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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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代號：210)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 
全年業績公告 

 
 

 
 

二零一零年全年業績摘要 
    

 營業額增長 14%至 6,623.8 百萬港元 
 

 毛利上升 19%至 3,800.8 百萬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利 
 增加 13%至 672.8 百萬港元（扣除 77.3 百萬港元之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 
 增加 51%至 595.5 百萬港元（包括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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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8 港仙（扣除 77.3 百萬港元之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 
 上升 51%至 36.36 港仙（包括 77.3 百萬港元之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 6.0 港仙 

    
 
 
 
 
 
 
 
 
 
 
* 僅供識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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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年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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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連同二零零九年之

比較數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623,840 5,831,994
銷售成本  (2,822,999) (2,624,916)
  ───────── ─────────
毛利  3,800,841 3,207,078
其他收入 3 88,869 52,073
其他收益/（虧損) - 淨額 4 11,729 (24,622)
銷售及分銷開支  (2,485,379) (2,065,555)
一般及行政開支   (444,390) (305,891)
衍生金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 認股權證  (77,328) (203,466)
財務成本   (44,799) (26,704)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盈利   618 630
  ───────── ────────
除所得稅前盈利 5 850,161 633,543
所得稅開支 6 (238,550) (232,884)
  ───────── ────────
年內盈利   611,611 400,659
  ═════════ ════════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95,510 393,838
非控制性權益  16,101 6,821

  ───────── ────────
  611,611 400,659
  ═════════ ════════
   
每股盈利 7  
基本（港仙)  36.36 24.05
  ═════════ ════════
攤薄（港仙)  34.15 23.93

  ═════════ ════════
   
股息 8 196,548 131,0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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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年內盈利  611,611 400,659
  ------------- -------------
匯兌差額  86,901 30,51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匯兌儲備變現  - (4,424)
解散一間附屬公司之儲備變現  - (315)
  ─────── ───────
年內其他全面收入  86,901 25,772
  ------------- -------------
年內全面收入總額  698,512 426,431
  ═══════ ═══════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79,843 420,425
非控制性權益  18,669 6,006

  ─────── ───────
  698,512 426,4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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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無形資產  129,889 26,875
土地使用權  50,336 43,498
固定資產  710,850 560,594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3,338 3,262
可出售金融資產  63,183 33,624
長期租金按金及預付款項  109,294 92,420
遞延所得稅項資產  56,388 41,466
  ─────── ───────
  1,123,278 801,739
  ------------- -------------
流動資產   
存貨  1,084,308 889,319
貿易應收賬款 9 210,430 181,253
其他應收賬款、按金及預付款項  571,360 442,731
已抵押銀行存款  - 2,915
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銀行存款  35,385 78,000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2,024,289 1,544,851
  ─────── ───────
  3,925,772 3,139,069
  ------------- -------------

流動負債   
貿易應付賬款 10 577,949 385,31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371,957 271,602
應繳所得稅  199,295 206,764
銀行貸款  11,281 14,567
衍生金融工具 - 認股權證  - 284,261
  ─────── ───────
  1,160,482 1,162,511
  ------------- -------------
   
流動資產淨值  2,765,290 1,976,558
  ------------- -------------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3,888,568 2,778,2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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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股本  163,789 163,789
儲備  2,960,543 2,039,109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3,124,332 2,202,898
非控制性股東權益  183,271 39,027
  ────── ──────
總權益  3,307,603 2,241,925
  ------------- -------------
非流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556,622 515,625
應付特許權使用費  3,460 17,850
遞延所得稅項負債  5,171 2,897
其他非流動負債  15,712 
  ────── ──────
  580,965 536,372
  ------------- -------------
   
總權益及非流動負債  3,888,568 2,778,297
  ═══════ ═══════
 
1. 編製基準 

  
綜合賬目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綜合賬目乃按歷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重估可出售金融資產及按公平價值計入

損益之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包括衍生金融工具）作出調整。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賬目需要運用若干關鍵會計估計。管理層亦須在應用本集團

