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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1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645,260 534,626

銷售成本 (522,065) (437,440)
    

毛利 123,195 97,186

其他收入淨額 5,865 7,185
銷售及分銷開支 (12,585) (14,072)
一般及行政開支 (93,838) (91,916)
財務費用 (158) (102)
所佔合營公司溢利 2,437 4,971
其他開支 9 (3,141) –
    

除稅前溢利 4 21,775 3,252

所得稅開支 5 (2,480) (911)
    

期內溢利 19,295 2,341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9,834 1,701
非控股權益 (539) 640
    

期內溢利 19,295 2,341
    

每股盈利 7

基本 9.22港仙 0.79港仙
    

第8至22頁所載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組成部分。有關應付本公司擁有人之股息詳情

載於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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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期內溢利 19,295 2,341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香港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附屬公司 6,308 (4,725)

 — 合營公司 805 (681)

視作出售合營公司權益時解除之匯兌儲備 (25)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7,088 (5,40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6,383 (3,065)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6,795 (3,553)

非控股權益 (412) 48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6,383 (3,065)
   

第8至22頁所載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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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11,169 111,62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456 1,480
投資物業 8 87,584 84,180
遞延稅項資產 2,078 –
衍生金融工具 4,426 4,313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9 24,812 24,736
預付租金款項 784 936
    

232,309 227,267
    

流動資產

存貨 160,149 150,28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249,743 209,69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8 48
可退回本期稅項 500 1,10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4,351 133,300
    

514,791 494,43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1 147,736 139,300
融資租賃承擔 151 145
應付本期稅項 2,825 4,210
    

150,712 143,655
    

流動資產淨值 364,079 350,77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96,388 578,043
    



4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138 205

退休福利承擔 939 939

遞延稅項負債 23,780 20,999
    

    

24,857 22,143
    

資產淨值 571,531 555,90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107,519 107,519

儲備 454,544 438,5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62,063 546,020

非控股權益 9,468 9,880
    

權益總額 571,531 555,900
    

第8至22頁所載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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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贖回

儲備
特別儲備
（附註）

資產重估
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 107,519 1,499 233 7,139 72,499 767 368,062 557,718 11,115 568,833
            

換算香港境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5,254) – (5,254) (152) (5,406)
期內溢利 – – – – – – 1,701 1,701 640 2,34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5,254) 1,701 (3,553) 488 (3,065)
            

就上年度派付之股息 6 – – – – – – (10,752) (10,752) – (10,752)
就上年度向非控股權益
 宣派之股息 – – – – – – – – (600) (600)
            

– – – – – – (10,752) (10,752) (600) (11,352)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107,519 1,499 233 7,139 72,499 (4,487) 359,011 543,413 11,003 554,416
            

換算香港境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7,319 – 7,319 136 7,455
出售投資物業時重新
 分類之資產重估儲備 – – – – (15,250) – 15,250 – – –
出售投資物業時撥回之
 遞延稅項負債 – – – – 2,516 – – 2,516 – 2,516
重新計量長期服務金之撥備 – – – – – – (172) (172) – (172)
期內溢利 – – – – – – 3,696 3,696 (59) 3,63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2,734) 7,319 18,774 13,359 77 13,436
            

就本年度宣派及派付之股息 6 – – – – – – (10,752) (10,752) – (10,752)
就本年度向非控股權益宣派
 之股息 – – – – – – – – (1,200) (1,200)
            

– – – – – – (10,752) (10,752) (1,200) (1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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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贖回

儲備
特別儲備
（附註）

資產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 107,519 1,499 233 7,139 59,765 2,832 367,033 546,020 9,880 555,900
            

換算香港境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6,986 – 6,986 127 7,113
視作出售合營公司權益時
 解除之匯兌儲備 – – – – – (25) – (25) – (25)
期內溢利 – – – – – – 19,834 19,834 (539) 19,295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6,961 19,834 26,795 (412) 26,383
            

就上年度派付之特別股息 6 – – – – – – (10,752) (10,752) – (10,752)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7,519 1,499 233 7,139 59,765 9,793 376,115 562,063 9,468 57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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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值與本集團屬下各公司之股本總面值之差

額。

第8至22頁所載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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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經營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9,624) (3,459)
    

投資業務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9,145) (14,33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73 114
利息收入 307 350
    

投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8,665) (13,869)
    

融資業務

已付融資租賃租金之資本部分 (75) (64)
已付融資租賃租金之利息部分 (17) (27)
已付利息 (158) (75)
已付股息 6 (10,752) (10,752)
向非控股權益派付之股息 – (600)
    

