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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股東應佔純利為港幣4,160萬元。董事會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3仙。

由美國次按問題引發全球金融市場信貸危機，加上美元、歐元之匯率波動，人民幣上半年持續較大幅升值，世界性的能源價格和
通脹攀升，中國新的勞動法和勞動工資成本增加等等，這一切都形成經營環境十分複雜和困難。世界各主要市場因此都明顯及普
遍地疲弱，預計未來經濟前景仍會進一步放緩。雖然次按問題已發生了一年多，但影響非常嚴重。我們相信全球經濟包括中國經
濟經調整後仍會繼續發展向前，但至今我們仍難以預測整體經濟將於何時可以好轉。我們已快速地面對、部署和實施了強力改
造，以適應市場經濟形勢劇烈變化，包括：更果斷精簡組織架構、降低皮費、密切留意市場形勢及與客戶共同努力，以面對市場
放緩，價格難以增加的局面更積極開拓商機。

集團在2007年，掌握了最好時機，強化整體的財政實力，以配合長遠發展計劃。我們一直以積極進取，及抱著謹慎的理財態度，
此亦為集團一貫理財原則。

我們根據業務發展對不同貨幣需求之前景作出分析，感謝我們銀行為此支持而作出相應的融資安排，此舉更加優化我們的財政狀
況。於結算日，集團的融資結餘為港幣14億元。集團之淨貸款（扣除現金及銀行存款及結構性存款）只有約港幣3億元，處於非常健
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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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擁有強健的財政能力，良好、充裕的現金及人才儲備策略，配合我們正面對今日市場形勢而作更嚴格精簡改造，以達成更具
競爭力的優質企業。我們將密切注意市場變化和發展，繼續為我們既定的目標「世界第一絲綢企業」作最好部署，留心市場形勢變
化，因機而動，全力以赴。

我謹藉此機會感謝股東、客戶、供應商及董事會成員的支持，更要感謝各地忠誠的員工為企業目標的努力與奮鬥。

林富華
主席

香港，2008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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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營業額為港幣14億元，上升7%。受次按危機、人民幣升值、物價通脹及新勞動法實施等對集團業
績有重大影響，令到股東應佔純利減少至港幣4,160萬元，而去年同期純利為港幣5,230萬元（未計算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淨收
益港幣2億5,050萬元）。每股之基本盈利為港幣12.66仙，每股之資產淨值為港幣5.2元。

業務回顧
主要業務之分類資料如下：
 收入 盈利貢獻
 2008  2007  2008  2007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主要業務劃分：
 製造及貿易 1,2��,���  1,167,778  11�,2��  84,189
 零售 1��,���  148,908  (8,�38 ) (4,395 )       

 1,�12,211  1,316,686  10�,�0�  79,794       

按地區劃分：
 美國 8�2,1�9  910,713  ��,3��  60,743
 歐洲 22�,�32  182,885  13,���  6,056
 大中華 2�2,8�3  197,010  12,293  10,113
 其他 �1,���  26,078  �,2�0  2,882       

 1,�12,211  1,316,686  10�,�0�  7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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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集團之主要業務製造及貿易的營業額和盈利方面較去年同期錄得穩健增長。而2008年上半年盈利已包括港幣930萬元（2007：港幣
340萬元）之投資物業公平值之收益。

就地區市場而言，美國仍是集團的主要出口市場，佔2008年營業額的62%。集團品牌業務August Silk佔集團營業額22%（2007: 
21%）。連續兩年August Silk營運錄得盈利。

歐洲市場佔2008年營業額的16%（2007年：14%），代表我們於平衡地區分割的一個鼓勵的改善訊號，集團會加強推廣以增加歐洲
之市場分額。

零售的營業額為港幣1億6,800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3%。零售業務虧損主要來自清理存貨導致毛利下降。零售業務則錄得港幣
870萬元（2007：港幣440萬元）之營運虧損。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於結算日的未償還銀行貸款增加至港幣14億400萬元，2007年底之貸款額則為港幣8億5,800萬元。期內銀行貸款增加主要
來自對沖融資安排。非流動負債與股東資金之比率為29%，流動比率則為1.7，維持穩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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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續）
於結算日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為港幣9億6,000萬元，2007年底之結存則為港幣6億7,200萬元。由於具備充足的現金及大量尚未使用
銀行信貸額度，集團擁有十分充裕的營運流動資金，足以應付經營所需。

