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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APH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達 芙 妮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0)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二零一零年中期業績摘要 

    
 營業額增長 15%至 3,183.1 百萬港元 

 
 毛利上升 19%至 1,813.4 百萬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利 
 增加 13%至 326.4 百萬港元（不計入 136.4 百萬港元之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 
 下跌 27%至 190.0 百萬港元（計入 136.4 百萬港元之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 

 
 每股基本盈利 
 上升 13%至 19.93 港仙（不計入 136.4 百萬港元之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 
 下降 27%至 11.60 港仙（計入 136.4 百萬港元之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 

 
 擬派中期股息每股 6.0 港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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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連同二零零九年同期之比較

數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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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183,105 2,773,900 
銷售成本  (1,369,707) (1,254,227)
  ───────── ─────────
毛利  1,813,398 1,519,673 
其他收入  38,730 20,035 
其他虧損 - 淨額  (11,303) (25,81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145,368) (977,332)
一般及行政開支   (216,493) (127,828)
衍生金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 認股權證  (136,359) (28,504)
財務成本   (21,835) (5,905)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盈利   255 146 
  ───────── ─────────
除所得稅前盈利 3 321,025 374,474 
所得稅開支 4 (124,483) (109,492)
  ───────── ─────────
期內盈利   196,542 264,982 
  ═════════ ═════════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90,038 261,384 
非控制性權益   6,504 3,598 

  ───────── ─────────
  196,542 264,982 
  ═════════ ═════════
    
每股盈利 5   
基本 (港仙)  11.60 15.96 

  ═════════ ═════════
攤薄 (港仙)  11.28 15.90 

  ═════════ ═════════
    
中期股息 6 98,274 49,1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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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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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盈利  196,542 264,982 
    
貨幣匯兌差額  17,387 19,123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13,929 284,105 
  ═════════ ═════════
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07,404 280,225 
非控制性權益  6,525 3,880 

  ───────── ─────────
  213,929 284,1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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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附註

未經審核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零零九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無形資產  132,224 26,875 
土地使用權  49,494 43,498 
固定資產  600,378 560,594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2,957 3,262 
可出售金融資產  63,183 33,624 
長期租金按金及預付款項  86,007 92,420 
遞延所得稅資產  44,319 41,466 
  ────── ────── 
  978,562 801,739 
  ------------- ------------- 
流動資產    
存貨  929,219 889,319 
貿易應收賬款 7 195,536 181,253 
其他應收賬款、按金及預付款項  435,928 442,731 
己抵押銀行存款  - 2,915 
存款期超過三個月之銀行存款  34,440 78,000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2,067,075 1,544,851 
  ────── ────── 
  3,662,198 3,139,069 
  ------------- ------------- 
流動負債    
貿易應付賬款 8 619,463 385,31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99,587 271,602 
應繳所得稅  194,478 206,764 
銀行貸款  10,647 14,567 
衍生金融工具 – 認股權證  423,840 284,261 
  ────── ────── 
  1,548,015 1,162,511 
  ------------- ------------- 
流動資產淨值  2,114,183 1,976,558 
  ------------- -------------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3,092,745 2,778,297 
  ═══════ ═══════ 
資金來源：    
股本  163,789 163,789 
儲備  2,191,226 2,039,109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2,355,015 2,202,898 
非控制性權益  171,401 39,027 
  ────── ────── 
總權益  2,526,416 2,241,925 
  ------------- ------------- 
非流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530,631 515,625 
應付特許權使用費  18,743 17,85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597 2,897 
其他非流動負債  15,358 - 
  ────── ────── 
  566,329 536,372 
  ------------- ------------- 
總權益及非流動負債  3,092,745 2,778,2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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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中期賬目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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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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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此等簡明綜合中

期賬目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全年賬目所

用者符合一致，惟若干比較數字經已重新分類以符合本期間呈列方式之變動。 

  

於二零一零年，本集團採納下列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經修訂) 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 (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 (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 (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 (修訂本) 集團以現金結算的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 (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7 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金資產
香港詮釋第 4 號 (修訂本) 就香港土地租賃釐定租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 號作為對二零零八年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二零零九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對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或之後發生之業務合