融資業務耗用之現金淨額 (11,002) (11,518)
    

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之減少淨額 (29,291) (28,846)

於七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 133,300 166,680

匯率變動之影響 342 (151)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列示 104,351 137,683
    

第8至22頁所載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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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另有指明者外均以港元列示）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獲授權刊發。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二零一七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而編

製，惟預期將於二零一八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二零一七

年年度財務報表指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有關財

務報表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該等會計政策變

動詳情載於附註2。

管理層於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時，須按年初至今基準

作出對所採用政策及所呈報之資產和負債、收入和開支金額造成影響之判斷、

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不同。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部分附註解釋。附註闡述了自二零

一七年年度財務報表刊發以來，對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之財務狀況變動和表現而言屬重要之事件和交易。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需

之一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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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續）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經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所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

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董事會編製之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23至24頁。

在中期財務報告內作為比較資料而呈列之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財

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但乃摘錄

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可從本公

司之註冊辦事處索閱。核數師已於其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之報告中

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修訂。該等發展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於本財務報告的

編製或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亦無採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3 分類資料

收入即貨品銷售價值。本集團按單一單位管理其業務，因此生產及銷售女裝內

衣為其唯一可報告分類，而實際上所有營業額及經營溢利均源自此業務分類。

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與就分配資源及審閱營運表現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

主要經營決策人）內部呈報資料之方式貫徹一致。

為進行資源分配及審閱營運表現，主要經營決策人定期評估各廠房之現有產

能，惟並無各家廠房之獨立財務資料。主要經營決策人乃按綜合基準審閱財務

資料。因此，並無獨立披露業務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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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執行董事審閱之財務資料所依據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所應用會計政策

相同。分類收入為本集團之綜合收入，而分類溢利或虧損為綜合除稅後溢利或

虧損。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及負債全

部來自生產業務。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費用

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 141 75

融資租賃承擔之財務費用 17 27
    

(b) 其他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1,381 10,158

解除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4 24

壞賬（撥回）╱撥備 (3,355) 4,662

撇回存貨撥備 (3,000) –

陳舊存貨撥備（已計入銷售成本） 10,259 7,283

匯兌虧損淨額 775 8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112 (96)

利息收入 (307) (35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收益 (113) (1,210)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 – (300)

視作出售合營公司權益之虧損（附註9） 3,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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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360 493

其他司法權區 1,268 586
   

2,628 1,079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148) (168)
   

2,480 911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段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已就相關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及就加速稅項折舊，投資物業重估

收益及存貨之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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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i)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中期期間之應付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於中期期間後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

 每股0.05元（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每股0.05元） 10,752 10,752
   

(ii) 於中期期間批准及派付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上一個財政年度之應付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於下一個中期期間批准及派付上一個

 財政年度之特別股息每股0.05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每股零元） 10,752 –
   

於下一個中期期間批准及派付上一個

 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零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每股0.05元） – 10,752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13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 19,834 1,701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215,037,625 215,037,625
   

由於兩段期間均無潛在攤薄之已發行普通股，故對每股盈利並無造成攤薄影響。

8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變動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成本為9,145,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4,333,000元）。

本集團的投資物業按本中期期末時之公平價值入賬。該等物業已由董事經參考

租賃市場之市場趨勢及根據現有租約所持有物業之現時租金重新估值。截至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並無變動（截

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3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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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緊隨超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潤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潤達」）於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四日完成向一名獨立第三方收購綉麗橡根帶織品有限公司

（「綉麗」）40%已發行普通股後，本集團與潤達訂立股東協議（「股東協議」）。

根據股東協議，有關綉麗之實質經營及融資決策由本集團及潤達共同控制。因

此，儘管本集團於綉麗之股權維持不變為60%，本集團仍將其於綉麗之權益入

賬為合營公司。

根據股東協議，倘綉麗連同其附屬公司（「綉麗集團」）可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或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達到若干預先協定之表現目標，潤達將有權

認購綉麗之新普通股，而此舉可能導致潤達最終持有綉麗當時全部已發行普通

股最多達51%。此外，倘潤達最終持有綉麗當時全部已發行普通股之51%，本

集團有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前向潤達出售其於綉麗之部分或全部權益。

根據綉麗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經審核財務業績，綉麗預先協定之表

現目標已達成。因此，潤達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認購71,089股綉麗發

行之新股份。潤達於綉麗之股權因而由40%增至51%，本集團於綉麗之股權則

由60%攤薄至49%及本集團於本期間在其他開支確認視作出售合營公司權益之

虧損為3,14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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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結餘中包括貿易應收賬款（扣除壞賬撥備）為226,083,000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185,977,000元）。本集團容許其貿易客戶可享有平均45日之信貸期。

