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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摘要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營業額（百萬港元） 2,773.9 2,487.0 +11.5% 
毛利（百萬港元） 1,519.7 1,331.9 +14.1% 
經營盈利（百萬港元） 408.7 356.9 +14.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百萬港元） 261.4 258.4 +1.1%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5.96 15.78 +1.1% 
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3.0 2.5 +20.0%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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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達芙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

零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773,900 2,487,039
銷售成本  (1,254,227) (1,155,127)
  ───────── ─────────
毛利  1,519,673 1,331,912
其他收入  20,035 9,537
其他虧損 - 淨額  (25,811) (1,052)
銷售及分銷開支  (977,332) (843,139)
一般及行政開支   (127,828) (140,385)
  ───────── ─────────
經營盈利 4 408,737 356,873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 認股權證  (28,504) -
財務成本   (5,905) (5,93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盈利   146 137
  ───────── ─────────
除所得稅前盈利  374,474 351,079
所得稅開支 5 (109,492) (91,344)
  ───────── ─────────
期內盈利   264,982 259,735
  ═════════ ═════════
   
以下各方應佔盈利：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61,384 258,429
- 少數股東權益   3,598 1,306

  ───────── ─────────
  264,982 259,735
  ═════════ ═════════
   
中期股息 6 49,137 40,947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 7   
   - 基本 (港仙)  15.96 15.78
  ═════════ ═════════

- 攤薄 (港仙)  15.90 15.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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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盈利  264,982 259,735
   
其他全面收入   
  貨幣匯兌差額  19,123 89,685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84,105 349,420
  ═════════ ═════════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80,225 346,711
  - 少數股東權益  3,880 2,709
  ───────── ─────────
  284,105 349,4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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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未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27,858 39,447
土地使用權  52,030 44,944
固定資產  575,828 574,735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2,772 3,134
可出售之金融資產  33,624 33,624
長期租金按金及預付款項  77,348 87,703
遞延稅項資產  40,007 31,771
  ────── ──────
  809,467 815,358
  ------------- -------------
流動資產   
存貨  1,135,456 1,355,280
貿易應收賬款 8 179,659 162,967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427,892 480,79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09,332 147,962
  ────── ──────
  2,852,339 2,147,003
  -------------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9 457,759 397,00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86,942 221,368
應繳稅項  219,929 165,325
銀行貸款  16,433 270,655
衍生金融工具 – 認股權證  108,549 -
  ────── ──────
  989,612 1,054,354
  ------------- -------------
流動資產淨值  1,862,727 1,092,649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72,194 1,908,007
  ═══════ ═══════
資金來源：   
股本  163,789 163,789
儲備  1,948,013 1,690,744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2,111,802 1,854,533
少數股東權益  36,902 36,765
  ────── ──────
總權益  2,148,704 1,891,298
  ------------- -------------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504,659 -
應付特許權使用費  17,039 15,154
遞延稅項負債  1,792 1,555
  ────── ──────
  523,490 16,709
  ------------- -------------
   
總權益及非流動負債  2,672,194 1,908,0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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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中期賬目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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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編製。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而

有關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

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及二零零八年全年業績呈列方式之變動。營業額及銷售及分銷開支已增加

138,402,000 港元，惟對本集團之淨盈利及財政狀況並無影響。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說明本集團於本期間採納之會計政策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於該等年度財務報表內所述）所採用是一致的。 

 

(a)  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券可按持有人選擇兌換為權益股本，在兌換時將發行之股份數目及將收取之代價價值

不會改變，並列作包含負債部份及權益部份之複合金融工具入賬。 

 

於首次確認時，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份按相等之不可換股債券的市場息率釐定。所得款項餘額

分配為兌換撰擇權之權益部份。有關發行複合金融工具之交易成本按所得款項之比例分配至負

債及權益部份。 

 

負債部份其後按攤銷成本列賬，並以實際利率法計算，直至獲兌換或到期時為止。權益部份於

扣除任何稅項影響後於權益確認。 

 

當債券獲兌換時，有關權益部份以及於兌換時負債部份之賬面值轉撥至所發行股份之權益及股

份溢價。當債券獲贖回時，有關權益部份轉撥至保留盈利。 

 

(b)  認股權證 

 

認股權證被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衍生金融工具。其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或虧損於損

