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2012
InterIm report中 期 報 告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tock Code: 608)



目錄

	 頁數

主席報告	 2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3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6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8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10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11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13

其他資料	 32

公司資料	 38

2012年中期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2012年中期報告 2

主席報告

歐盟的經濟、金融問題發展更為複雜、矛盾難以短期內解決，拖累全球包括中
國經濟，從2012年開始至今期未來一段時間將持續疲弱和不穩定，我們上半年
的業績也受影響。

• 期內營業額由港幣13.8億元下降至港幣12.4億元，下跌11%
• 期內淨利潤也由港幣1.48億元減少至港幣5,184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0.17元
• 每股資產淨值為港幣7.12元
• 中期股息每股為港幣0.05元

其中我們美國及中國的品牌業務影響較大，我們已即時快速調整，回應市場變
化，貫徹我們一向穩健經營，同時又積極進取發展的文化。我們深信我們過去
幾年所努力發展的未來策略是正確的，包括開拓的市場發展、產品技術的發
展、優質人力資源的發展所建造的做強、做大基礎，都將有力地持續增強我們
對能贏取市場的競爭優勢。雖然，將面對主要市場繼續複雜、不穩定的全球經
濟，我們對集團未來發展前景的展望是積極、是進取、是自信的。

我謹藉此機會感謝股東、銀行、客戶、供應商及董事會成員的支持和寶貴意
見，同時還感謝管理團隊和集團員工的努力與奮鬥。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林富華

香港，2012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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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業績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至港幣12.4億元。股東
應佔溢利為港幣5,184萬元，去年同期溢利為港幣1億4,800萬元。每股之基本
盈利為港幣17.43仙，每股之資產淨值為港幣7.12元。

業務回顧
分類資料如下：

收入 盈利貢獻

2012 2011 201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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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875 1,025,479 107,704 81,413
　品牌業務 303,500 359,518 (17,929) 23,575

    

1,235,375 1,384,997 89,775 104,988
    

我們的供應鏈承受成本通脹壓力，2012年上半年我們的製造出口業務收入隨之
減少9%。我們將通過不斷精簡經營流程來提高效率，抵銷原料成本及其他經
營費用上漲的影響，並制訂優質產品創新策略，開拓尚未涉足的高端市場。

製造及貿易業務繼續表現理想。2012年上半年盈利包括以下特殊項目，港幣
1,700萬元（2011年：港幣2,200萬元）之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此收益
為對沖2012至2014年人民幣風險，及港幣4,400萬元（2011年：港幣3,600萬
元）之投資物業公平值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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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2012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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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億4,200萬元，2011年底之貸
款額則為港幣14億9,600萬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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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流動比率則為1.3，維持穩健水平。

於結算日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為港幣17億3,700萬元，2011年底之結存則為港幣
16億8,800萬元。由於持有淨現金及大量尚未動用的銀行信貸額度，集團擁有
十分充裕的營運流動資金，足以應付經營及未來發展所需。

本集團的應收賬項主要以美元為貨幣單位，銀行借款則以美元及港元為貨幣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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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萬
元外，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他資產。

稅務審查
於2006年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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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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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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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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期內添置機器及設備及在建工程港幣2,700萬元以提升生產效能。除
上述外，本期內並無重大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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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2012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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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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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1,235,375 1,384,997
銷售成本 (916,205) (1,038,951)

  

經營毛利 319,170 346,046
其他收入 49,994 36,819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58,760 45,005
行政開支 (178,892) (179,708)
銷售及分銷開支 (159,119) (143,419)
財務費用 5 (20,758) (17,979)
分佔共同控制企業（虧損）溢利 (138) 245

  

除稅前溢利 69,017 87,009
有關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租賃預付款
 收益之過往年度稅項超額撥備 6 – 72,974
所得稅支出 6 (17,174) (12,261)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7 51,843 14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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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8
換算之匯兌差額 1,321 51,672
物業重估收益 – 81,436
於現金流量對沖之對沖工具公平值虧損 (8,632) (10,958)
現金流量對沖重分類至損益 (18,845) (15,043)
關於其他全面收益組成之所得稅項 2,512 (16,448)

  

除稅後，期內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23,644) 90,659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8,199 238,381
  

每股盈利 9
 基本 港幣17.43仙 港幣48.7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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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2012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2年6月30日

