著，但當有關業務達到最佳水平時，我們期望中國業務將成為集團的主要盈利來源。

總括來說，縱使集團以少於四年的時間在中國開設零售點，但現已成功推廣及建立起一個甚受歡迎的國際品牌，並打造了一
個廣闊的銷售網絡，零售點遍及中國主要大城市。而其中一個成功的原因為集團在開設中國零售點前曾進行深入的研究，並
仔細挑選店舖位置及特許經營者，為 ~H2O+產品於中國建立一穩固、可靠及具策略位置的銷售網絡起著正面作用。

香港：調整成功模式
集團的香港零售業務受惠於區內樂觀的經濟環境，年內銷售穩定，集團將注意力集中在優化其銷售網絡，務求在這成熟市場
取得最大回報。一些表現未如理想的零售點，將結束營業或被搬遷到顧客流量較佳或租金成本較低的地區。

在二零零五年十月，集團推出了一個嶄新的顧客關係管理計劃，務求進一步提升來自香港高消費顧客的回報。計劃包括向顧
客提供不同的優惠，藉此刺激尤其是專尚會員的消費。集團相信此計劃將深受市場歡迎。

亞洲其它地區：零售業務平穩及按預期地增長
儘管中國為集團未來的主要增長動力，然而集團仍於其他亞洲市場積極維持相當的業務基礎。年內，集團於澳門、台灣及新
加坡的業務持續穩步發展。受惠於博彩及消閒業之蓬勃發展，澳門的經濟發展迅速。為滿足不斷上升的需求，集團在澳門開
設其第二間分店。新店位於澳門其中一個最新地標－漁人碼頭，此為一個核心旅遊區，亦為澳門第一個主題公園。至於台灣
方面，業務表現平穩，集團將繼續專注為客戶提供可靠產品及卓越的服務。在新加坡市場，集團開設了第四間 ~H2O+的零售
店以進一步擴大其市場份額。

水療美顏中心及美容業務
正增長之盈利貢獻者
集團最初發展水療美顏中心及美容業務旨在使其業務更多元化，現時此項業務已成為集團營業額之主要來源，並於回顧期內
佔總營業額超過 30%。同樣地，這項業務亦是集團的重要盈利來源，預期其貢獻在未來將會進一步上升。

多元化以擴闊客戶基礎
集團深切體會到水療美顏中心及美容業務的價值，並於過去一年嘗試以新方式擴展該業務。現時水之屋美容中心之服務主要
針對高檔次的客戶群，而水磨坊美容中心則服務大眾市場。兩者於過去一年也有平穩的發展，而期內集團也擴充其位於九龍
灣之水磨坊美容中心。為滿足處於水之屋美容中心及水磨坊美容中心之間的客戶群，集團在二零零五年中推出一嶄新業務概
念－水纖屋美容中心。水纖屋美容中心現於荃灣、沙田及旺角設有分店，並與水磨坊美容中心設於同一大廈內，以減低開業
成本及有效分享資源。儘管水纖屋美容中心只開業了很短的時間，但已成功達至現金流收支平衡，並為未來發展奠下良好根
基。隨著水纖屋之開業補足了現時水之屋及水磨坊之市場空隙，集團已成功地進駐高價、中價及大眾化的美容市場。

奧思國際美容專業學院
未來專才之源
奧思國際美容專業學院是另一個今年才開展的計劃。如中期報告中所述，奧思國際美容專業學院旨在令集團的業務更多元化，
並協助培訓優秀專才以滿足集團獨特的需要。首批學員已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入學，並已展開為期一年之專業課程。由於美容
學院為一項具效益的項目，不需要投入龐大資金，故已成功達致現金流收支平衡。

展望
中國具多項增長點
集團正在中國申請其零售牌照，此牌照能讓集團在中國開設獨資的零售點，以減少目前須依賴與中國零售連鎖店及特許經營
商合作的情況。另外，集團亦正與不同的中國夥伴商討在內地開設水療美顏中心。這為一項長期業務策略，即使商討完成後，
仍需要一段較長時間計劃及興建有關的水療設施。然而，集團有見現時各中國城市環境富裕，深信這業務之前景將非常秀麗。

鑑於對中國市場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集團將在國內增聘員工，尤其是專注強化市場推廣及特許經營權管理部。除增聘人手
外，集團亦會顯著投放更多資源於中國作市場推廣，有關宣傳費用將較二零零四／二零零五年度增加超過 40%。集團預期中
國業務將可取得理想成績，以顯示其所作之投資是值得的。

進一步落實產品多元化
如中期報告所述，集團已與美國的 H2O Plus, L.P.洽商在亞洲推出第二條 ~H2O+產品線。有關發展正穩步向前邁進，而目前一
系列新產品已到最後測試階段，並預期在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將可推出市場。新產品將於美國製造，合共二十多種，零售價格
平均為現時 ~H2O+產品價格的三份之一至一半。集團預期新價格水平將會吸引一群關注價格及喜愛美國高質素產品的顧客之
垂青。

除推出第二條產品線外，長遠而言，集團亦計劃進一步令產品及服務的種類更多元化，旨在發展多個相互獨立的收入來源，
從而減少集團在財務表現上對個別市場的依賴。至於產品方面，集團將於二零零六年推出更多由日本進口的新健康食品，以
及增加廣為市場歡迎的自家研發產品。如中期報告所述，集團亦正在商討代理另一嶄新護膚品品牌，目前進展順利，並期望
於二零零五／二零零六年度上半年可落實有關此項新發展的詳情。

另一方面，集團正繼續尋求發展私人健康美容服務的商機。兩年前，集團與物業發展商長江合作在其一個高級住宅項目內開
設美容中心。此業務模式相當成功，近期集團更與另一著名物業發展商商討合作發展同類型業務，物業發展商將提供所需的
場地及基礎建設，而集團則負責營運有關項目。這業務模式已證實為相當成功，並享有理想的利潤率。憑藉集團在行內的專
業經驗及穩健的商業模式，相信這一項合作將可成為集團未來一個新的增長動力。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繼續保持穩健。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合共約 85,700,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 79,000,000港元）。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資源以敷營運所需。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一筆約 16,700,000港元之銀行貸款（二零零四年： 18,700,000港元），並以一項投資物業作
為該銀行貸款之抵押品。

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貸款除以股東權益約 157,4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156,900,000港元）之百分比）約為 11%（二零零四年：
12%）。

於本年度，本集團繼續採用審慎之現金管理政策，並已訂立外㶅遠期合約以減低外㶅風險。

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議派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3.0港仙。股息將支付予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營業時間結束時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取得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六年
三月十五日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登記及過戶處香港分處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之證券登記服務處，該地址為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有關股息單將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寄發予股東。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了 1,030名員工（二零零四年： 840名）。僱員薪金處於具競爭力之水平，而獎金則酌
情發放。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公積金、保險及醫療保險、教育津貼及培訓計劃。若干董事及僱員已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獲
授以認購最多合共約 26,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購股權之行使價介乎 0.42港元至 1.67港元。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該等賬目，並與獨立核數師討論審計、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
事宜。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一直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別查詢後，所
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內完全遵守標準守則。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除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須遵照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條文而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故此
並非以特定任期委任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最佳應
用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之新守則（「新守則」）將適用於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本公司將採取適當行動以遵守
新守則之規定。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詳細業績公佈
本公司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5(1)至第 45(3)段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詳細業績公佈將於
適當時候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hkex.com.hk)上發放。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余麗絲

香港，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余麗絲、譚次生、余麗珠、余金水及黎燕屏。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龍德太平紳士、
黃鎮南及黃志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