益表確認。有關發行認股權證之交易成本乃於其產生財政期間於損益表支銷。 
 

(c)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準則 

 

 以下為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務年度首次強制採納之新準則及準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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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該經修訂準則禁止在權益變動表中

呈列收入及支出項目（即「非擁有人權益變動」），並規定「非擁有人權益變動」必須與

擁有人權益變動分開呈列。所有非擁有人權益變動將須在業績報表中呈列。本集團已選擇

呈列兩份報表：一份損益表及一份全面收入表。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經修訂披露要求編

製。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經營分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替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4

號「分部報告」。該新準則規定以「管理方法」，將分部資料按內部報告所使用之相同基

準呈列。經營分部報告之呈列方式將與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之內部報告一致。該等變動

導致本集團重新分類可呈報分部，惟對本集團之已報告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任何影響。因

此，承如分部資料中（附註 3）所披露，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比較數字均已於新呈報分部下

呈列。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金融工具：披露」的修訂。該修訂提高了關於公平值計量的披

露要求並加強了現有的關於流動性風險的披露原則。該修訂引入了將公平值計量分為三個

層次披露的要求，並規定對屬 低層次的金融工具需要作出一些特定的量化披露。該修訂

還要求實體對公平值計量的相對可靠性提供額外的披露。該等披露有助改善實體之公平值

之影響計量之可比較性。此外，本修訂闡明並強調了現有的對流動性風險的披露要求，主

要是要求對衍生及非衍生金融負債進行單獨的流動性風險分析。本公司將在截至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務報表中作出額外的相關披露。 
 

以下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須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強制採納，惟對本集

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修訂本）「借貸成本」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財務工具：呈列」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所產

生之責任」 

•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號（修訂本）「投資物業」（及隨之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所作出之

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本）「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9 號（修訂本）「重新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本）「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3 號「客戶忠誠計劃」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5 號「房地產建築協議」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6 號「對沖海外業務投資淨額」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分銷鞋類及服飾產品。 
 
 主要營運決策人為執行董事。執行董事主要以業務觀點（即品牌業務、製造業務及貿易業務）

來審閱本集團的財務資料。可呈報分部按執行董事審閱資料之方式分類。 
 
 經營分部間之銷售按相當於該等以公平原則交易之條款進行。執行董事根據分部之除利息、稅

項及任何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或虧損前盈利評估經營分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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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主要不包括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資產，彼等
均被集中管理。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按可呈報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經營業績分析如
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品牌業務 製造業務 貿易業務 
分部間  
對銷      本集團

 達芙妮 鞋櫃 代理品牌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客戶收益 1,957,779 432,927 162,026 17,679 203,489 - 2,773,900
分部間收益 - - - 501,674 29,989 (531,663) -
 ────── ────── ────── ────── ────── ────── ──────
總分部收益 1,957,779 432,927 162,026 519,353 233,478 (531,663) 2,773,900
 ══════ ══════ ══════ ══════ ══════ ══════ ══════
分部業績 384,103 55,402 (43,102) 24,520 (2,461) 3,364 421,826
    
來自非上市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收入   1,500
未分配企業開支   (14,589)
   ──────
經營溢利    408,737
    ══════
商譽減值 - - 10,606 - - - 10,606
 ══════ ══════ ══════ ══════ ══════ ══════ ══════
折舊及攤銷 41,548 9,320 4,604 7,326 127 - 62,925
 ══════ ══════ ══════ ══════ ══════ ══════ ══════
資本開支 59,829 11,682 6,394 2,173 - - 80,078
 ══════ ══════ ══════ ══════ ══════ ══════ ══════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品牌業務 製造業務 貿易業務 
分部間    
對銷      本集團

 達芙妮 鞋櫃 代理品牌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客戶收益 1,724,701 260,991 189,134 - 312,213 - 2,487,039
分部間收益 - - - 617,756 38,696 (656,452) -
 ────── ────── ────── ────── ────── ────── ──────
總分部收益 1,724,701 260,991 189,134 617,756 350,909 (656,452) 2,487,039
 ══════ ══════ ══════ ══════ ══════ ══════ ══════
分部業績 346,969 28,557 4,479 818 (5,217) (5,395) 370,211
    