2012年 2011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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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839,914 858,552
租賃預付款 11 132,446 147,459
投資物業 11 556,595 512,295
共同控制企業權益 20,800 20,938
可供出售投資，成本 675 675
遞延稅項資產 30,538 29,108
長期按金及預付款 26,899 27,479
衍生金融工具 12 3,922 –

  

1,611,789 1,596,506
  

流動資產
存貨 399,227 448,644
應收賬項 13 374,728 408,903
應收票據 13 42,486 53,959
租賃預付款 11 2,405 2,771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14 174,299 151,462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賬項 15 680 686
可收回稅項 6 98,818 88,443
衍生金融工具 12 58,906 75,483
結構性存款 16 501,382 417,753
短期存款 733,073 449,604
銀行結存及現金 502,511 820,419

  

2,888,515 2,91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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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12年6月30日

2012年 2011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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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91,601 304,957
其他應付賬項及預提費用 192,781 234,720
應付共同控制企業賬項 15 1,313 1,647
應付聯營公司賬項 591 591
應付稅項 164,039 169,104
衍生金融工具 12 24,851 4,235
融資租約負債 159 264
銀行貸款 18 1,542,319 1,496,123
銀行透支 – 194

  

2,217,654 2,211,835
  

流動資產淨值 670,861 706,29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282,650 2,302,798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負債 42 80
遞延稅項負債 116,415 105,824
衍生金融工具 12 48,116 52,234
長期服務金撥備 3,397 3,375

  

167,970 161,513
  

2,114,680 2,141,28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9 29,721 30,072
股份溢價賬及儲備 2,084,959 2,111,213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114,680 2,14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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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2012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份 物業 股本

股本 溢價賬 匯兌儲備 儲備基金 重估儲備 贖回儲備 對沖儲備 其他儲備 累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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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2年1月1日（經審核） 30,072 265,975 358,480 41,826 112,607 8,160 (28,655) 39,853 1,312,967 2,141,285          

期內溢利 – – – – – – – – 51,843 51,84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 – 1,321 – – – (24,965) – – (23,644)          

期內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 1,321 – – – (24,965) – 51,843 28,199          

購回及註銷股份

 （包括直接費用） (351) (3,104) – – – 351 – – (7,118) (10,222)

已派末期股息（附註10） – – – – – – – – (44,582) (44,582)          

(351) (3,104) – – – 351 – – (51,700) (54,804)          

於201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29,721 262,871 359,801 41,826 112,607 8,511 (53,620) 39,853 1,313,110 2,114,680          

於2011年1月1日（經審核） 30,322 268,184 263,872 33,136 51,530 7,910 24,873 39,853 1,133,897 1,853,577          

期內溢利 – – – – – – – – 147,722 147,72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 – 51,672 – 61,077 – (22,090) – – 90,659          

期內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 51,672 – 61,077 – (22,090) – 147,722 238,381          

購回及註銷股份

 （包括直接費用） (24) (215) – – – 24 – – (529) (744)

已派末期股息（附註10） – – – – – – – – (39,387) (39,387)          

(24) (215) – – – 24 – – (39,916) (40,131)          

於201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30,298 267,969 315,544 33,136 112,607 7,934 2,783 39,853 1,241,703 2,05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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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 2011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業務現金流入淨額 69,437 67,058

  

投資活動
新存短期存款 (524,007) (441,209)
提取短期存款 241,065 278,462
新存結構性存款 16 (325,926) (182,143)
提取結構性存款 16 255,007 186,90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租賃預付款 (29,917) (21,752)
已收利息 14,799 15,698
過往年度購買租賃預付款而獲得政府補貼 7,653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
 租賃預付款所得款項 66 33,66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及
 租賃預付款支付訂金 – (2,414)

  

投資活動現金付出淨額 (361,260) (132,793)
  

融資活動
新增銀行貸款 18 708,387 329,260
償還銀行貸款 18 (666,090) (261,782)
已派股息 10 (44,582) (39,387)
已繳利息 (14,543) (15,798)
支付購回股份 (10,222) (744)
其他融資現金流量 (139) –

  

融資活動現金（付出）流入淨額 (27,189) 1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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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2012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 2011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淨額 (319,012) (54,18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 820,225 621,715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1,298 16,94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 502,511 584,474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存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502,511 584,556
 銀行透支 – (82)