併之會計處理作出重大修改。有關修改影響非控制性權益之估值、交易成本之會計處理、或然

代價之初始確認和其後計量，以及分階段進行之業務合併。該等修改影響已確認之商譽金額， 
以及於發生收購期間及未來報告期間所報告之業績。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要求對附屬公司擁有權變動（但並

無失去控制權）按照與擁有人（以彼等作為擁有人之身份）進行交易的方式入賬。因此，該等

交易再不會產生商譽，亦不會產生收益或虧損。 
 
作為於二零零九年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之一部份，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已

就租賃土地之分類作出修訂。於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前，承租人須將租賃土地分類為經

營租賃，並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內將之列作預付租金。該項修訂已經刪除此要求。取而代之，該 
項修訂要求將租賃土地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之一般原則分類，即根據與租賃資產所有權

相關之風險和回報歸於出租人或承租人之情況而定。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之修訂所載之過渡條文，本集團已依據於租約開始時所得之資料，

重新評估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之未屆滿租賃土地之分類。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之修訂

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之綜合賬目概無影響。 
 
採納此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狀

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於此簡明綜合中期賬目中提前採納下列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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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 (經修訂) 關連方披露 4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 (修訂本) 供股分類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 (修訂本) 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首次採

納者作出披露之有限豁免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金融工具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4 號 (修訂本) 預付最低資金規定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9 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對二零一零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改進 3

  

 
1
  於二零一零年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2
 於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3
 於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及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4
 於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5
 於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上述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會致使新增或修訂賬目之呈列及

披露，惟不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狀況構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料 
 

本集團主營業務包括製造及分銷鞋類及服飾產品。董事將呈報分部劃分為品牌業務及製造業

務。品牌業務指買賣及分銷自有品牌「達芙妮」及「鞋櫃」以及其他自有及代理品牌之鞋類產

品及配飾。製造業務指根據原設備製造協議以及品牌業務分銷製造及銷售鞋類產品。比較數字

已經重新分類以符合本期間之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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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品牌業務 製造業務 分部間對銷      本集團

 達芙妮 鞋櫃 其他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客戶收益 2,149,493 592,154 152,615 288,843 - 3,183,105
分部間收益 207 - - 284,613 (284,820) -
 ────── ────── ────── ────── ────── ──────
總分部收益 2,149,700 592,154 152,615 573,456 (284,820) 3,183,105
 ══════ ══════ ══════ ══════ ══════ ══════
分部業績 407,315 103,937 (33,857) 37,495 6,228 521,118
 ══════ ══════ ══════ ══════ ══════ 
未分配企業收入   1,586
未分配企業開支   (43,740)
衍生金融工具公平價值虧損 – 認股權證   (136,359)
財務成本   (21,835)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盈利   255
   ──────
除所得稅前盈利   321,025
   ══════
折舊及攤銷 31,781 12,390 7,966 8,766  60,903
 ══════ ══════ ══════ ══════  ══════
資本開支 64,061 17,465 855 21,971  104,35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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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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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間對銷      本集團

 達芙妮 鞋櫃 其他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客戶收益 1,957,779 432,927 162,026 221,168 - 2,773,900
分部間收益 - - - 309,481 (309,481) -
 ────── ────── ────── ────── ────── ──────
總分部收益 1,957,779 432,927 162,026 530,649 (309,481) 2,773,900
 ══════ ══════ ══════ ══════ ══════ ══════
分部業績 384,103 55,402 (43,102) 22,059 3,364 421,826
 ══════ ══════ ══════ ══════ ══════ 
未分配企業收入   1,500
未分配企業開支   (14,589)
衍生金融工具公平價值虧損 – 認股權證   (28,504)
財務成本   (5,905)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盈利   146
   ──────
除所得稅前盈利   374,474
   ══════
折舊及攤銷 41,548 9,320 4,604 7,453  62,925
 ══════ ══════ ══════ ══════  ══════
商譽減值 - - 10,606 -  10,606
 ══════ ══════ ══════ ══════  ══════
資本開支 59,829 11,682 6,394 2,173  80,078
 ══════ ══════ ══════ ══════  ══════