本公司管理層已根據付款到期日評估貿易應收賬款之信用質素。於報告期末，

尚未個別或共同視作減值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折（按付款到期日）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千元 千元

概無逾期或減值 204,547 166,432

逾期1–30日 15,581 7,496

逾期31–60日 2,194 56

逾期超過60日 353 394
   

222,675 174,378
   

由於本集團之平均信貸期為45日，故上表所披露大部分結餘均為由發票日期起

計9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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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結餘中包括貿易應付賬款86,741,000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76,467,000

元）。購買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30日。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按付款到期日）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千元 千元

未到期 77,169 72,064

逾期1–30日 7,103 3,253

逾期31–60日 2,201 467

逾期超過60日 268 683
   

86,741 76,467
   

由於購買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30日，故上表所披露大部分結餘均為由發票日期

起計90日內。本集團已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均於信貸

期限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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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千元 千元

每股面值0.50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

 及期╱年末 300,000,000 150,000 300,000,000 1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

 及期╱年末 215,037,625 107,519 215,037,625 10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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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計量
按公平價值計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

公平價值層級

於報告期末按經常性基準計量之本集團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按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界定之三個公平價值層級分類。公平價值計量之層

級分類經參考估值技術所用輸入數據之可觀察性及重要性釐定如下：

— 第一級估值：僅以第一級輸入數據（即相同資產或負債於計量日期在活躍

市場中之未調整報價）計量之公平價值

— 第二級估值：以第二級輸入數據（即不符合第一級之可觀察輸入數據）且

不使用重大而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之公平價值。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

無法獲得相關市場數據之輸入數據

— 第三級估值：使用重大而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之公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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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計量—（續）
分類為公平價值層級第三級工具之工具由外聘合資格估值師進行估值。載有公

平價值計量變動分析之估值報告由估值師於各中期及年度報告日期編製，並由

管理層審閱及批准。

根據附註9所述股東協議，在潤達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成為綉麗大股

東之前提下，本集團有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前向潤達出售其於綉麗之部

分或全部權益。此項權利確認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衍生金融工具。本集團

之衍生金融工具分類為第三級估值。

有關第三級公平價值計量之資料

估值技術

重大而不可

觀察輸入數據 範圍 加權平均

衍生金融工具 蒙特卡羅 缺乏市場流通性之折讓 25.8%至26% 26%

 （Monte Carlo）模式

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不適用 17.5%

預期波幅 不適用 34.3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由本集團外聘估值師採取以下兩個步驟釐定︰(1)首先

採用貼現現金流量模式就缺乏市場流通性之折讓及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作出調整

而釐定綉麗之公司價值；然後 (2)根據 (1)所釐定之公司價值採用蒙特卡羅模式

就預期波幅作出調整而估計退出選擇權之公平價值，而預期波幅乃根據業內可

資比較公司之每日股價估計。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計量整體與加權平均資

本成本成反比，而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與缺乏市場流通性之折讓及預期波

幅輸入數據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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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計量—（續）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估計在所有其他變數保持不變情況下，倘︰

— 缺乏市場流通性之折讓減少╱增加5%，將導致本集團除稅後溢利及全面

收益總額減少╱增加962,000元╱1,180,000元；

— 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減少╱增加3%，將導致本集團除稅後溢利及全面收益

總額增加╱減少1,047,000元╱786,000元；及

— 預期波幅減少╱增加10%，將導致本集團除稅後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減

少╱增加1,059,000元╱1,074,000元。

期內，該等第三級公平價值計量之結餘變動載列如下︰

千元

衍生金融工具︰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4,313

期內於損益確認之公平價值變動 113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426
  

並非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價值

本集團按成本或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工具之賬面值與其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價值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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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營業租約承擔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於下列期間屆滿之不可撤銷土地及

樓宇營業租約有未來最低租賃付款之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千元 千元

一年內 17,310 15,837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2,927 26,611

五年以上 1,221 1,911
   

41,458 44,359
   

租期商定為介乎一至十五年，於有關租約期內之租金不變。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租戶訂有下列未來最低租賃付款：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千元 千元