  

502,511 58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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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1. 編制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所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投資物業及金融工具按適用情況以公平值計量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
告是按歷史成本為基礎作出編製。

除下文外，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財務報告一
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下列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轉讓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收回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為提供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一個例外情況，
就關於遞延稅項資產和遞延稅項負債的計量，須反映實體預計收回一資
產賬面值的方式而引致之稅務結果。具體而言，在此修訂下，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使用公平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業乃假定是透
過出售可予以收回，以計量遞延稅項，惟於若干情況下有關假設被否定
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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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2012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是以公平值模式計量投資物業。就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本之結果，經本公司董事審閱本集團投資物業組合，結論為本集團的投
資物業是以商業模式持有，其目的是為了隨時間大致上消耗投資物業包
含之整體經濟效益，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所列有關假設，因而
被否定。

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增加交易披露要求，涉及本公司截
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告中，可追索折讓票據轉讓。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是指在風險披露方面提供更大透明度，當
金融資產轉讓時，轉讓者仍保留該資產一定程度的持續披露。修訂本亦
要求，當有關金融資產轉讓於期內不是平均分佈時，需作披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所呈報金額及╱或簡明綜合財務報告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再者，於本中期業績期間，在附註11所述，本集團收到有關購買資產的
若干政府補貼。該政府補貼首要條款是本集團應購買、建造或獲得非流
動資產，則可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相關資產賬面值確認扣除，及相
關資產可於使用期內轉至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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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3. 分類資料
下列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可呈報及營運分類之分析：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未經審核）

成衣製造
及貿易 品牌業務 分類總額 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對外銷售額 931,875 303,500 1,235,375 – 1,235,375

分部間之銷售額（註） 89,456 – 89,456 (89,456) –
     

分類收入 1,021,331 303,500 1,324,831 (89,456) 1,235,375
     

業績
分類溢利（虧損） 112,140 (17,929) 94,211 (4,436) 89,775

   

財務費用 (20,758)
 

除稅前溢利 6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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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2012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3. 分類資料（續）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未經審核）

成衣製造
及貿易 品牌業務 分類總額 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對外銷售額 1,025,479 359,518 1,384,997 – 1,384,997
分部間之銷售額（註） 102,599 – 102,599 (102,599) –

     

分類收入 1,128,078 359,518 1,487,596 (102,599) 1,384,997
     

業績
分類溢利 83,901 23,575 107,476 (2,488) 104,988

   

財務費用 (17,979)
 

除稅前溢利 8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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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溢利（虧損）是指在各分類沒有分配財務費用之情況下所賺取之溢
利（虧損）。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匯報，以此計量作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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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44,300 36,248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16,895 22,45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
 租賃預付款收益（虧損） 4,074 (1,875)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569) 14,968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確認（附註11） (1,988) (25,552)
呆壞賬撥備 (782) (441)
應收共同控制企業賬項減值虧損確認 (2,170) (795)

  

58,760 45,005
  

5. 財務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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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9 15,770
 融資租約 13 28
銀行費用 2,316 2,181

  

20,758 1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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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2012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6. 稅項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支出：
 香港 (4,187) (8,12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3,852) (8,117)
 其他法定地區 (235) (623)
 中國附屬公司已分派利潤之預扣稅項 – (7,649)

  

(8,274) (24,516)
  

過往年度超額（不足）撥備：
 香港 3,000 –
 中國 (224) 55,841

  

2,776 55,841
  

遞延稅項：
 本期內 (11,676) 6,01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23,370

  

(11,676) 29,388
  

(17,174) 60,713
  

就報告而作出分析：
 有關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租賃預付款
  收益之過往年度稅項超額撥備 – 72,974
 所得稅支出 (17,174) (12,261)

  

(17,174) 6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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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6. 稅項（續）
就過往本集團年報披露，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就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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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2005/2006年之課稅年度向該等集團附屬公司發出預
計╱附加評估單╱稅務評估單（統稱「評估單」）。在進行審查期間，稅
務局或會就其後年度發出預計附加評估單予集團附屬公司。