 
本集團按可呈報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品牌業務 製造業務      本集團

 達芙妮 鞋櫃 其他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645,022 743,393 515,754 534,360 4,438,529
 ────── ───── ──── ─────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2,957
可出售金融資產   63,183
遞延所得稅資產   44,319
未分配企業資產   91,772
   ──────
總資產   4,640,760
   ══════
分部負債 640,815 125,141 83,659 270,403 1,120,018
 ────── ──────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1,597
衍生金融工具 – 認股權證   423,840
可換股債劵   530,631
未分配企業負債   38,258
   ──────
總負債   2,114,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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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品牌業務 製造業務      本集團

 達芙妮 鞋櫃 其他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123,992 620,242 180,139 460,878 3,385,251
 ────── ───── ──── ─────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3,262
可出售金融資產   33,624
遞延所得稅資產   41,466
未分配企業資產   477,205
   ──────
總資產   3,940,808
   ══════
分部負債 517,105 86,100 39,115 243,256 885,576
 ────── ──────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2,897
衍生金融工具 – 認股權證   284,261
可換股債劵   515,625
未分配企業負債   10,524
   ──────
總負債   1,698,883
   ══════

 
身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之執行董事，會基於除利息、稅項及衍生金融工具任何公平價值收益或虧

損前的分部盈利計量，以評定各經營分部的表現。若干企業間接開支按估計開銷分配予個別分

部。貿易業務過往於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中期期間乃劃分為獨立可報告分部，惟現已

合併入製造業務以更準確反映管理層對分類資料之見解。 

 

分部間收益乃按雙方釐定及協定之條款計算。品牌業務之對外客戶收益主要源自中國大陸，而

製造業務之對外客戶收益主要源自其他國家。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零九年六月三

十日止六個月期間，概無客戶佔本集團總營業額 10%或以上。 
 
本集團之非流動資產（可出售金融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主要位於中國大陸。 
 

3 除所得稅前盈利 
 
 除所得稅前盈利已扣除下列各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攤銷 548 819
 特許使用權攤銷 1,771 983
 商標攤銷 1,575 -
 已售存貨成本(包括滯銷存貨撥備 18,607,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

26,537,000 港元）) 1,197,575 1,115,108
 固定資產折舊 57,009 62,106
 僱員福利開支（包括董事酬金及以股份為基礎之款項開支） 388,941 257,880
 商譽減值 - 10,606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8,871 11,6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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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中國大陸 128,366 117,286
 遞延稅項 (3,883) (7,794)
  ────── ──────
  124,483 109,49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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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根據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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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九年：25%）計

算撥備，惟本公司在中國大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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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此等稅項豁

免及寬減後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於香港註冊成立之外國投資者從於中國大陸成立之外商投資企業所獲

得之股息須按照 5%之稅率繳納預扣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立之實體，須就已收或應收專營權費按經條約寬

減之 7%稅率繳納預扣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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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38,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

261,384,000 港元），以及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已發行普通股 1,637,892,384
股（二零零九年：1,637,892,384 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利經計及兌換可換股債券及行使購股權後，根據經調整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利

210,480,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263,477,000 港元）及經調整之加權平均普通股 1,865,743,770
股（二零零九年：1,656,631,063 股）計算。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利 190,038 261,384
 可換股債券之利息 20,442 2,093
  ──────── ───────
 經調整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利 210,480 263,4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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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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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510,572 18,738,679
 行使購股權之影響 49,340,814 -
  ────────── ──────────
 就攤薄影響而調整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1,865,743,770 1,656,631,063
  ══════════ ══════════

 
 認股權證為反攤薄影響，故並不包括於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

期間之每股攤薄盈利之計算中。 
 
6 中期股息 
 

於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已付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5.0 港仙（二零零九年：3.0 港仙），合共 81,895,000 港元（二零零九

年：49,137,000 港元）。 
 
於二零一零年八月二十五日，董事會建議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6.0 港仙（二零零九年：3.0
港仙），合共 98,274,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49,137,000 港元）。此擬派股息並無於中期賬目