本集團的應收賬項主要以美元為貨幣單位，銀行借款則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為貨幣單位。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本集團認為其
所承受的外匯風險甚微。集團利用保守態度處理外匯風險並有足夠對沖儲備。集團期內並無定息借貸。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除若干附屬公司抵押其應收賬項港幣7,800萬元外，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他資產。

稅務審查
於2006年2月，香港稅務局就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從1999/2000課稅年度起進行稅務審查。管理層相信集團於所有年度之香港收入
均已作出足夠香港稅項撥備。因稅務審查仍在資料搜集階段，而最後審查結果還未能合理確定，經與專業顧問諮詢，管理層相信
現有撥備是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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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結算日，本集團連同共同控制企業員工人數約為12,000人。集團除了向僱員提供合理的薪酬待遇外，亦可按集團業績表現而授
出購股權予被挑選的員工。集團於期內並無授予僱員購股權。

資本開支
本集團在杭州市蕭山區訂立建造合約建造生產大樓及宿舍大樓，在建工程因此增加港幣1億800萬元。除上述外，期內並無重大資
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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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月30日止�個月
  2008年  200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賬）

收入  1,�12,211  1,316,686
銷售成本  (1,0�0,�80 ) (940,003 )    

經營毛利  3�1,�31  376,683
其他收入  81,�81  17,673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股份之收益  －  250,518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9,320  3,418
行政開支  (182,3�1 ) (158,104 )
銷售及分銷開支  (1��,��� ) (159,876 )
財務費用 4 (33,313 ) (18,064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1�,��9 ) －
結構性存款公平值變動  3,�93  －
分佔共同控制企業（虧損）溢利  (1,29� ) 889    

除稅前溢利  �8,033  313,137
稅項 5 (20,�2� ) (10,345 )    

期內溢利 6 3�,�08  30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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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月30日止�個月
  2008年  200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列賬）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3  302,792
 少數股東權益  (3,9�� ) －    

  3�,�08  302,792    

股息 7
 中期  9,�23  16,573
 特別  －  33,147    

  9,�23  49,720    
每股盈利 8
 基本  12.��港仙  90.75港仙    

 攤薄  不適用  90.71港仙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2008年中期報告

10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08年6月30日
  2008年  2007年
  �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8��,�0�  733,011
租賃預付款  �9,223  76,207
投資物業 9 110,000  85,920
商譽  29,9�8  23,808
無形資產  10,2�8  11,094
聯營公司權益  －  －
共同控制企業權益  19,�38  19,537
可供出售投資  ���  675
應收貸款 10 22,�2�  －
結構性存款 11 22,�2�  －
遞延稅項資產  �,�11  6,347
購買土地使用權訂金  18,1�8  17,172    
  1,18�,1�9  973,771    
流動資產
存貨  381,83�  407,756
應收賬項 12 32�,3��  328,431
應收票據  �1,192  59,997
租賃預付款  2,�8�  1,441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13 ���,1�8  508,446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賬項  �,�12  10,014
儲稅劵 5 �8,���  32,382
衍生對沖工具  2��,��0  317,254
結構性存款 11 103,�9�  －
抵押銀行存款  11�  108
銀行結存及現金  9�0,18�  671,676    
  2,�0�,���  2,33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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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2008年6月30日

  2008年  2007年
  �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4 2��,�01  296,077
應付票據  1,�2�  4,468
其他應付賬項及預提費用  1�2,989  176,707
應付聯營公司賬項  �9�  597
應付共同控制企業賬項  1,2�3  －
應付稅項及稅項撥備  128,2�1  116,663
衍生金融工具  33,9��  17,506
衍生對沖工具  2,31�  1,400
融資租約負債  1��  337
銀行貸款 15 1,009,288  374,167
銀行透支  �19  599    