一年內 2,198 3,458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956 2,578
   

4,154 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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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a) 期內，本集團加工供應材料並將製成品交付予關連公司Van de Velde 

N.V.（「VdV」）以取得收入約54,261,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52,183,000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VdV之貿易應收賬款結餘約為6,413,000

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4,796,000元），已計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

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VdV持有本公司

普通股之25.66%。

(b) 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7,940 7,86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3 63
   

8,003 7,931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由本集團之薪酬委員會參照個別人士之表現

及市場趨勢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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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董事會之審閱報告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至22頁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貴公司」）

的中期財務報告，此中期財務報告包括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

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權

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規定，上市公司必須符合上市規則中的相關規定和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告。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編製及列報中期財務報告。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的應

聘條款，僅向全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書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

不就本報告書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

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中期財務報告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會計事務

的人員查詢，並實施分析及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核準則進

行的審核的範圍為小，因此我們不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的所有

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任何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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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中期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沒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的規定編製。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十號

太子大廈八樓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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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專注經營核心製造業務及企業成本中心。

收入 溢利（虧損╱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製造業務 645,260 534,626 30,034 11,007

企業成本 – – (8,259) (7,755)
     

645,260 534,626 21,775 3,252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銷售、毛利率及除稅後溢利各方

面均較去年同期錄得升幅。

銷售收入由535,000,000港元上升21%至645,000,000港元。期內，集團除稅後溢利由

2,000,000港元上升至19,000,000港元。

製造業務

在回顧期內，銷售表現改善。以金額計，美國市場的銷售額佔本集團的銷售總額

63%；歐洲市場佔26%；其餘市場則佔11%。期內，集團的收入增加，主要由於美國

零售市場環境改善。期內，面對成本不斷上升的趨勢，管理層繼續調整銷售組合，導

致產品的平均售價上升。

期內，泰銖及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持續增強及工人成本上升，加重生產業務的成本壓

力，但由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的銷售量增加及各工廠的成本結構優化從而抵銷以上的

成本壓力，因此毛利率在期內由18%輕微上升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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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和柬埔寨廠房產量比例佔全球產量的64%，而國內佔餘下的36%。於期內，集團

產能整體上升，主要由於我們增加車工及改善工廠的生產效率。我們相信現時的產能

分佈能讓我們維持競爭力和滿足客戶的需求，更靈活地應對速變的市場需求。

企業成本

期內，企業成本開支，達8,300,000港元，去年同期錄得7,800,000港元。

財政狀況

本集團之財政狀況維持穩健及負債比率維持極低水平。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股東應佔資本為562,000,000港元。銀行結餘及現金達104,000,000港元，可用之

信貸額達159,000,000港元。

存貨周轉期由去年的63天縮短至今年的55天，主要是由於庫存水平管理得以改善。

期內，集團的資本開資約為9,000,000港元，主要用於購買機器上。

經考慮現時本集團的現金狀況及再投資需要，董事會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0.0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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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面對美元，歐元，港元，人民幣，及泰銖之外匯風險。銷售收入主要以美

元計值，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港元兌美元的外匯風險輕微。本集團通過定期檢

討，並採取審慎措施管理其外匯風險，以盡量降低外匯兌換的風險。

展望及未來發展

儘管整體市場需求有所改善，但成衣業前景仍然充滿挑戰。面對今天速變的消費市場

及持續波動的商貿環境，集團會繼續投資在現時位於國內江西省及泰國西北的工廠，

我們認為擴充產能，改善集團整體製造業務，以及不斷優化整體生產計劃及流程，除

了滿足現時業務需求，長遠來看，能配合業務的持續增長及為股東帶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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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之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或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關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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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

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須登記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

及淡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50港元之普通股

董事姓名 身分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黃松滄 實益擁有人及由配偶及受控制法團

 持有之權益及一致行動人士

 （附註1）

60,826,823 28.29%

黃啟智 一致行動人士（附註2） 60,626,823 28.19%

黃啟聰 由受控制法團持有之權益及

 一致行動人士（附註3）

60,626,823 28.19%

Marvin Bienenfeld 實益擁有人 170,000 0.08%

周宇俊 實益擁有人 680,104 0.32%

馮煒堯 實益擁有人及由配偶持有之權益

 （附註4）

8,705,704 4.05%

梁綽然 實益擁有人 14,104 0.01%

梁英華 實益擁有人 80,000 0.04%

Herman Van de Velde 由受控制法團持有之權益（附註5） 55,184,708 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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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4,288,504股股份由黃松滄先生（「黃先生」）實益擁有，而220,000股股份由黃先生之配偶持有。另