來自非上市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收入   1,50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遠期合約   (2,074)
未分配收入   1,394
未分配開支   (14,158)
   ──────
經營溢利    356,873
    ══════
折舊及攤銷 35,331 5,655 4,459 12,124 268 - 57,837
 ══════ ══════ ══════ ══════ ══════ ══════ ══════
資本開支 88,858 8,019 11,453 5,073 56 - 113,459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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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重新評估可呈報分部，致使營運收益於品牌業務、製造業務及貿易業務
內報告。比較數字已經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 

 
 品牌業務之對外客戶收益主要來自中國，而製造業務及貿易業務之對外客戶收益主要來自其他

國家。 
 
 本集團按可呈報分部劃分之資產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品牌業務 製造業務 貿易業務       本集團

 達芙妮 鞋櫃 代理品牌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821,012 543,069 256,673 375,407 46,915  3,043,076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2,772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33,624
遞延稅項資產   40,007
未分配企業資產   542,327
   ──────
總資產   3,661,806
   ══════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品牌業務 製造業務 貿易業務       本集團

 達芙妮 鞋櫃 代理品牌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590,088 484,292 312,818 432,798 73,261  2,893,25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3,134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33,624
遞延稅項資產   31,771
未分配企業資產   575
   ──────
總資產   2,962,361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之非流

動資產主要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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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盈利 
 
 經營盈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攤銷 819 289
 特許使用權攤銷 983 430
 已售存貨成本（包括滯銷存貨撥備 26,537,000 港元（二零零八

年：6,190,000 港元）） 1,115,108 911,372
 固定資產折舊 62,106 57,548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257,880 273,42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遠期合約 - 2,074
 商譽減值 10,606 -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1,679 5,669
  ═══════ ═══════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行所得稅－香港以外地區 117,286 100,068
 遞延稅項 (7,794) (8,724)
  ────── ──────
  109,492 91,344
  ══════ ══════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盈利，故並無在賬目內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香港以外

地區產生之所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盈利，按本集團

經營業務所在國家或地方之適用稅率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就本集團旗下各實體的應課稅收入按法定稅率 25%（二零零八年：25%）計

算撥備，惟本公司在中國營運之若干附屬公司合資格享有若干稅項豁免及寬減，包括於期內之

免稅期及降低企業所得稅率。因此，此等附屬公司之中國企業所得稅已於計及此等稅項豁免及

寬減後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外國投資者從位於中國之外商投資企業所獲得之股息須按照 10%的稅

率徵收扣繳稅。該規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適用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始

累計可供分配利潤。倘中國政府與該外國投資者所處國家或地區政府存在稅收安排，可適用較

低之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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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期股息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0 港仙（二零零八年：2.5 港仙），合共 49,137,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

：40,947,000 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 3.0 港仙（二零零八年：2.5 港仙），合共 49,137,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

40,947,000 港元）。此擬派股息並無於中期賬目中反映為應付股息，惟將反映為截至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盈利分派。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盈利 261,384,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

258,429,000 港元）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已發行普通股 1,637,892,384 股（二

零零八年：1,637,892,384 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經計及兌換可換股債券後，根據經調整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263,477,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258,429,000 港元）及經調整普通股 1,656,631,063 股（二零零八年：

1,637,892 ,384 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261,384 258,429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之利息，已扣除稅項 2,093 -
  ──────── ───────
 經調整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263,477 258,429 
  ════════ ═══════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股份數目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1,637,892,384 1,637,892,384
 兌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 18,738,679 -
  ────────── ──────────
 就攤薄影響而調整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56,631,063 1,637,892,384
  ══════════ ══════════

 
 認股權證為反攤薄影響，故並不包括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之計

算中。 
 
由於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平均市價，故於該等期間之尚未行使購股權並無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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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應收賬款 
   
 按發票日期統計之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163,844 152,548
 31    至   60 日 8,075 4,642
 61    至   90 日 1,611 2,105
 91    至   120 日 2,059 1,468
 121  至   180 日 1,013 1,394
 181  至   360 日 2,958 461
 360 日以上 99 349
  ───── ─────
  179,659 162,967
  ══════ ══════
 