  1,�2�,�81  988,521    

流動資產淨值  1,0�8,�9�  1,348,98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2��,9��  2,3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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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2008年6月30日

  2008年  2007年
  �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負債  1��  231
銀行貸款 15 39�,�00  483,000
遞延稅項負債  9�,�01  89,564
長期服務金撥備  �9�  929    

  �92,2��  573,724    

  1,��2,�99  1,749,03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32,��8  32,881
股份溢價賬及儲備  1,��2,110  1,626,511    

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權益  1,�9�,��8  1,659,392
少數股東權益  ��,931  89,639    

總權益  1,��2,�99  1,749,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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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份      物業重估  股本          少數
 股本  溢價賬  匯兌儲備  儲備基金  儲備  贖回儲備  對沖儲備  其他儲備  累積盈利  合計  股東權益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註i）  （註ii）      （註iii）

於2008年1月1日（已審核） 32,881  290,822  107,928  14,101  9,707  5,351  315,854  39,853  842,895  1,659,392  89,639  1,749,031                       

現金流量對沖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  －  －  －  －  －  (9,526 ) －  －  (9,526 ) 2,096  (7,430 )
匯兌調整 －  －  81,282  －  －  －  －  －  －  81,282  1,795  83,077
分佔共同控制企業儲備 －  －  1,079  －  －  －  －  －  －  1,079  －  1,079
物業重估盈餘 －  －  －  －  11,700  －  －  －  －  11,700  －  11,700
物業重估盈餘而產生之遞延稅項 －  －  －  －  (1,930 ) －  －  －  －  (1,930 ) －  (1,930 )                       

直接於權益內確認之淨收入（支出） －  －  82,361  －  9,770  －  (9,526 ) －  －  82,605  3,891  86,496
期內溢利 －  －  －  －  －  －  －  －  41,573  41,573  (3,965 ) 37,608
現金流量對沖轉入損益 －  －  －  －  －  －  (33,282 ) －  －  (33,282 ) －  (33,282 )                       

期內確認總收入及支出 －  －  82,361  －  9,770  －  (42,808 ) －  41,573  90,896  (74 ) 9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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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份      物業重估  股本          少數
 股本  溢價賬  匯兌儲備  儲備基金  儲備  贖回儲備  對沖儲備  其他儲備  累積盈利  合計  股東權益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註i）  （註ii）      （註iii）

因增購附屬公司權益而減少
 少數股東權益 －  －  －  －  －  －  －  －  －  －  (11,634 ) (11,634 )
購回股份（包括直接成本） (223 ) (1,979 ) －  －  －  223  －  －  (4,407 ) (6,386 ) －  (6,386 )
已付末期股息 －  －  －  －  －  －  －  －  (16,378 ) (16,378 ) －  (16,378 )
已付特別股息 －  －  －  －  －  －  －  －  (32,756 ) (32,756 ) －  (32,756 )                       

 (223 ) (1,979 ) －  －  －  223  －  －  (53,541 ) (55,520 ) (11,634 ) (67,154 )                       

於2008年�月30日（未經審核） 32,��8  288,8�3  190,289  1�,101  19,���  �,���  2�3,0��  39,8�3  830,92�  1,�9�,��8  ��,931  1,��2,�99                       

於2007年1月1日（經審核） 33,416  296,041  30,425  5,733  －  4,714  6,513  39,853  372,193  788,888  6,019  794,907                       

現金流量對沖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  －  －  －  －  －  114,294  －  －  114,294  －  114,294
匯兌調整 －  －  26,069  －  －  －  －  －  －  26,069  －  26,069                       

直接於權益內確認之淨收入 －  －  26,069  －  －  －  114,294  －  －  140,363  －  140,363
期內溢利 －  －  －  －  －  －  －  －  302,792  302,792  －  302,792
現金流量對沖轉入損益 －  －  －  －  －  －  (6,513 ) －  －  (6,513 ) －  (6,513 )                       

期內確認總收入 －  －  26,069  －  －  －  107,781  －  302,792  436,642  －  436,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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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份      物業重估  股本          少數
 股本  溢價賬  匯兌儲備  儲備基金  儲備  贖回儲備  對沖儲備  其他儲備  累積盈利  合計  股東權益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註i）  （註ii）      （註iii）