至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根據反對1999/2000年至2005/2006年課稅年
度評估單的「有條件緩繳稅款令」，已購買約港幣98,065,000元（2011年
12月31日：港幣87,690,000元）的儲稅券。此款項已包括在簡明綜合財
務狀況表內可收回稅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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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於期內已跟隨過往撥備基準，作出香港稅項撥備。董事認
為，為此而作出之撥備是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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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2012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7.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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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63 37,445
 租賃資產 139 175
 商標攤銷（已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 – 344
 租賃預付款攤銷 1,201 1,211

43,103 39,175
存貨撥備（撥備之回撥），淨額
 （已計入「銷售成本」）* 18,570 (5,208)
自其他全面收益重分類之衍生金融工具
 收益（已計入「銷售成本」） (19,506) (16,365)
投資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4,763) (11,177)
 －其他應收賬項利息收入 (1,574) (297)
 －結構性存款利息收入 (12,710) (6,895)

  

* 當相關存貨出售時，沖回存貨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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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8.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金流量對沖：
 對沖工具公平值虧損 (8,632) (10,958)
 重分類調整至損益 (18,845) (15,043)

  

(27,477) (26,001)
物業重估收益 – 81,436
換算之匯兌差額 1,321 51,672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26,156) 107,107
  

關於其他全面收益組成之所得稅項：
 －對沖工具公平值變動╱現金流量
   對沖重分類調整至損益 2,512 3,911
 －物業重估 – (20,359)

  

2,512 (16,448)
  

除稅後，期內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23,644) 9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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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2012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計算資料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51,843 147,722
  

股數 股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97,387,121 303,101,417

  

本公司並無尚未行使潛在普通股股份，故此，於兩個期間並無呈列每股
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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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0. 股息
期內，已宣佈及派發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5
仙（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13仙），合共港幣44,582,000元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39,387,000元）予股東。

董事會宣佈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5仙（截至
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7仙），將派發予在2012年9月19日名列股
東名冊之股東。此股息宣佈時為中期報告日之後，因此，並沒有包括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負債內。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預付款及投資物業
於本中期期內，本公司董事對集團製造業務資產進行審閱及確定部份資
產因技術過時，而作全額減值。據此，確認減值虧損港幣1,988,000元。

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內，本集團品牌業務內一現金產生單位
繼續出現營運虧損，本公司董事確定此現金產生單位預期未來現金流，
將小於其賬面值及於期內，對相應租賃物業裝修、廠房及設備及傢俬及
裝置確認減值虧損港幣13,103,000元。釐定前面所述現金產生單位之可
回報金額，以使用價值計算，該計算以預期現金流，基於管理層批核之
財務預算，預算第一年後，以每年平穩增長5%推斷其後5年。該現金單
位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已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內，作全額減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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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2012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預付款及投資物業（續）
再者，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內，本公司董事決定翻新杭州寫
字樓裝修。據此，物業內賬面值港幣12,449,000元之租賃物業裝修及若
干傢俬及裝置，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內全額撇銷。

於本中期期內，本集團就2011年購買租賃預付款，獲政府補貼港幣
14,227,000元。該政府補貼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租賃預付款賬面值
確認扣除，及確認於相關土地使用期內。

本集團於2012年6月30日及2011年12月31日以公平值入賬之投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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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新昌信安達資產評估有限公司，按其估值基準進行評估。投資物
業公平值增加港幣44,300,000元（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
36,248,000元）已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損益內直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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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2. 衍生金融工具
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財務資產
現金流量對沖
 －利率掉期 – 9
 －外幣遠期合約（註i） 3,281 14,574

  

3,281 14,583
  

其他衍生工具（非按對沖會計法）
 －雙重貨幣遠期合約 4,341 1,684
 －觸及失效遠期合約 – 1,211
 －限額遠期合約 55,206 58,005

  

59,547 60,900
  

62,828 75,483
  

財務負債
現金流量對沖
 －利率掉期 627 441
 －外幣遠期合約（註i） 56,272 40,284

  

56,899 40,725
  

其他衍生工具（非按對沖會計法）
 －雙重貨幣利率掉期（註ii） 8,669 –
 －限額遠期合約 7,399 7,676
 －雙重貨幣遠期合約 – 7,363
 －雙重貨幣觸及失效遠期合約 – 705

  

16,068 15,744
  

72,967 56,469
  

就報告而作出分析如下：
 非流動資產 3,922 –
 流動資產 58,906 75,483

  