中反映為應付股息，惟將反映為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保留盈利分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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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171,792 160,280
 31    至   60 日 11,161 11,001
 61    至   90 日 3,614 6,361
 91    至   120 日 1,939 1,628
 121  至   180 日 2,415 1,165
 181  至   360 日 1,663 400
 360 日以上 2,952 418
  ─────── ───────
  195,536 181,2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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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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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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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451,431 185,629
 31    至   60 日 129,299 159,957
 61    至   90 日 19,074 24,059
 91    至   120 日 4,099 3,789
 121  至   180 日 2,553 1,846
 181  至   360 日 3,110 3,893
 360 日以上 9,897 6,144
  ─────── ───────
  619,463 385,317
  ═══════ ═══════
 
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二零一零年上半年，隨著中國當地的經濟持續好轉及消費信心保持穩健，消費市道健康地向前推

進。本集團的品牌業務也在良好的零售市況下取得平穩的增長。「達芙妮」及「鞋櫃」兩項業務均於

回顧期內表現理想。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自有品牌業務仍然是本集團重要的增長動力，佔據本集團總營

業額的 86% (二零零九年：86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大陸各級城市，香港及台

灣總共擁有 4,670 個銷售點，顯示本集團在大中華地區擁有強大的覆蓋網絡。  
 
本集團近期所收購的富珍國際有限公司(「富珍」)，是一在中國大陸一、二線城市及在台灣和香港專

營優質高檔鞋履的零售集團。通過收購富珍，不但進一步穩固了本集團在大眾市場的領導地位，更加

有助推動其在發展蓬勃的中高端女鞋市場的拓展步伐。本集團順利把「富珍」與現有的營運互相融

合。經整位後，尤其於供應鏈方面，「富珍」業績在回顧期內錄得改善。 
 
「達芙妮」 
 
中國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一方面調整了品牌定位，在殷切的市場需求加上存貨供應緊張，促使品牌的平均

售價顯著攀升。鍳於目標客戶群的購買力持續提升，同時追求更優質的產品，本集團隨之著力於强化

品牌形象以及提升市場品牌定位，推出更具吸引力的產品組合，此舉使本集團得以提升平均售價。另

方面，由於在回顧期內曾出現短暫產品供不應求的情況，本集團相應減少了促銷活動。華南地區內的

勞工短缺導致供應商延遲了交貨時間。然而，在成本持續上漲及同店銷售增長偏低的情況下，本集團

仍能保持穩定的利潤率。「達芙妮」的營業額、毛利及經營盈利均繼續錄得滿意表現，這主要歸因於

本集團行之有效的策略以及市場對品牌的殷切需求。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達芙妮」銷售點數

目總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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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變化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零九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直接經營店鋪 1,962 1,904 +58 
直接經營專櫃 730 716 +14 
加盟零售點          854 743 +111 
總數 3,546 3,363 +183 
 
台灣 
 
隨着台灣的經濟情況持續改善，本集團相應地加強了廣告推廣活動，從而提升「達芙妮」的知名度，

使品牌更受當地市場歡迎。此舉使台灣的業務成功於二零一零年上半年轉虧為盈。於二零一零年六月

三十日，本集團共經營 57 個銷售點。為了在成本控制及營銷之間取得平衡，本集團審慎保持廣告及

宣傳的開支與營業額升幅相符。 
 
「鞋櫃」 
 
本集團的核心品牌「鞋櫃」表現理想，營業額及經營盈利均大幅上升。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增設了

111 個銷售點，令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的店鋪總數增至 924 間。「鞋櫃」在回顧期內的同店銷售取

得雙位數字增長，成為本集團主要的增長動力之一。由於此品牌專攻大眾市場，而受惠於薪金上漲及

迅速的經濟增長，帶動中國大陸家庭收入上升，最終進一步提高了品牌的銷情。此外，有見「鞋櫃」

越來越受顧客喜愛，本集團相信品牌擁有龐大的發展潛力。因此，隨著在中國大陸市場的滲透率不斷

擴大，本集團對該業務的未來發展極為樂觀。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按城市級別劃分之本公司自有品牌銷售點之分佈情況分析如下： 
 
城市級別 一線 二線 三線 四線 五線 六線 合計

達芙妮* 371 640 475 627 554 822 3,489
鞋櫃 127 196 173 194 172 62 924
Total 498 836 648 821 726 884 4,413
 