因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而減少
 少數股東權益 －  －  －  －  －  －  －  －  －  －  (5,219 ) (5,219 )
因出售附屬公司部份股份而增加
 少數股東權益 －  －  －  －  －  －  －  －  －  －  24,849  24,849
行使購股權 102  413  －  －  －  －  －  －  －  515  －  515
購回股份（包括直接成本） (106 ) (936 ) －  －  －  106  －  －  (755 ) (1,691 ) －  (1,691 )
已付末期股息 －  －  －  －  －  －  －  －  (23,390 ) (23,390 ) －  (23,390 )
                       

 (4 ) (523 ) －  －  －  106  －  －  (24,145 ) (24,566 ) 19,630  (4,936 )
                       

於2007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33,412  295,518  56,494  5,733  －  4,820  114,294  39,853  650,840  1,200,964  25,649  1,226,613                       

附註：

(i) 根據相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律及條例，每年在分配利潤前，在中國設立之附屬公司，且屬有限負債，需分撥淨利潤之10%至法定
盈餘公積金。該法定盈餘公積金，只可由相應附屬公司董事及相應委員會批核，方可使用，以作抵銷累積虧損或增加資本之用。

(ii) 物業重估儲備為重估儲備產生自自用物業及相應租賃預付款轉為投資物業，與遞延稅項抵消之淨額。當該物業出售，物業重估儲備將轉入累
積盈利。

(iii) 其他儲備為附屬公司累積盈利資本化，貢獻予另外附屬公司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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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月30日止�個月
 2008年  200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8�9  77,14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9,138 ) (167,028 )
 增購附屬公司權益 (1�,80� ) －
 共同控制企業還款 3,302  7,634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股份所得款項 －  303,203
 應收貸款增加 (22,�2� ) －
 結構性存款增加 (122,�28 ) －
 土地使用權訂金 －  (17,172 )
 已收利息 32,0�0  2,436
 其他投資現金流 2,09�  885   

 (2��,929 ) 12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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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月30日止�個月
 2008年  200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新銀行貸款 80�,30�  286,963
 償還銀行貸款 (2�1,923 ) (295,429 )
 已繳利息 (28,��9 ) (13,724 )
 已派股息 (�9,13� ) (23,390 )
 支付購回股份 (�,38� ) (1,691 )
 其他融資現金流 (33� ) (4,013 )   

 ��9,���  (51,284 )   

現金及現金等值淨增加額 2�9,�1�  155,82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 ��1,0��  218,075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38,���  25,533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 9�9,���  399,431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存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9�0,18�  399,505
 銀行透支 (�19 ) (74 )   

 9�9,���  39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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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

1. 編制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是按歷史成本為編製基礎。

除列載於下文之會計政策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0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
告一致。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的財務資產
本集團指定結構性存款首次確認為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的財務資產，就結構性存款包含嵌入衍生工具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許可整份合併合約被指定為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

於首次確認後各結算日，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的財務資產乃按公平值計算，而公平值之變動乃於產生期間直接確認於損益
賬內。確認於損益賬的淨收益或虧損包括財務資產所賺取的任何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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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在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下列新詮釋（「新詮釋」），新詮釋由2008年1月1日
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起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財務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之限制、最低資金要求及
  兩者間之互動關係

採納該等新詮釋，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本集團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因此，無須就過往期間確認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呈報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1號（修訂本） 清盤產生之可認沽金融工具及責任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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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13號 忠誠客戶獎勵計劃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16號 海外營運淨投資套期4

