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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719,870 682,566
銷售成本 (576,048) (532,200)

毛利 143,822 150,366
其他收入 6,745 8,400
銷售及分銷開支 (32,548) (29,915)
一般及行政開支 (92,334) (87,809)
撥備及減值虧損 4 (21,951) –
其他開支 5 (9,219) –
財務費用 (103) (231)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5,588) 40,811
所得稅開支 7 (5,035) (7,458)

期內（虧損）溢利 (10,623) 33,353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10,457) 36,134
少數股東權益 (166) (2,781)

(10,623) 33,353

已付股息 8 – 32,289

中期股息 8 – 16,128

每股（虧損）盈利 9
基本 (1.0仙) 3.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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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63,816 171,627
預付租賃款項 1,909 1,965
預付租金款項 5,453 6,11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遞延稅項資產 3,690 4,030

174,868 183,735

流動資產

存貨 230,300 230,210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1 192,121 189,381
應收票據 12 22,162 16,255
預付租賃款項 112 112
銀行結餘及現金 200,110 211,659

644,805 647,61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3 150,108 133,769
稅項 91,436 102,567
銀行借貸及其他負債
－一年內到期 14 4,277 5,018

財務租約承擔
－一年內到期 121 165

245,942 241,519

流動資產淨值 398,863 406,09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73,731 58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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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及其他負債
－一年後到期 14 – 23

財務租約承擔
－一年後到期 192 262

退休福利承擔 5,646 5,762
遞延稅項負債 4,267 6,933

10,105 12,980

563,626 576,85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107,519 107,519
儲備 438,076 450,899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 545,595 558,418
少數權東權益 18,031 18,435

563,626 576,853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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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資本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股東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107,630 1,499 122 7,139 10,801 419,079 546,270 22,384 568,654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已於權益中直接確認） – – – – (101) – (101) 577 476

期內溢利 – – – – – 36,134 36,134 (2,781) 33,353

期內已確認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 (101) 36,134 36,033 (2,204) 33,829

購回股份 (111) – 111 – – (950) (950) – (950)
已付一家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股息 – – – – – – – (675) (675)
已付股息 – – – – – (32,289) (32,289) – (32,289)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07,519 1,499 233 7,139 10,700 421,974 549,064 19,505 568,569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已於權益中直接確認） – – – – 3,650 – 3,650 776 4,426

期內溢利 – – – – – 21,832 21,832 (1,846) 19,986

期內已確認收入總額 – – – – 3,650 21,832 25,482 (1,070) 24,412

已付股息 – – – – – (16,128) (16,128) – (16,128)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經審核） 107,519 1,499 233 7,139 14,350 427,678 558,418 18,435 576,853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已於權益中直接確認） – – – – (2,366) – (2,366) (238) (2,604 )

期內虧損 – – – – – (10,457) (10,457) (166) (10,623)

期內已確認開支總額 – – – – (2,366) (10,457) (12,823) (404) (13,227)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07,519 1,499 233 7,139 11,984 417,221 545,595 18,031 563,626

附註： 特別儲備指本公司因一九九一年集團重組發行之股本以換取本集團現時屬下各公司之股本，取其兩者

面值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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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產生（耗用）之現金淨額 169 (1,736)

投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6,757) (10,75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46 3

(6,611) (10,748)

融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償還借貸 (8,342) (8,739)
已付財務租約之費用 (114) (267)
新造借貸 7,578 9,995
已付股息 – (32,289)
購回股份之款項 – (950)
已付一家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股息 – (675)

(878) (32,92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減少淨額 (7,320) (45,409)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11,659 256,435

匯率變動之影響 (4,229) (1,935)

期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表示 200,110 20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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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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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乃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符。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以下多項新訂準則、修訂及詮
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開始之本
集團會計年度生效。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現時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本集團業績
及財務狀況概無構成重大影響。因此，概無確認任何前期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重新分類金融資產
第7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2 特許服務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3 客戶忠誠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4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對界定

利益資產之限制、最低資金規
定及其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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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已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已修訂） 借貸成本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已修訂） 綜合及個別財務報告 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訂本） 可贖回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
責任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已修訂） 業務合併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5 興建房產協議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6 海外業務淨投資對沖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7 向所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8 從客戶轉讓資產 5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於二零零

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除外）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之轉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此等新訂及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
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8

3. 分類資料
就管理報告目的而言，本集團之業務現分為生產業務及品牌業務。該等業務之分類資
料如下：

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生產業務 品牌業務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709,130 10,740 – 719,870
集團內部銷售（附註1） 3,561 – (3,561) –