*  不包括台灣達芙妮銷售點 
 
「富珍」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本集團購入專營優質高檔鞋履的零售商「富珍」59.96%的股本權益。於二零一零

年六月三十日，「富珍」共經營 193 個自家品牌及代理品牌銷售點，包括加拿大知名品牌「ALDO」

及美國時尚品牌「Jessica Simpson」。銷售網絡覆蓋至蓬勃的中國大陸一線及二線城市、台灣及香港

的大部分購物廣場及百貨商場。 
 
收購「富珍」標誌著本集團邁向另一個重要的里程碑，並有助本集團將更多元化的品牌組合擴展至中

高檔市場，長遠而言更可提升本集團的利潤率。本集團預期，當「富珍」的業務全面融入達芙妮的供

應鏈系統中後，一定能發揮更顯著的協同效益。本集團對於「富珍」在將來能成為另一個強勁的增長

動力也感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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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表現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營業額增加 15%至 3,183.1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

2,773.9 百萬港元），經營溢利（除金融衍生工具－認股權證之公平價值虧損、財務成本、應佔一間聯

營公司盈利及所得稅開支前盈利)增加 17%至 479.0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408.7 百萬港元）。計入

認股權證共 136.4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28.5 百萬港元）之公平價值虧損後，股東應佔盈利錄得

190.0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261.4 百萬港元）。本集團每股基本盈利為 11.60 港仙（二零零九年：

15.96 港仙）。 
 
主要財務指標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平均存貨週轉期 (日) (附註一) 120 180
平均應收賬週轉期 (日) (附註二) 11 11
平均應付賬週轉期 (日) (附註三) 77 86
現金循環天數 (日) (附註四) 54 105
資本開支 (百萬港元) 104.4 80.1
實際稅率 (%) (附註五) 27.2 27.2
   
     於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現金及銀行餘額 (百萬港元) (附註六) 2,101.5 1,625.8
銀行貸款 (百萬港元) 10.6 14.6
可換股債劵(百萬港元) 530.6 515.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百萬港元) 2,355.0 2,202.9
資產流動比率 (倍) (附註七) 2.4 2.7
淨負債比率 (%) (附註八) 淨現金 淨現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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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期間日數計算。 

二、 平均應收賬週轉期(日)乃按期初及期末貿易應收賬款平均結餘除以營業額乘以有關期間日數計

算。 

三、 平均應付賬週轉期(日)乃按期初及期末貿易應付賬款平均結餘除以採購額乘以有關期間日數計

算。 

四、 現金循環天數(日)乃按有關期間內之平均存貨週轉期(日)加上平均應收賬週轉期(日)扣除平均應

付賬週轉期(日)計算。 

五、 實際稅率乃按所得稅開支(包括中國大陸之預扣稅)除以所得稅前盈利(不包括認股權證公平價值

虧損)計算。 

六、 現金及銀行餘額包括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存款期超過三個月之銀行存款及已抵押銀行存款。 

七、 資產流動比率(倍)乃根據於期末之流動資產總值除以流動負債總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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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淨負債比率(%)乃根據於期末之淨負債(即銀行貸款及可換股債券之總額扣除現金及銀行餘額總

額)除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按可呈報分部劃分之主要業務表現分析如下： 
 

 品牌業務 
製造業務 

達芙妮 鞋櫃 其他 
百萬港元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對外客戶收益 2,149.5 1,957.8 592.2 432.9 152.6 162.0 288.8 221.1
分部間之收益 0.2 - - - - - 284.6 309.5
分部總收益 2,149.7 1,957.8 592.2 432.9 152.6 162.0 573.4 530.6
分部毛利 1,292.9 1,162.7 351.3 235.0 67.0 42.4 95.9 76.2
分部經營盈利/(虧損) 407.3 384.1 103.9 55.4 (33.9) (43.1) 37.5 22.1
 
期內，來自對外顧客的品牌業務總收入為 2,894.3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2,552.7 百萬港元），較去

年同期上升 13%。另一方面，來自原設備製造業務客戶的收入於二零一零年上半年上升 31%至 288.8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221.2 百萬港元）。 
 
流動資金及財政資源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金及銀行結餘(包括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存款期超過三個月之

銀行存款及抵押存款)為 2,101.5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625.8 百萬港元），主要以