1 於2009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2 於2009年7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3 於2008年7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4 於2008年10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將影響購入日期在2009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周年報告期間的業務合併會計。香
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對每當母公司在其附屬公司的應佔權益有所變動而不失去對其控制權時的會計處理有所影響，
這將被計入為權益交易。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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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3.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之業務可分為兩個主要經營部份：( i )成衣製造及貿易；及( i i )成衣零售。本集團乃根據上述兩個部份
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成衣製造
 及貿易  成衣零售  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對外銷售額 1,2��,���  1��,���  －  1,�12,211
分部間之銷售額（註） －  �,�13  (�,�13 ) －       
合計 1,2��,���  1��,2�8  (�,�13 ) 1,�12,211       
業績
分類業績 90,18�  (9,�3� )   80,���       
未分配其他收入       81,�81
未分配公司開支       (��,2�2 )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虧損 (�33 ) (��1 ) －  (1,29� )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9,320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1�,��9 )
結構性存款公平值變動       3,�93
財務費用       (33,313 )       
除稅前溢利       �8,033
稅項       (20,�2� )       
期內溢利       3�,�08       
註： 分部間之銷售額乃按照集團公司彼此訂立外發生產加工合同之議定條款而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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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3. 分類資料（續）

(a) 業務分類（續）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成衣製造及
 貿易  成衣零售  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對外銷售額 1,167,778  148,908  －  1,316,686
分部間之銷售額（註） －  6,718  (6,718 ) －       

合計 1,167,778  155,626  (6,718 ) 1,316,686       

業績
分類業績 123,222  (1,201 )   122,021       

未分配其他收入       17,673
未分配公司開支       (63,318 )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溢利 889  －  －  889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3,418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股份收益       250,518
財務費用       (18,064 )       

除稅前溢利       313,137
稅項       (10,345 )       

期內溢利       302,792       

註： 分部間之銷售額乃按照集團公司彼此訂立外發生產加工合同之議定條款而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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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3. 分類資料（續）
(b)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營運分佈於美國、歐洲、大中華及其他地區。

以下列表提供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分類之銷售分析（不參照商品之來源地）：

 截至�月30日止�個月
 2008年  200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美國 8�2,1�9  910,713
歐洲 22�,�32  182,885
大中華 2�2,8�3  197,010
其他 �1,���  26,078   

 1,�12,211  1,31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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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 財務費用
 截至�月30日止�個月
 2008年  200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 28,��9  13,724
 融資租約 21  25
讓售開支 1,3��  1,205
銀行費用 3,19�  3,110   

 33,313  18,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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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 稅項
 截至�月30日止�個月
 2008年  200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內稅項支出：
 香港 1,39�  1,820
 其他地區 13,8�3  7,914

過往年度少提撥備：
 其他地區 3,2��  －   

 18,�02  9,734   

遞延稅項 2,���  611
稅率變動應佔 (�23 ) －   

 1,923  611   

 20,�2�  1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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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 稅項（續）
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就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由1999/2000年起之課稅年度進行稅務審查。按照稅務局慣例，稅務局已就
1999/2000，2000/2001及2001/2002課稅年度發出評稅通知書。於進行稅務審查期間，稅務局或會就其後年度發出評稅通知
書予本集團公司。

於2008年6月30日，本集團根據反對1999/2000，2000/2001及2001/2002年課稅年度評稅通知書的「有條件緩繳稅款令」購買
約港幣48,476,000元（2007年12月31日：港幣32,382,000元）的儲稅劵。

因稅務審查仍在資料搜集及交換意見階段，最後審查結果還未能合理地確定。管理層於本期內已跟隨往年撥備基準作出香港
稅項撥備。董事認為，為此而作出之撥備是足夠的。

於2008年6月26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08年收入條例草案，包括自2008/2009課稅年度起，公司利得稅稅率降低1%，調至
16.5%。在計算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之稅項及遞延稅項時，已反映了稅率下調的影響。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
個月，香港利得稅以稅率16.5%計算（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17.5%）。

截至2008年及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其他地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地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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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 稅項（續）
期內，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有關企業所得稅若干優惠政策的通知》，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稅率為26.4%（截至2007年6月
30日止6個月：26.4%）及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規則，享有自首個盈利年度起計的首兩年免稅，其後三年則獲得50%扣減。該
等附屬公司按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計算稅率為13.2%（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13.2%）。