 本集團一般給予購貨客戶平均 30 至 60 日信貸期， 惟主要及長期客戶之特別延長信貸期則由

本集團與有關客戶雙方協定。 

 
9 貿易應付賬款 
 
 按發票日期統計之貿易應付賬款包括應付關連人士款項結餘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208,467 166,462 
 31    至   60 日 139,206 116,134 
 61    至   90 日 93,372 94,624 
 91    至   120 日 4,536 8,758 
 121  至   180 日 1,929 1,424 
 181  至   360 日 5,251 4,723 
 360 日以上 4,998 4,881 
  ─────── ─────── 
  457,759 397,0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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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受到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之影響，所有零售企業於2009年首幾個月因市況不明朗而面臨

種種挑戰。集團採用合適的推廣策略以迎合農曆新年較旺盛的市道，使首季達至符合預期之業務增

長。業務自第二季開始有復甦的跡象，集團繼續審慎擴展兩個名譽卓越的自有品牌「達芙妮」和「鞋

櫃」。憑藉其廣泛的銷售網絡，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取得令人滿意的業績。今

年整體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強勁的表現下，仍錄得令人滿意的增長，而盈利能力亦得以維持，充分顯示

集團具備成為鞋業翹楚的實力及龐大潛力。集團代理的高檔國際鞋類品牌「Arezzo」、「Sofft」及

「Born」於回顧期內的表現亦符合預期。配合淡出運動服飾業務的決定，集團已結束部分相關銷售

點，尤其是虧損店，以致該業務的營業額貢獻度下降。  

 

於回顧期內，品牌業務佔集團營業額的92% (二零零八年: 87%)。憑藉有效的市場推廣策略，加上品牌

業務日漸擴大所帶來的經濟規模效益，集團面對中國大陸市況疲弱，仍能成功提升其盈利。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在中國大陸及台灣三十一個省及直轄市擁有接近4,000個「達芙妮」、

「鞋櫃」、「adidas」、 「Nike」、「Arezzo」、「Sofft」及「Born」品牌之銷售點。集團亦在次級城

市建立更多銷售點，目標是提高市場滲透率、增加收益以及提升整體盈利能力。 
 
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銷售點分佈如下： 
 
 自有品牌 代理品牌  總計

 達芙妮 鞋櫃 運動服飾 鞋類  
   
華東地區 1,179 299 31 9  1,518
華中地區 463 114 24 2  603
華南地區 411 97 12 -  520
東北地區 352 91 18 -  461
華北地區 272 63 23 1  359
西南地區 207 34 5 -  246
西北地區 137 29 2 -  168
台灣 56 - - -  56
 ───── ───── ───── ─────  ─────
總計 3,077 727 115 12  3,931
 ═════ ═════ ═════ ═════  ═════
 
「達芙妮」 
 
於回顧期內，集團謹慎選取合適地點，增設 228 個達芙妮銷售點，繼續擴充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銷售

網絡。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達芙妮」經營 1,845 間店舖、655 個專櫃及 577 個加盟零售點。品

牌表現符合預期並錄得同店銷售增長率約為 1%。受惠於經濟規模效益，其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比較增

加 13.5%，成績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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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芙妮按銷售渠道之銷售點分析如下： 
 

於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直接經營店舖  

- D18 341 347 -6
- D28 1,366 1,331 +35
- D18 及 D28 138 137 +1
 ─────── ─────── 
 1,845 1,815 +30
 ----------- ----------- 
  
直接經營專櫃  

- D18 125 115 +10
- D28 475 441 +34
- D18 及 D28 55 60 -5
 ─────── ─────── 
 655 616 +39
 ----------- ----------- 
加盟零售點          577 418 +159
 ----------- ----------- 
總數 3,077 2,849 + 228
 ══════ ══════ 
 
在台灣，集團致力控制租金成本和改善供應鏈管理，令區內業務的經營虧損較去年同期收窄。於回顧

期內，集團只增加了兩個專賣店舖以及經營共 56 個銷售點，集團相信台灣業務於不久將來可達到收

支平衡。 

 
集團繼續為「達芙妮」實行有效的市場行銷策略，由人氣女子組合「S.H.E」及劉若英小姐繼續分別出

任「達芙妮 D18」及「達芙妮 D28」的代言人。於回顧期內，她們以代言人身份經常參與不同活動，

持續提升品牌知名度。經考量致力於提升品牌知名度之同時，亦需維持盈利能力，集團審慎控制廣告

及宣傳開支，導致廣告及宣傳開支較去年同期減少。 
 
「鞋櫃」 
 
集團另一個核心品牌「鞋櫃」的表現超乎預期。該品牌於回顧期內增設111個銷售點，店舖總數於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增至727個，營業額顯著上升65.9%，以及同店銷售增長率亦達15%。「鞋櫃」仍