銷售總額 712,691 10,740 (3,561) 719,870

業績
分類業績（附註2） 36,206 (27,144) – 9,062

未分配企業開支（附註3） (16,325)
利息收入 1,778
財務費用 (103)

除稅前虧損 (5,588)
所得稅開支 (5,035)

期內虧損 (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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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生產業務 品牌業務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673,183 9,383 – 682,566
集團內部銷售（附註1） 3,913 – (3,913) –

銷售總額 677,096 9,383 (3,913) 682,566

業績
分類業績 48,891 (3,716) – 45,175

未分配企業開支 (8,362)
利息收入 4,229
財務費用 (231)

除稅前溢利 40,811
所得稅開支 (7,458)

期內溢利 33,353

附註：

1. 集團內部銷售乃按現行市場之價格釐定。

2. 品牌業務之分類業績已計入撥備及減值虧損約21,951,000港元。有關詳情載於附註4。

3. 有關金額包括專業費用及其他開支約9,219,000港元。有關詳情載於附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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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生產業務主要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泰國。品牌業務則主要集中
於香港及中國。

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分析（不論商品來源）之收入表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按地區市場之收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利堅合眾國及加拿大 496,718 432,610
歐洲 166,197 183,910
澳洲及新西蘭 22,294 38,915
亞洲（不包括香港） 27,590 21,170
香港 7,071 5,664
南非 – 297

719,870 682,566

4. 撥備及減值虧損

於決定結束品牌業務後，期內已確認撥備及減值虧損21,951,000港元。撥備及減值虧
損之性質如下：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就存貨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16,109
結束成本撥備 5,240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602

2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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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開支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Top Form (B.V.I.) Limited已簽
訂一項有條件股份收購協議（「股份收購協議」），以向Ace Style International Limited
收購益德內衣有限公司、益康企業有限公司、他維士托（香港）有限公司及Carina
Apparel Inc.（「賣方」）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賣方、本公司與該附屬公司已簽訂一項協議以終止股
份收購協議，並於當日起生效。

因此，有關該項終止收購之專業費用及其他開支9,219,000港元已計入期內之收益表
中。

6. 除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2,055 16,238
攤銷預付租賃款項 56 56
紡織品配額成本 2,178 5,87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26 175

及經計入：

配額收入 2,127 2,001
利息收入 1,778 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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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4,611 4,430
其他司法權區 2,776 4,485

7,387 8,91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26) 6,409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 – (585)

(26) 5,824

遞延稅項：
本期間抵免 (2,326) (7,281)

5,035 7,458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率之最佳估計予以
確認。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所採用之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16.5%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7.5%）。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對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
二零零一╱零二至二零零六╱零七課稅年度進行稅務審查。稅務局已要求本集團若
干附屬公司提交資料及文件作稅務審查之用。由於稅務審查仍處於資料搜集階段，其
範圍及結果於現階段不能確定，故現階段毋須就香港利得稅作出額外撥備。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率之最佳
估計予以確認。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所採用之估計平均年度稅
率為20%（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7%），乃根據有關司法權區之
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就一間附屬公司之未動用稅務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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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股息：

已付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
每股0.03港元，共1,076,298,125股股份 – 32,289

宣派股息：

中期股息（附註） – 16,128

附註：本公司董事並無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0.015港元，共

1,075,188,125股股份）。

9.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之普通股股本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本公司
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10,457) 36,134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1,075,188,125 1,076,079,158

由於兩期內均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在此列出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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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期內，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為6,75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10,751,000港元）。

11.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餘額中已計入貿易應收賬款164,5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154,872,000
港元）。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平均為30日。

於各結算日，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159,165 150,617
31－60日 3,676 3,261
61－90日 1,080 911
超過90日 579 83

164,500 154,872

12. 應收票據
餘額中已計入一筆賬齡在30日內之款項22,162,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14,156,000港元）及並無計入賬齡介乎31日至60日之款項（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2,099,000港元）。

13.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餘額中已計入貿易應付賬款65,934,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71,225,000
港元）。

於各結算日，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60,553 60,365
31－60日 4,244 7,603
61－90日 858 1,624
超過90日 279 1,633

65,934 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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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借貸及其他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信託收據及進口貸款 4,256 4,919
其他無抵押負債 21 122

4,277 5,041
減：一年內到期並列為流動負債之數額 (4,277) (5,018)

一年後到期之數額 – 23

15. 股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期／年初及期／年終 1,5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 1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期／年初 1,075,188,125 1,076,298,125 107,519 107,630

於期／年內購回股份 – (1,110,000) – (111)