於2007年3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63號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
法」）。於2007年12月6日，中國國務院刊發新稅法實施條例。新稅法及實施條例自2008年1月1日起更改稅率由33%調整至
25%。對於上述於中國以13.2%計算利得稅之附屬公司，稅率將續漸由13.2%調整至25%，其餘於中國附屬公司則按中國企
業所得稅稅率25%（截至2007年月30日止6個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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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月30日止�個月
 2008年  200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及攤銷
 自置資產 3�,91�  33,426  
 租賃資產 1�9  141
 商標攤銷（已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 8��  846
 租賃預付款攤銷 1,1�2  1,282

 3�,113  35,695
呆壞賬撥備（已計入「行政開支」） 8,�2�  8,260
（撥回）存貨撥備（已計入「銷售成本」）（註i） (1,�28 ) 3,332
淨匯兌收益 (3�,2�1 ) (2,420 )
由權益轉入衍生對沖工具收益（已計入「收入」）（註ii） (32,��� ) (6,513 )
由權益轉入衍生對沖工具收益（已計入「財務費用」） (�18 ) －
投資於貸款及應收賬款收入－銀行利息收入 (19,020 ) (2,436 )
投資於衍生金融工具收入 (13,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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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 期內溢利（續）
註：
(i) 當相應存貨出售時，過量陳舊存貨撥備被撥回。

(ii) 該金額已包括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中期報告內其他收入，於本中期報告作出重新分類調整以配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呈報。

�. 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已發行股份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3仙（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5
仙），合共港幣9,723,000元（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16,573,000元）。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公司宣佈派發已發行股份之特別股息港幣10仙，合共港幣33,147,000元。

於期內，已派發2007年之末期股息港幣5仙（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7仙）及特別股息港幣10仙（截至2007年6月30
日止6個月：無）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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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8. 每股盈利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連同2007年之比較數字計算如下：

 截至�月30日止�個月
 2008年  200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以計算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基本及攤薄後每股盈利之溢利 �1,��3  302,792   

 股數  股數

用以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328,29�,012  333,672,810
假設行使購股權後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不適用  122,658   

用以計算攤薄後每股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不適用  333,795,468   

於2008年6月30日6個月期間，並無潛在未行使普通股份。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2008年中期報告

31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9.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之變動
期內，本集團以代價約港幣1,338,000元出售若干賬面值約港幣1,468,000元物業、廠房及設備，帶來出售損失約港幣
130,000元。

另外，本集團使用約港幣1.49億元作為興建綜合生產基地及廠房，以提升其生產量。

本集團於2008年6月30日以公平值入賬的投資物業，是由與本集團無任何關連的獨立專業估值師，中原測量師行有限公司進
行估值。中原測量師行有限公司為測量師公會成員，擁有合適的資格及近期重估有關地區相近物業估值的經驗。投資物業公
平值增加港幣9,320,000元（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3,418,000元）已直接於簡明綜合損益表確認。

期內，若干物業總面值港幣3,060,000元，由物業、廠房及設備分類轉為投資物業。於轉換日，此等物業之公平值約港幣
14,760,000元，由中原測量師行有限公司按上述基準進行評估。而此等物業公平值與面值之間差額，已計入物業重估儲備
中。

10. 應收貸款
貸款款項予獨立單位。該款項將於2010年12月31日收回及以現行市場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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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1. 結構性存款
按相應合約，結構性存款包含嵌入衍生工具，其回報確定於參考市場上若干兌換匯率或利率之變動。

於2008年6月30日結構性存款之主要條款如下：

本金金額 到期日（附註i） 收益年利率

人民幣23,000,000元 2008年12月8日 6.5%或0%（附註ii）
人民幣30,000,000元 2009年4月2日 4.68%或0%（附註iii）
人民幣35,000,000元 2009年4月15日 4.8%或0.1%或0%（附註ii）
人民幣20,000,000元 2009年12月14日 6.3%或0% （附註ii）

附註：

(i) 提前終止合約由發行銀行選擇。

(ii) 收益年利率取決於生效日至到期日期內，國際外匯市場上美元與港幣的即期兌換匯率，是否界乎對應合約內指定範圍內。

(iii) 收益年利率取決於生效日至到期日期內，美元3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息，是否界乎於0%至8%。