然為本集團的主要增長動力，該品牌繼續大受消費者歡迎，營業額和利潤率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集

團預期該品牌在可見將來會繼續蓬勃發展和迅速擴大規模。 

 

代理品牌及其他 
 
配合集團逐漸淡出運動服飾業務以專注發展女鞋業務的策略，集團經營的運動服飾品牌產品包括 

「adidas」及「Nike」的店舖數目減少導致營業額下降。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末，集團共經營107個 

「adidas」及8個「Nike」銷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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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為國際中高檔女鞋品牌「Arezzo」、「Sofft」及「Born」於期內只增設了一個銷售點，貫徹向消

費者逐步推廣國際時尚鞋類品牌的計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為該三個品牌共經營12個銷

售點。集團預期國際中高檔鞋類品牌將會在經濟復甦時帶來貢獻，重拾升軌。 

 

於回顧期內，儘管外銷訂單數目因消費市道不明朗而減少，但集團的產品製造及銷售業務總體來說仍

然錄得盈利。由於該業務容易受到市況轉變所影響，為減輕該業務對整體表現的影響，集團已致力降

低該業務的外銷營業額佔集團整體表現的比重。 

 

引入美國德太投資有限公司 (“TPG”) 策略性投資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集團與 TPG 達成協議，據此 TPG 同意以人民幣 5.5 億元認購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到

期的可換股債券附 1 億單位認股權證，作為策略性投資。若所有可換股債券獲全數轉換及認股權證獲

全數行使，TPG 將持有 278,510,572 股之公司股份，相等於公司經擴大後股本的 14.5%。 

 

為配合達芙妮加強企業管治水平的目標，TPG 的加盟無疑有助進一步提升其企業治理水平及透明度。 

 

另外，本公司已委任 TPG 董事總經理馬雪征女士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在 TPG 的專業意見指導下，

集團現已積極加強供應鏈系統，致力於短期至中期內提高營運效益。此外，透過此策略夥伴關係，集

團既可鞏固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地位，同時亦可長遠發展成為世界級企業。 

 

自 TPG 注入資金後，集團現處於淨現金狀態。集團對其品牌業務的未來前景深表樂觀，亦會在適當時

機發掘或物色可助擴大市場佔有率及業務版圖的任何機會。 

 
 
財務回顧 
 
業績表現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營業額增加11.5%至2,773.9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2,487.0 

百萬港元）及錄得經營盈利408.7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356.9百萬港元），包括期內發出的認股權證

之公平值虧損，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微升至261.4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258.4百萬港元）。每股基本

盈利為15.96港仙（二零零八年：15.78港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按可呈報分部劃分之主要業務表現總結如下： 
 

品牌業務  

達芙妮 鞋櫃 代理品牌 
製造業務 貿易業務 

(百萬港元)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對外客戶收益 1,957.8 1,724.7 432.9 261.0 162.0 189.1 17.7 - 203.5 312.2
分部間之收益 - - - - - - 501.7 617.8 30.0 38.7
分部總收益 1,957.8 1,724.7 432.9 261.0 162.0 189.1 519.4 617.8 233.5 350.9

毛利 1,162.7 1,045.5 235.0 142.5 42.4 86.3 64.7 43.4 11.5 19.7

經營盈利/(虧損) 384.1 347.0 55.4 28.6 (43.1) 4.5 24.5 0.8 (2.5) (5.2)

 
期內，品牌業務來自集團外的顧客之總收入為 2,552.7 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2,174.8 百萬港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 17.4%。另一方面，來自原設備製造客戶的收入於二零零九上半年下降 29.2%至 221.2

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312.2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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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指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平均存貨週轉期 (日) (附註一) 180 182
平均應收帳週轉期 (日) (附註二) 11 13
平均應付帳週轉期 (日) (附註三) 86 79
現金循環天數 (日) (附註四) 105 116
資本開支 (百萬港元) 80.1 113.5
實際稅率 (%) 29.2 26.0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百萬港元) 1,109.3 148.0
銀行貸款 (百萬港元) 16.4 270.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百萬港元) 2,111.8 1,854.5
資產流動比率 (倍) (附註五) 2.88 2.04
淨負債比率 (%) (附註六) 淨現金 6.6
 