之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 

 
於二零一零年生效及與集團相關並為採用之準則及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二零零九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多項於二零零九年五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對業務合併之會計處理作出多項修改，影

響非控制性權益之初步計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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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修改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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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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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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權益交易的方式入賬。因此，此變動不會對商譽造成影響，亦不會

產生收益或虧損。此外，是項經修訂準則改變對附屬公司所產生的虧損以及失去附屬公司

控制權之會計處理。 

 
該等經修訂準則引入之變動均按前瞻基準應用，並影響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以後之收

購、失去控制權及與非控制性權益進行之交易。 

 
除上述註明以外，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

之業績及財務狀況之編製及呈列方式造成重大影響。 

 
於二零一零年已頒佈而尚未生效及未為集團採用之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5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  關聯方披露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  金融工具：呈列 – 供股分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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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比較之額外豁免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金融工具：披露- 轉移金融資產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金融工具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4 號 
 預付最低資金規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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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於2011 年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2 於2010 年2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3 於2010年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4 於2011年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5 於2012年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6 於2013年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除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或會對現有可出售金融資產公平價值變動之分類及處理構成

影響外，管理層預期，採納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狀

況不會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料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分銷鞋類產品、服飾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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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分部資料如下： 

 
  

品牌業務 製造業務 
分部間

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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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對外客戶收益 

4,350,142 1,296,403 409,680 567,615 - 6,623,840
 分部間收益 50,020 - 20,666 594,516 (665,202) -
  ─────── ───── ───── ───── ─────── ──────
 營業額 4,400,162 1,296,403 430,346 1,162,131 (665,202) 6,623,840
 分部業績 830,646 175,547 (7,257) 51,564 5,576 1,056,076
  ─────── ───── ───── ───── ───────
 未分配企業收入  3,095
 未分配企業開支  (87,501)
 衍生金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 

認股權證  (77,328)
 財務成本  (44,799)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盈利  618
   ──────
 除所得稅前盈利  850,161
   ══════
 折舊及攤銷 77,059 30,053 18,234 16,874 - 142,220
  ══════ ══════ ══════ ══════ ══════ ══════
 資本開支 181,558 50,708 16,445 32,609 - 281,320
  ══════ ══════ ══════ ══════ ══════ ══════
   
 二零零九年  
   
 對外客戶收益 4,059,034 954,671 277,580 540,709 - 5,831,994
 分部間收益 3,937 - 1,003 573,292 (578,232) -
  ─────── ───── ───── ───── ─────── ──────
 營業額 4,062,971 954,671 278,583 1,114,001 (578,232) 5,831,994
 分部業績 780,159 102,272 (66,581) 56,514 8,144 880,508
  ─────── ───── ───── ───── ───────
 未分配企業收入  4,552
 未分配企業開支  (21,977)
 衍生金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 

認股權證 
 (203,466)

 財務成本  (26,704)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盈利  630
   ──────
 除所得稅前盈利  633,543
   ══════
 折舊及攤銷 85,228 20,927 10,922 17,997 - 135,074
  ══════ ══════ ══════ ══════ ══════ ══════
 商譽減值 - - 10,606 - - 10,606
  ══════ ══════ ══════ ══════ ══════ ══════
 資本開支 88,137 24,253 7,905 22,427 - 142,72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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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間收益乃按有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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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及香港，而製造業務之對外客戶收益主要源自美利堅合眾國。截至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兩個年度，概無客戶佔本集團總營業額10%
或以上。 

 
若干企業間接開支（包括管理層、租金及水電開支）乃根據估計使用量於各分部間重新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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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政府補貼 30,488 29,623
 利息收入 37,151 6,609
 特許權及專營權收入 6,283 4,150
 來自可出售金融資產之收入 3,000 3,000
 賣方回扣 957 989
 手續費收入 662 1,516
 租金收入總額 350 465
 其他 9,978 5,721
  ─────── ───────
  88,869 52,073
  ═══════ ═══════