期／年終 1,075,188,125 1,075,188,125 107,519 10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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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經營租約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於下列期間屆滿之不可撤銷土地及樓宇
經營租約之未付承擔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4,903 17,612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5,850 8,038
五年以上 3,274 3,848

24,027 29,498

磋商之租約介乎一至七年，於有關租約年期內之租金不變。

17. 關連人士交易
(a) 於期內，本集團向一家關連公司Van de Velde N.V.（「VdV」）出售製成品約

23,00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0,422,000港元）。

本公司董事Herman Van de Velde先生及Lucas A.M. Laureys先生為VdV之實益
擁有人，而VdV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本公司23.31%實際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VdV貿易賬款之結餘約1,720,000港元（於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917,000港元）已計入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內。

(b) 主要管理人員之賠償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6,104 7,96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8 24

6,122 7,986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由薪酬委員會決定，並參照個別員工之工作表現和
市場趨勢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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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除稅後虧損10,600,000港元，去年
同期則錄得溢利33,400,000港元。本期間的銷售收益較去年同期之682,600,000港元增加
5%至719,900,000港元。由於本集團結束品牌業務所帶來之減值撥備以及有關已終止收購
事項而產生之專業費用超過本集團之核心原廠製造業務應佔收入，因而錄得虧損。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五日就上述之虧損發出盈利警告。

期內，本集團之核心原廠製造業務銷售量達 24,400,000件胸圍產品，去年同期則為
25,100,000件。當中第一季之銷售量為12,300,000件（二零零八年：12,200,000件）胸圍產
品，而第二季為12,100,000件（二零零八年：12,900,000件）。於二零零八年財政年度第三季
及第四季之銷售量分別為11,200,000件及13,100,000件胸圍產品。

由於經濟衰退加劇及製造業環境不斷惡化，故此，本期間之毛利持續受壓。

為改善毛利，本集團會繼續重組旗下的生產設施。

期內，美國佔本集團總銷售量之65%，去年同期為59%，歐盟則佔23%（去年同期為27%），
而其他國家則佔12%（去年同期為14%）。

用於核對由中國向歐盟出口產品之出口許可證之聯合進口監察制度已於二零零八年年底
屆滿，並於屆滿後不再延續，而中國與美國簽訂之配額協議亦已於二零零八年年底屆滿。在
該年度，本集團之配額使用率沒有達到已妥協之最高水平，現時亦不存在任何配額安排。

期內，本集團之品牌業務收益為10,7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9,400,000港元，期內之貿
易虧損合共5,2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分別於深圳數家百貨公
司內經營20個銷售專櫃以及在成都一家百貨公司內經營一個銷售專櫃。另外，本集團在香
港經營一家Marguerite Lee店。

董事會及管理層一直密切關注品牌業務之發展前景，經考慮到目前零售市道的不景氣以及
有須要保留更多資源以應付全球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決定結束品牌業務。本集團計劃在本
財政年度內全面撤出此業務，並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出減值撥備22,00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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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本集團宣佈不會就旗下一家附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七
月二十六日訂立，並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日作出有關公佈之股份收購協議進行收購。本
公司與該附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與買方（定義見股份收購協議）簽訂一
項協議以終止股份收購協議，並於當日起生效。而就該項終止收購所產生之專業費用計入
收益表中。若該項收購能預期完成，有關費用則會在投資成本一項中入賬。

本集團的財政狀況維持穩健，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股東資金達545,600,000
港元。本集團可用之信貸融資為150,000,000港元，其中已運用了4,300,000港元。

本集團期內的資本開支為6,8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10,800,000港元。

董事會考慮到目前惡劣的經濟環境，並預期該惡劣情況會持續惡化，故此決定不派發中期
股息。去年派付之中期股息為每股0.015港元。

由於中央政府旨在協助各行業渡過今次的全球金融危機而推出了多項穩定經濟措施，包括
凍結最低工資及提高進料加工及紡織成衣製品出口稅退回，故此我們在國內的營運環境得
以穩定下來。期內，人民幣及泰銖兌美元之升幅放緩亦減輕了本集團的生產成本。

今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嚴重影響本集團之出口製造業務。市場一般預期該惡劣情況不但不
會於短期內好轉，反而會繼續惡化，本集團的訂單數量亦因此而受壓，一些客戶已要求推後
貨期及減少二零零九年的訂單數量。

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的業績受結束品牌業務及終止收購等決定所影響。然而，我們
深信上述決定對本集團在此艱難時期及長遠業務表現有正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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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各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本
公司須置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另行通知
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佔本公司

所持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身份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馮煒堯 實益擁有人及由配偶及 43,308,521 4.03%
信託持有之權益（附註1）