62,828 75,483
  

　非流動負債 48,116 52,234
　流動負債 24,851 4,235

  

72,967 5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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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2012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2. 衍生金融工具（續）
註：

(i) 外幣遠期合約

於本中期期內，本集團如截至2011年12月31日年度財務報告之披露，繼續訂立外幣遠期合
約，以管理集團內預期外幣銷售帶來之外幣風險。於報告日，本集團未結匯外幣遠期合約
4.8億美元（2011年12月31日：3.2億美元），出售美元折換人民幣，以匯率人民幣6.251元
至人民幣6.442元（2011年12月31日：人民幣6.251元至人民幣6.42元）折換1美元，由2012
年7月至2014年12月到期（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

(ii) 雙重貨幣利率掉期

該金額為雙重貨幣利率掉期合約之公平值。根據掉期合約條款，本集團將於2014年1月20
日，按本金港幣7,000萬元以固定年利率1%，支付利息。始於2014年1月20日至2019年1月
20日，本集團將每年按本金港幣7,000萬元以固定年利率2.1%，支付利息。相對，本集團將
於2012年4月20日至2019年1月20日每季度，按本金港幣7,000萬元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浮
動利率，收取利息。同時，本集團將每年，按本金9,014,000美元以合約內列明公式計算浮
動利率，支付或收取利息，期間本集團有可能支付年利率上限為2%。

上列衍生工具於報告日以公平值計量。其公平值按財務機構提供之評估
而釐定，於結算日以引述的利率及遠期兌換率，基於可得收益曲線以折
讓之預期現金流現值作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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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3. 應收賬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一般數期為30至90日。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賬項扣除呆壞賬撥備淨額，按發票日呈列之賬
齡分析如下：

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0日內 330,573 359,834
91至180日 38,733 46,176
181至360日 4,730 2,616
360日以上 692 277

  

374,728 408,903
  

於報告期末，應收票據港幣37,629,000元（2011年12月31日：港幣
53,959,000元）賬齡為90日內及餘額港幣4,857,000元（2011年12月31
日：無）賬齡為91至180日。應收票據中約港幣31,541,000元（2011年12
月31日：港幣43,422,000元）為可追索折讓票據，已包括於附註18銀行
貸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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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2012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4.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於本中期期內，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賬項中，包括出售若干物業、
廠房及設備及租賃預付款之未結算所得款項港幣8,642,000元（2011
年12月31日：無），及就2011年購買租賃預付款而獲得政府補貼港幣
6,574,000元（2011年12月31日：無）。前面所述應收政府補貼，已於
2012年7月收到。

15. 應收及應付共同控制企業賬項
應收及應付共同控制企業賬項為無抵押、免息及可按要求償還。所有應
收及應付共同控制企業賬項為貿易性質及賬齡為90日內（2011年12月31
日：90日內）。

16. 結構性存款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訂立若干保本結構性存款總額人民幣264,000,000
元（相約港幣325,926,000元）（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人民幣
153,000,000元（相約港幣182,143,000元）），將於2013年1月及4月到
期。結構性存款於首次確認時，指定為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收益年
利率由3%至6%，取決於相關合約生效日至到期日內，國際外匯市場上
歐元及澳元兌換美元的即期兌換匯率，是否界乎相關合約指定若干範圍
內。發行銀行有權提前以償還本金及任何到期前應計利息，贖回結構性
存款。於本中期期間，已結算到期結構性存款賬面值人民幣206,555,000
元（相約港幣255,007,000元）（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人民幣
157,000,000元（相約港幣186,905,000元））。

於報告期末，結構性存款按相應發行銀行提供之評估報告，以公平值列
賬。公平值按有關的利率及兌換匯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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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7. 應付賬項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項按發票日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 2011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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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日內 86,380 131,732
 91至180日 10,103 5,082
 181至360日 2,671 1,965
 360日以上 7,426 4,526

  

106,580 143,305
購貨預提 185,021 161,652

  

291,601 304,957
  

平均採購信貸數期為90日。

18. 銀行貸款
於本中期期內，本集團獲得由不同銀行批出多份新銀行貸款，金額約港
幣7.08億元（截至2011年6月30日6個月止：約港幣3.29億元）及償還約
港幣6.66億元（截至2011年6月30日6個月止：約港幣2.62億元）。該等貸
款利息，按市場年利率由1.24%至3.22%（2011年12月31日：1.18%至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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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9. 股本
股數 金額