 
4. 其他收益/（虧損） – 淨額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1,197
 解散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315
 商譽減值虧損 - (10,606)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2,392) (18,876)
 匯兌收益淨額 14,628 3,348
 提前終止特許使用權收益淨額 9,493 -
  ─────── ───────
  11,729 (24,6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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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前盈利 
 

除所得稅前盈利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攤銷 1,393 1,816
 特許使用權攤銷 3,774 1,966
 商標攤銷 3,397 -
 核數師酬金 5,769 3,941
 售出存貨成本包括滯銷存貨撥回 16,835,000 港元（二零零

九年：撥備 38,989,000 港元） 
 

2,410,482 2,318,998
 固定資產折舊 133,656 131,292
 僱員福利開支包括董事酬金 836,555 607,393
 土地及樓宇之經營租賃租金（包括商場特許銷售費） 1,313,866 1,151,107
 呆壞賬撥回 (156) (152)
  ═══════ ═══════
 
6. 所得稅開支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248,030 237,338
 過往年度撥備不足 1,654 3,665
 遞延稅項 (11,134) (8,119)
  ────── ──────
  238,550 232,884
  ══════ ══════

 
年內香港利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盈利之16.5%計算。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年度在香港並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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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以外地區之盈利所得稅已根據年內估計應課稅盈利，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地區之現

行所得稅率計算。 

 
年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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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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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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510,000港元（二零零九年：

393,838,000港元），以及年內已發行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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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093,000港元（二零零九年：415,681,000港元）及經調整普通股1,865,789,759股（二

零零九年：1,737,173,606股）之加權平均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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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510 393,838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之利息  41,583 21,843
  ────── ──────
 經調整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利 637,093 415,681
  ══════ ══════
  股份數目 股份數目
   
 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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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81,222
 行使購股權之影響 49,386,803 -
  ────────── ──────────
 就攤薄影響而調整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1,865,789,759 1,737,173,606
  ══════════ ══════════
 

認股權證具反攤薄作用，因此於計算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每股攤薄盈利時並無計算在內。 

 
8. 股息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6.0 港仙（二零零九年：3.0 港仙） 98,274 49,137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6.0 港仙（二零零九年：5.0 港仙） 98,274 81,895
  ────── ──────
  196,548 131,032
  ══════ ══════
 

於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日舉行之會議上，董事會建議就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派發末期股息每股6.0港仙。此建議股息於賬目內並不列作應派股息，惟會列作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保留盈利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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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易應收賬款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貿易應收賬款 212,151 183,310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1,721) (2,057)
  ────── ──────
 貿易應收賬款－淨額 210,430 181,253
  ══════ ══════
  

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貿易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193,902 160,280
 31    至   60 日 11,066 11,001
 61    至   90 日 2,331 6,361
 91    至   120 日 1,677 1,628
 121  至   180 日 430 1,165
 181  至   360 日 895 400
 360 日以上 129 418
  ───── ──────
  210,430 181,253
  ══════ ══════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易客戶平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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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貿易應付賬款 
 

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貿易應付賬款（包括應付關聯方之結餘）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315,781 185,629
 31    至   60 日 199,075 159,957
 61    至   90 日 28,489 24,059
 91    至   120 日 15,416 3,789
 121  至   180 日 6,238 1,846
 181  至   360 日 5,212 3,893
 360 日以上 7,738 6,144
  ─────── ───────
  577,949 385,317
  ═══════ ═══════
 



 12

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業務回顧 
 
品牌業務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銷售點數目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變化 
「達芙妮」（中國大陸） 3,789 3,307 +482 
「鞋櫃」 1,113 813 +300 
其他 297 105 +192 
合計 5,199 4,225 +97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營業額 （百萬港元）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變化
「達芙妮」（中國大陸） 4,400.2 4,063.0 +8%
「鞋櫃」 1,296.4 954.7 +36%
其他 430.3 278.6 +54%
合計 6,126.9 5,296.3 +16%
 