於結算日，結構性存款以相應單位提供評估之公平值列賬。公平值按利率之可得收益曲線以折讓現金流分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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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2. 應收賬項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平均數期為30至90日。

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應收賬項扣除呆壞賬撥備之淨額賬齡分析如下：

 2008年  2007年
 �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日至90日 30�,021  310,871
91至180日 1�,��8  12,109
181至360日 �,2�2  4,491
360日以上 �13  960   

 32�,3��  328,431   

13. 存款、預付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存款、預付款及其他應收賬項數額人民幣3億2,800萬元（相等於約港幣3億7,700萬元）（2007年12月31日：人民幣3億2,800萬
元）（相等於約港幣3億5,300萬元）為於結算日仍未收取自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租賃預付款之出售所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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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 應付賬項
於結算日應付賬項賬齡分析如下：

 2008年  2007年
 �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項：
 即日至90日 1�1,9�3  172,309
 91至180日 1�,1�8  5,880
 181至360日 12,�0�  12,341
 360日以上 1�,1��  12,997   

 20�,992  203,527
購貨預提 ��,�09  92,550   

 2��,�01  296,077   

平均採購信貸數期為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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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 銀行貸款
期內，本集團獲得由多間銀行批出幾份新銀行貸款，金額為港幣8億600萬元。該貸款按市場年利率由2.65%至5.48%。

1�. 股本
 股份數目  數額
 千股  港幣千元

每股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2008年1月1日 328,816  32,881
 購回及註銷股份 (2,236 ) (223 )   

 於2008年�月30日 32�,�80  32,��8   

 於2007年1月1日 334,162  33,416
 行使購股權 1,020  102
 購回及註銷股份 (1,056 ) (106 )   

 於2007年6月30日 334,126  3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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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 資本承擔
於2008年6月30日，本集團承擔物業、廠房及設備添置之資本開支約為港幣1億元（2007年12月31日：港幣7,900萬元）。

18. 與關連人士之交易
期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有以下交易：

 截至�月30日止�個月
 2008年  200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向共同控制企業購買物料及製成品 1�,8�9  47,926
銷售物料及製成品予共同控制企業 2,���  －
給予高露雲律師行之專業費用（附註i） �33  170
給予製衣業訓練局之培訓費用（附註ii） �2�  700
給予大褔證券有限公司之經紀佣金（附註iii） 8  761
主要管理人員補償（附註iv） �,128  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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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8. 與關連人士之交易（續）
附註：

(i)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陳華叠先生為高露雲律師行之合夥人。

(ii)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楊國榮教授為製衣業訓練局之總幹事。

(iii)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黃紹開先生為大褔證券有限公司之董事。

(iv)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由薪酬委員會按個別表現及市場趨勢而釐定。

19. 結算日後事項
於結算日後及直至本財務報告批准日，本公司於2008年7月及8月以現金總代價港幣6,396,060元按市場價格介乎港幣2.45元
至港幣2.7元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本公司面值每股港幣0.10元之普通股合共2,474,000股。上述購回之股份已於
2008年7月及8月被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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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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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通過宣佈派發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港幣3仙（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中期股息港幣5仙及特
別股息港幣10仙），合共港幣9,723,000元（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中期股息港幣16,573,000元及特別股息港幣33,147,000
元），將於2008年10月22日或前後支付於2008年10月10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2008年10月8日（星期三）至2008年10月10日（星期五）止，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接受辦理股票登記手續。為符合資
格享有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2008年10月6日（星期一）下午4時30分前送交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
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會計期間，除以下所述偏離外，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全
部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第A.2.1條守則條文，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林富華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董事會認為主席和董事總經理在本公司策略計劃及發展過程上之職能重疊，而分開兩名
人士擔任該兩個職位，按本公司之情況及現階段之發展，對本公司未必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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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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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特別就董事於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是否有任何未有遵守標準守則作出查詢，全體董事均確認他們已完全遵守
標準守則及其有關董事買賣證券之行為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合共本公司面值每股港幣0.10元之2,236,000股（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1,236,000股），詳情如下：