千位數 港幣千元
每股港幣0.10元之普通股份：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1年12月31日及
  2012年1月1日（經審核） 300,724 30,072
 購回及註銷股份 (3,510) (351)

  

 於201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297,214 29,721
  

 於2011年1月1日（經審核） 303,222 30,322
 購回及註銷股份 (244) (24)

  

 於201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302,978 30,298
  

20. 資本承擔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承擔已簽訂合同但未計入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之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性開支港幣6,430,000元（2011年12月31
日：港幣4,43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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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21. 與關連人士之交易
期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交易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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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及製成品 8,121 15,556
向共同控制企業銷售原材料及製成品 2,888 3,356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註） 5,900 5,798

  

註：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期內之酬金，由薪酬委員會按個別表現及市場趨勢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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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通過宣佈派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港幣5仙（截
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7仙），按照發行股數，合共港幣14,861,000
元（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21,208,000元），予2012年9月19日名
列股東名冊之股東，該股息將於2012年9月28日或前後支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2012年9月17日（星期一）至2012年9月19日（星期三）止，包括首
尾兩天在內，暫停接受辦理股票登記手續。為確保可享有此中期股息，所有股
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12年9月14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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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會計期間，除以下所述偏離外，本公司已應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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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前稱為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的原則及適用守則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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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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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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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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聯交所購回本公司面值每股港幣0.10元之3,510,000股（截至
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244,000股），詳情如下：

購回月份
購回

股份數目

每股股份
已付

最高價格

每股股份
已付

最低價格

已付
作價總額
（包括

直接費用）
港元 港元 港元

2012年1月 3,510,000 2.90 – 10,222,561
  

上述購回股份已於期內被註銷，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亦按照已註銷股份之面
值相應減少。與註銷股份之面值相等之數額亦從本公司之累積盈利中撥入股本
贖回儲備中。

期內，董事會乃根據股東授權購回股份，並以加強本集團的資產淨值及每股盈
利，使本公司股東得益。

除上述所披露外，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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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期報告

賬目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資料及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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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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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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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已記錄存置於本公司的登記冊，或根據
上市規則的標準守則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i)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附註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
普通股份

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附註3）

林富華 實益擁有人 個人 1,706,000 0.57%
1,2 其他權益 其他 144,919,986 48.76%

蘇少嫻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824,309 0.95%

(ii) 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附註
相聯
法團名稱

與本公司
之關係 身份

所持
普通股份

數目

佔相聯法團
已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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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7,567股普通股份之權益。林先生被視為該信託之創
立人。

3. 於2012年6月30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為297,213,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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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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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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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02年3月26日採納的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舊計劃」）已於2012年3月25日
到期。於2012年5月30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股東批准採納
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有關條款與舊計劃之條款大致相若。在舊計
劃之後，新計劃之目的是為(a)提供另一種方法，認同僱員、行政人員及非執行
董事之貢獻或服務；(b)加強本集團與其僱員及行政人員之關係；(c)招攬並挽留
主要及重要僱員及行政人員；及(d)鼓勵僱員及行政人員致力為本集團日後之發
展及擴充而服務。除被終止或修訂外，新計劃有效期為10年至2022年5月29日
止。

根據舊計劃，截至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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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舊計劃及採納新計劃後，並無授出、行使、取消或失效之購
股權。

除舊計劃及新計劃外，截至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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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30日，下列主要股東（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已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36條已記錄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中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或淡倉：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附註 身份
所持

普通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附註3）

Hinton Company Limited 1 實益擁有人 108,802,419 36.61%
High Fashi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1 實益擁有人 36,117,567 12.15%
Fundpartner Solutions 
　(Europe) SA 2 投資經理 14,904,000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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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項權益是代表Worldwide Fund, Fcp Sif, Global Equities Sub Fund持有。

3. 於2012年6月30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為297,213,550股。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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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資料變更
自本公司2011年年報刊發後直至本報告日止，概無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
條之規定須披露的本公司董事資料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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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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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少嫻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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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委員會
林富華先生（主席）
陳華叠先生
楊國榮教授
胡經緯先生
黃紹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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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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