「達芙妮」 
受惠於中國內地零售市場的增長帶動，本集團的核心自有品牌「達芙妮」繼續成為市場領導

者，佔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營業額 66%（二零零九年：70%）。 
 
隨着下半年因短暫厂房勞工短缺而引致的缺貨問題得到解決後，本集團於二零一零年增加了

「達芙妮」的銷售點，以提升在中國內地的市場地位。於二零一零年年底，「達芙妮」共有

1,986（二零零九年：1,848）間直營店、819（二零零九年：716）個直營專櫃及 984（二零零九

年：743）個加盟零售點。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達芙妮」位於中國大陸的銷售點數目 
 

 城市級別 
 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 三線城市 四線城市 五線城市 六線城市 合計

二零一零年 398 704 530 677 587 893 3,789
二零零九年 356 616 442 613 531 749 3,307

 
二零一零年，「達芙妮」的營業額及毛利率均錄得增長。儘管面對激烈的市場競爭，通賬高企

以及原材料成本上升，惟透過增加平均銷售單價，「達芙妮」成功處理成本壓力。提價亦有助

進一步區分「達芙妮」與集團旗下其他品牌如「鞋櫃」。此外，本集團在下半年透過推行「達

芙妮」品牌重塑計劃，維持其競爭強勢。本集團在提升品牌地位方面，通過引進更優質的產品

種類而贏得客戶的高度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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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達芙妮」的經營利潤率因面對開支增加而受壓。年內，本集團在人事及租金成本方面

的開支較往年高。 
 
「鞋櫃」 
「鞋櫃」在二零一零年的發展超越管理層的預期。同店銷售維持雙位數字增長。營業額、毛利

及經營盈利均表現卓越，分別較去年躍升 36%、44%及 72%。此外，平均銷售單價攀升，毛利

率增加了約 3.2 個百分點。「鞋櫃」業務的成功關鍵，在於其知名度已廣被以大眾市場為目標

的客戶群中接納。另外，經濟增長帶動家庭收入及消費意慾上升，也有利於刺激業務增長。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鞋櫃」在中國大陸不同級別的城市中擁有 1,113 （二零

零九年：813）個直營店如下： 
 

 城市級別 
 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 三線城市 四線城市 五線城市 六線城市 合計
二零一零年 142 241 226 221 206 77 1,113
二零零九年 110 171 149 173 160 50 813

 
除了連合「達芙妮」共同進軍新的地區外，「鞋櫃」亦向「達芙妮」已建立強大據點的地區進

駐。 
 
其他品牌 
其他品牌包括在中國大陸、台灣及香港經營的自有品牌及代理品牌，共佔本集團年度營業額 6% 
（二零零九年：5%）。 
 
自集團在二零一零年一月收購「富珍」後，豐富了本集團的產品組合，不同品牌能滲透至不同

層面的消費群。 
 
在年度下半年，本集團致力將新收購的「富珍」與現有業務進行重新整合，力求達至最大及最

佳的恊同效益及營運效率。業務整合自二零一零年末季開始進行，預計可為長遠帶來營運效

益。 
 
隨着在二零零九年決定撒出運動服飾業務，本集團於二零一零年上半年全面結束此項業務。 
 
製造業務 
本集團的製造業務在回顧年內保持平穩發展。面對競爭，本集團會謹慎經營製造業務，通過有

效監察成本結構及經營，繼續維持穩定的經營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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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表現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營業額增加14%至6,623.8百萬港元（二零零九

年：5,832.0百萬港元），而經營盈利（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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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至971.7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863.1百萬港元）。

於二零一零年計入認股權證共77.3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203.5百萬港元）之公平價值虧損

後，股東應佔盈利錄得595.5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393.8百萬港元），增加51%。本集團每股

基本盈利為36.36港仙（二零零九年：24.05港仙）。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年度的末期股息每股6港仙（二零零九年：5.0港仙），連同中期派發的股息每股6.0港仙