黃松滄 實益擁有人及由配偶及信託 195,272,118 18.16%
持有之權益（附註2）

Marvin Bienenfeld 實益擁有人 770,521 0.07%

周宇俊 實益擁有人 3,400,521 0.32%

梁綽然 實益擁有人 70,521 0.01%

梁英華 實益擁有人 400,000 0.04%

Lucas A.M. Laureys 由控制法團持有之權益 250,599,544 23.31%
（附註3）

Herman Van de Velde 由控制法團持有之權益 250,599,544 23.31%
（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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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2,126,521股由馮煒堯先生（「馮先生」）實益擁有，而216,000股則由馮先生之配偶持有。40,966,000股以

Fung On Holdings Limited（「Fung On」）或其代理人之名義登記。Fung On之股份由馮先生與其家族均

為合資格受益人之家族信託持有。

2. 18,580,521股由黃松滄先生（「黃先生」）或其代理人實益擁有，1,100,000股則由黃先生之配偶持有，而
175,591,597股則以High Union Holdings Inc.（單位信託之受託人）之名義登記。有關單位信託由黃先生
之家族成員為合資格受益人之家族信託持有。

3. 250,599,544股乃以Van de Velde N.V.之名義登記，而 Lucas A.M. Laureys先生及Herman Van de Velde
先生乃Van de Velde N.V.之實益擁有人。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黃先生以信託形式代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持有於本公司之附
屬公司之若干代理人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及其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之任何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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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置存之登記冊所記
錄，於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權益及淡倉之人士（董事除外）如下：

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佔本公司

所持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身份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Van de Velde N.V. 實益擁有人 250,599,544 23.31%

High Union 實益擁有人 175,591,597 16.33%
Holdings Inc.

V.F. Corporation 實益擁有人 106,000,000 9.86%

Dresdner VPV N.V. 投資經理（附註1） 80,227,000 7.46%
（「VPV」）

附註：

1. 該等股份以VPV名義登記。VPV乃Dresdner Bank Aktiengesellschaft間接全權擁有之附屬公司，而Dresdner

Bank Aktiengesellschaft之81.10%權益由Allianz SE間接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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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過之決議案而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計劃」），
主要目的為對董事、僱員或由董事會酌情決定之任何其他人士提供獎勵或回報，而計劃將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屆滿。根據計劃，本公司董事會可向任何僱員（包括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之行政人員或高級職員）及由董事會酌情決定之任何其他人士授出可認購本公
司股份之購股權。

在未得到本公司股東預先批准之情況下，根據計劃可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總數不得超
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之10%。在未得到本公司股東預先批准之情況下，於任何一年向
任何個別人士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之1%。倘向
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授出之購股權涉及股份數目超過本公司股本之0.1%及價值超
過5,000,000港元，則須預先得到本公司股東批准。

就每次獲授予購股權支付1港元後，獲授予之購股權須於授予日期起計十四日內接納。購股
權一般可於購股權授予日期第二周年起至授予日期第十周年止期間內隨時行使。在每次授
予購股權時，本公司董事會可酌情釐定指定之行使期。行使價乃由本公司董事釐定，惟不得
少於本公司股份於授予日期之收市價、股份於緊接授予日期前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市價及
股份面值（以較高者為準）。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概無任何購股權根據計劃授出，行使，註銷或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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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不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0.015港元）。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Marvin Bienenfeld先生、周宇俊先生、梁綽然小姐、梁英華先生及林宣
武先生（彼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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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
等事宜。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經由審核委
員會及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及第A.4.2條
守則第A.4.1條規定（其中包括）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委任，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非以指定任期委任。然而，彼等均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至少每三
年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一次。

守則第A.4.2條亦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按指定任期委任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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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三分之一在任董事（若董事人數並非三或
三之倍數，則以最接近三分一者為準）須告退，儘管公司細則有此規定，主席及集團董事總
經理在職期間毋須輪值告退或在釐定每年退任董事人數時計算在內。董事會認為，繼續維
持主席及集團董事總經理之領導角色，對本公司之穩定性尤其重要，並有利其發展，因此，
董事會認為，於現階段主席及集團董事總經理不應輪值告退或按指定年期出任。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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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根據向全體董事所作之特定垂詢，本公司認為董
事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可能管有本公司非公開價格敏感資料之僱員，亦須遵守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之指引。

僱員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11,505名僱員（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約
12,836名僱員）。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及僱員福利乃參照巿場情況及適當法定要求而釐定。此
外，本集團亦向僱員提供其他員工福利，例如醫療保險、強制性公積金及購股權計劃。

代表董事會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馮煒堯

香港，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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