附註︰ 
 
一、 平均存貨週轉期(日)乃按期初及期末存貨之平均結餘除以銷售成本乘以回顧期內之日數計算。 

二、 平均應收帳週轉期(日)乃按期初及期末應收帳款平均結餘除以營業額乘以回顧期內之日數計算。 

三、 平均應付帳週轉期(日)乃按期初及期末應付帳款平均結餘除以採購額乘以回顧期內之日數計算。 

四、 現金循環天數(日)乃按回顧期內平均存貨週轉期(日)加上平均應收帳週轉期(日)扣除平均應付帳

週轉期(日)計算。 

五、 資產流動比率(倍)乃根據於回顧期末之流動資產總額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六、 淨負債比率(%)乃根據於回顧期末之淨負債(即總銀行貸款和可換股債券總額扣除總現金和現金

等價物總額)除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人民幣、港元、美元及新台幣為結算單位，總

值為1,109.3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8.0百萬港元），未動用銀行融資額度則為

320.7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2.3百萬港元）。集團之資產流動比率由於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2.04倍提升至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2.88倍。集團預計未來業務運作與發展

將會以經營現金流入及銀行貸款融資。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淨負債比率為淨現金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6%)，此乃根

據淨負債（即銀行貸款16.4百萬港元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0.7百萬港元) 和可換股債券504.7

百萬港元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之總額扣除現金和現金等價物1,109.3百萬港元 (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8.0百萬港元) 之總額）除以權益持有人2,111.8百萬港元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1,854.5百萬港元) 計算。於回顧期內，所有銀行貸款均以浮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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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風險管理 
 
集團之貨幣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港元、美元及新台幣為結算單位。如有需要，匯率波動

所產生之外匯風險將由集團利用外匯遠期合約加以調控。 
 
資產扺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銀行貸款為 16.4 百萬港元均無抵押。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短期銀行貸款為 92.5 百萬港元以賬面淨值 32.5 百萬港元之若干租賃樓宇及賬面值為零之可出售之上市

金融資產作抵押。 

 
重大資本投資 
 
期內，集團的總資本性開支為 80.1 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113.5 百萬港元)，主要用於擴展分銷網絡。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於香港、台灣及中國之僱員人數超過21,500人（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21,000人）。回顧期內，員工開支為257.9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273.4百萬港元）。集團一

向重視人力資源並深明留聘優質人才的重要性，所提供之薪酬及福利乃參考市場水平及員工個人資歷

而定。此外，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強積金、醫療保障、員工購物折扣及培訓課程。 
 
未來展望 
 
雖然上半年度的擴充步伐較預期快，然而鑑於集團有能力在任何市況下保持增長，集團將維持原訂計

劃，維持二零零九年全年增設 350 個「達芙妮」及 250 個「鞋櫃」銷售點的目標，從而促進品牌業務

的發展，特別是在次級城市的發展。透過加強供應鏈系統以達致有效策劃，集團致力提升同店銷售增

長率，並準備在下半年經濟好轉時把握更多良機。集團將加快在各市場的擴充速度，並充分利用龐大

的國內銷售網絡。憑藉備受注視的品牌及持續的行銷推廣及宣傳攻勢，集團將積極考慮發展更多產

品，以及開拓更多與其他著名品牌合作的機會，從而加強產品陣容及收入來源。基於明確目標及策

略，集團將繼續致力為股東帶來可觀回報。 
 
 

中期股息 
 

董事會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議決宣派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 3.0 港仙(二零零八年：2.5 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或之前派發予於二零零九

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四時正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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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至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八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享有宣派之中期股息，股東 遲須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五日下午四時正前將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 號金鐘匯中心 26 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

內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守則」)之規定。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各

董事在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所載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

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有關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中期賬目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委員會認為有關賬目已遵從適用之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所有

法列規定，並已作充分披露。 

 

刊登中期業績及報告 
 

本 業 績 公 佈 刊 登 於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網 址 (http://www.hkex.com.hk) 及 本 公 司 網 址

(http://www.daphneholdings.com)。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

可於上述網址查閱。 

 

 

 

 

承董事會命 

達芙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陳英杰 

主席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陳英杰先生、陳賢民先生、張智凱先生及張智喬先生、非執
行董事馬雪征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蕭溪明先生、黃順財先生及郭榮振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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