人民幣、港元、美元及新台幣為結算單位。現金及銀行結餘淨增加 475.7 百萬港元分析如下： 
 
 百萬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金淨額 713.4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款項 3.8
資本性開支 (104.4)
已付股息淨額 (85.0)
償還銀行貸款 (33.7)
收購附屬公司及其他投資之淨現金支出 (32.3)
已付利息淨額 (0.6)
外匯兌換率變動之影響 14.5
 475.7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未動用之銀行融資額度為 252.9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188.4 百萬港元）。集團於二零一零六月三十日之資產流動比率為 2.4 倍，比對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的 2.7 倍。集團現時擁有足夠資源以支持未來擴充及業務發展所需。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集團之淨負債比率乃根據負債淨額（即銀行貸款 10.6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4.6 百萬港元)及可換股債券 530.6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515.6
百萬港元)，減現金及銀行餘額總額 2,101.5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625.8 百萬港

元)），除以股東權益 2,355.0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2,202.9 百萬港元），處於淨現

金水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淨現金)。於回顧期內，所有銀行貸款均以浮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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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及新台幣結算。如有需要，集團會利用外匯

遠期合約對匯率波動所產生之外匯風險加以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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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扺押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集團短期銀行貸款為 10.6 百萬港元均無抵押。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集團之銀行貸款 14.6 百萬港元及融資額度是以賬面值為零的可出售金融資產及 2.9 百萬港元之存

款作抵押。 
 
重大資本投資 
 
期內，集團的總資本性開支(不包括收購「富珍」及一可供出售金額資產)為 104.4 百萬港元 (二零零九

年：80.1 百萬港元)，主要用於擴展分銷網絡、設立辦事處及倉儲設施。 
 
或然負債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力資源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集團於香港、台灣及中國之僱員人數超過 23,000 人（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21,000 人）。回顧期內，僱員福利開支（包括董事酬金及以股份為基礎之款項開支）為

388.9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2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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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二十七日及二零一零年七月二十二日向若干董事及僱員授出分別共

67,525,000 份及 2,100,000 份購股權，以股份為單位之開支 26.5 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零）已於本

期間確認。本公司藉著授出購股權獎勵為本集團作出貢獻的執行董事及員工，並鼓勵他們共同努力，

提升達芙妮的價值及本公司股東的利益。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零一零年八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本公司之認股權證持有者 Premier China Ltd.簽訂修訂契據，由

二零一零年八月二十五日起，認股權證的行使價的計值貨幣由港元改為人民幣。根據契據的修訂條

款，認股權證的公平價值變更引起之損益，將不會確認於損益表內。 
 
展望 
 
展望未來，為作好充分準備以把握大中華地區强勁的消費市場所湧現的商機，集團將會繼續加強營運

效益，並優化品牌組合，以加強競爭優勢。 
 
儘管「達芙妮」的銷售增長在二零一零年上半年因宏觀經濟的影響稍被延緩有所放緩，惟集團仍然維

持原訂二零一零年全年開設 500 個銷售點的目標。「鞋櫃」方面，憑藉集團一直行之有效的策略及理

念，集團於全年將於全國開設 250 個新銷售點，以把握大眾鞋類、服裝及配飾市場的龐大發展商機。 
 
此外，在完成收購「富珍」後，此項業務在短短數月內已為集團帶來正面貢獻。集團有信心「富珍」

的投資將可豐富品牌陣容，強化集團在大眾市場穩固的地位，以及進一步在蓬勃的中高端女鞋市場中

拓展業務。 
 
憑藉對加強供應鏈管理及企業管治水平所付出的竭誠努力，集團對品牌業務以及市場於二零一零年的

發展感到樂觀，集團將會繼續鞏固自身競爭力以及於可見將來為股東建立長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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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於二零一零年八月二十五日議決宣派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中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 6.0 港仙(二零零九年：3.0 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二十八日或之前派發予於二零一零

年九月十五日下午四時正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零一零年九月十三日至二零一零年九月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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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最遲須於二零一零年九月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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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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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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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零年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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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非執行董事蕭溪明先生、黃順財先生及郭榮振先生、以及馬雪征女士之替任
董事金珍君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