52,318,319股股份登記於High Union Holdings Inc.名下，其股份由黃先生持有。4,000,000股股份登

記於Triple Gains Ventures Limited（「TGV」）名下，其41.36%股權由黃啟聰先生（「黃啟聰先生」）持有。

黃先生因作為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7(1)(a)及╱或 (b)條適用之若干協議之訂約方

而被視為於有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黃啟智先生因作為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7(1)(a)及╱或 (b)條適用之若干協議之訂

約方而被視為於60,626,82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4,000,000股股份由TGV（其41.36%股權由黃啟聰先生持有）持有。黃啟聰先生因作為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7(1)(a)及╱或 (b)條適用之若干協議之訂約方而被視為於56,626,823股股

份中擁有權益。

4. 4,618,504股股份由馮煒堯先生（「馮先生」）實益擁有，而4,087,200股股份由馮先生之配偶持有。

5. 55,184,708股股份由VdV持有。Herman Van de Velde先生間接持有Van de Velde Holding N.V.之股權，

而Van de Velde Holding N.V.則直接持有VdV股權之56.26%。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代理人股份由黃先生以信託形

式代本公司附屬公司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董事或其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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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置存之登

記冊記錄，及就本公司董事所知，以下人士（董事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而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

倉如下：

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50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姓名╱名稱 身分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High Union Holdings Inc. 實益擁有人及一致行動人士

 （附註1）

60,626,823 28.19%

TGV 實益擁有人及一致行動人士

 （附註2）

60,626,823 28.19%

VdV 實益擁有人 55,184,708 25.66%

David Michael Webb 實益擁有人及由受控制法團

 持有之權益（附註3）

10,772,000 5%

附註：

1. 52,318,319股股份由High Union Holdings Inc.實益擁有，且High Union Holdings Inc.作為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7(1)(a)及╱或 (b)條適用之若干協議之訂約方而被視為於8,308,504股股

份中擁有權益。

2. 4,000,000股股份由TGV實益擁有，且TGV作為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7(1)(a)及╱或 (b)

條適用之若干協議之訂約方而被視為於56,626,82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3,562,200股股份由David Michael Webb先生實益擁有，而7,209,800股股份由Preferable Situation 

Assets Limited（其股份由David Michael Webb先生持有）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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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日（「採納日期」）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採納新購股權計劃

（「該計劃」），主要為董事、僱員或任何其他人士（由董事會酌情決定）提供獎勵或回

報，而該計劃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日終止。根據該計劃，董事會向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之任何合資格僱員（包括董事、行政人員或負責人）及任何其他人士（由董事會

酌情決定）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根據該計劃可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總數最多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採納日期已發行股

份之10%，即107,518,812股。在股份合併（按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發行

及未發行股份每5股合併為1股每股面值0.50港元之合併股份）於二零一四年五月

二十三日生效後，根據該計劃可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時，可發行股份總數不得超過

21,503,762股。在未得到本公司股東預先批准之情況下，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向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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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於

任何12個月期間內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超過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0.1%及於要約日期之價值超過5,000,000港元，則須預先得到本公

司獨立股東批准。

獲授予之購股權須於要約日期起計14日內接納，每次接納時須支付1港元之代價。購

股權一般可於購股權接納日期第二周年起至接納日期第十周年止期間內任何時間，或

董事會酌情釐定之指定行使期予以行使。行使價乃由董事會釐定，惟不得少於本公司

股份於要約日期之收市價、股份於緊接要約日期前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市價及本公司

股份面值（以最高者為準）。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根據該計劃，概無任何本公司之購股權

由董事或任何其他人士持有，亦無任何購股權根據該計劃授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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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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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已決議向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05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0.05港元）。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收取中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總處及分處將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四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內不會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收取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

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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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商討財務報告事宜、

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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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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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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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其中包括）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委任，並須接受重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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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任。

守則條文第A.4.2條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按指定任期委任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值告

退一次。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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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階段主席不應輪值告退或限定其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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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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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持有本公司內幕消息之僱員亦須遵守不遜於標準守則之指引條文。

僱員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7,975名僱員（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

8,538名僱員）。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政策及待遇乃參照現行市況及適用法定要求而釐定。

本集團亦向其僱員提供其他僱員福利，例如醫療保險、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及購股權計

劃。

代表董事會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黃松滄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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