 每股股份價格
月份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已付之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2008年4月 584,000  2.89  2.80  1,655,940
2008年5月 860,000  2.93  2.85  2,485,260
2008年6月 792,000  2.97  2.68  2,216,520       

 2,236,000      6,35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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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續）
上述購回之股份，除130,000股於2008年7月註銷外，其餘已於期內被註銷。而購回股份時所付之溢價為港幣6,134,120元（截至
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2,169,780元）已從股份溢價賬及累積盈利中支取。與註銷股份之面值相等之數額亦從本公司之累積
盈利轉入為股本贖回儲備。

董事會於期內購回本公司股份之舉動乃根據股東授權購回股份，藉以加強本集團的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並符合股東之整體
利益。

除上述所披露外，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經獨立核數師協助，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及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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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2008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
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該等條文任何董事及行政總裁被視為或當作持有之權益或淡倉），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與上市規則中上市公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已記錄存置於本公司的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i)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附註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附註3）

林富華 1,2 其他權益 其他 143,719,986 43.99%
蘇少嫻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824,309 0.86%

(ii) 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佔相聯法團
   與本公司  所持普通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附註 相聯法團名稱 之關係 身份 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林富華 4 達利針織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受控制公司權益 5,339,431 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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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

1. 林富華先生被視為持有Hinton Company Limited（該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一項有關連之全權信託持有）所實益擁有之108,802,419股
普通股份之權益。林先生被視為該信託之創立人。

2. 林富華先生被視為持有High Fashi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該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一項有關連之全權信託持有）所實益擁有
之34,917,567股普通股份之權益。林先生被視為該信託之創立人。

3. 於2008年6月30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為326,709,550股。

4. 此股份乃透過由林富華先生實益擁有之三間公司所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2008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概無或被視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之涵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已記錄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上市規則
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此外，除於以下「購股權計劃」部分披露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
公司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或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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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A)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由於根據本公司於1994年3月18日採納之舊購股權計劃（「舊計劃」）授出之所有購股權已於2007年全部行使，因此舊計劃正式
被終止。

於2002年3月26日，新計劃（「新計劃」）獲本公司股東採納，但此項終止不會影響於此日期前已授出之購股權。於截至2008年
6月30日止6個月期初及期末均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於期內根據新計劃並無授出、行使、取消或失效之購股權。

(B) 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榮暉」）之購股權計劃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根據榮暉（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榮暉於期初及期末均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於期
內根據榮暉之現有購股權計劃並無授出、行使、取消或失效之購股權。

除本公司及榮暉之購股權計劃外，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6個月，並無授出可認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股本或債務證券予本公司
或其附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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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2008年6月30日，就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下列主要股東（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佔本公司
   所持普通  已發行本
股東名稱 附註 身份 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附註3）

Hinton Company Limited 1 實益擁有人 108,802,419  33.30%
Veer Palthe Voute NV（「VPV」） 2 投資經理 46,046,000  14.09%
Dresdner Bank Aktiengesellschaft（「DBAG」） 2 受控制公司權益 46,046,000  14.09%
Allianz Aktiengesellschaft（「AAG」） 2 受控制公司權益 46,046,000  14.09%
High Fashi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1 實益擁有人 34,917,567  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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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續）
附註：

1. 此項權益已於上述「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中作為林富華先生之權益披露。

2. 此46,046,000普通股股份直接由VPV持有，而VPV則由AAG及DBAG間接控股。據此，AAG及DBAG被視為間接持有46,046,000普通股股份之
權益。

3. 於2008年6月30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為326,709,550股。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2008年6月30日，概無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其權益於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載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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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為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董事會
執行董事
林富華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蘇少嫻女士

非執行董事
陳華叠先生
楊國榮教授

獨立非執行董事
胡經緯先生
黃紹開先生
梁學濂先生

審核委員會
梁學濂先生（主席）
陳華叠先生
楊國榮教授
胡經緯先生
黃紹開先生

薪酬委員會
黃紹開先生（主席）
陳華叠先生
楊國榮教授
胡經緯先生
梁學濂先生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新界葵涌葵喜街1-11號
達利國際中心11樓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公司網址
www.highfashion.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