（二零零九年：3.0港仙），全年股息合計為每股12.0港仙，（二零零九年：8.0港仙）較去年上

升50%。 派息比率（根據不包括認股權證之公平價值虧損的每股盈利）為29%（二零零九年：

22%）。 
 
主要財務指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平均存貨週轉期 (日) (附註一) 128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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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77
現金循環天數(日) (附註四)  70 90
資本開支 (百萬港元) (附註五) 281.3 142.7
實際稅率 (%)(附註六) 25.7 27.8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現金及銀行餘額 (百萬港元) (附註七) 2,059.7 1,625.8
銀行貸款 (百萬港元) 11.3 14.6
可換股債券(百萬港元) 556.6 515.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百萬港元) 3,124.3 2,202.9
資產流動比率 (倍) (附註八) 3.38 2.70
淨負債比率 (%) (附註九) 淨現金 淨現金

 
附註︰ 
 
一、平均存貨週轉期(日)乃按年初及年終存貨之平均結餘除以銷售成本乘以365日計算。 

二、平均應收帳週轉期(日)乃按年初及年終應收帳款平均結餘除以營業額乘以365日計算。 

三、平均應付帳週轉期(日)乃按年初及年終應付帳款平均結餘除以採購額乘以365日計算。 

四、現金循環天數(日)乃按平均存貨週轉期(日)加平均應收賬週轉期(日)減平均應付賬週轉期(日)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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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本開支包括購置土地使用權及固定資產，以及特許使用權之的現金開支。 

六、實際稅率乃按所得稅開支除以所得稅前盈利(不包括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計算。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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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資產流動比率(倍)乃根據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流動資產總值除以流動負債總額計算。 

九、淨負債比率(%)乃根據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淨額(即銀行貸款及可換股債券總額，減現金
及銀行餘額總額)除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 

 
各分部於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業務表現載列如下： 
 

 品牌業務  
製造 
業務達芙妮 鞋櫃 其他 

百萬港元 二零一零 二零零九 二零一零 二零零九 二零一零 二零零九 二零一零 二零零九

分部收入 4,400.2 4,063.0 1,296.4 954.7 430.4 278.6 1,162.1 1,114.0
分部毛利 2,646.5 2,410.5 751.2 521.9 224.1 92.3 180.0 174.3
分部業績 830.6 780.2 175.5 102.3 （7.3） （66.6） 51.6 56.5

 
流動資金及財政資源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良好的淨現金狀況。

現金及銀行結餘（包括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存款期超逾三個月之銀行存款）為2,059.7百萬港元

（二零零九年：1,625.8百萬港元）。淨增加的433.9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1,477.8百萬港元）

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金淨額 892.3 1,350.0
資本開支 (281.3) (142.7)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款項 4.1 5.1
已付股息淨額 (183.8) (101.5)
淨銀行貸款償還 (34.0) (256.3)
（收購）/出售附屬公司及其他投資之淨現金流 (32.3) 3.5
發行可換股債券和認股權證所得淨額 - 609.7
已收/（付）利息淨額 16.5 (7.2)
其他 - 0.1
外匯兌換率變動之影響 52.4 17.1
 433.9 1,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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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動用之銀行融資額度為214.9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

188.4百萬港元），資產流動比率 （按流動資產除以流動負債計算） 為3.38倍 （二零零九年：

2.70倍）。本集團現時持有足夠資源以支持未來擴充及業務發展所需。 
 
集團為令閒置流動資源帶來最大回報，在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本集團存

放了一些保本結構性存款於中國大陸之註冊銀行。利息收入由去年的6.6百萬港元大幅增至本年

的37.1百萬港元。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淨負債情況（根據負債淨額（即銀行貸款及可換股債券

之總額）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為淨現金（二零零九年：淨現金）。年內銀行貸款均以浮息計

算。 
 
匯率風險管理 
本集團於年內並無使用任何外匯衍生工具（二零零九年：無）。管理層將密切注視市場情況，

如有需要時，或會考慮使用適當措施調控外匯風險。 
 
資產扺押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短期銀行貸款為11.3百萬港元均無抵押。於二零零九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集團之銀行短期貸款14.6百萬港元是以賬面值為零的可出售金融資產作抵押及

以2.9百萬港元之存款作融資額度抵押。 
 
資本開支 
年內，集團的資本開支為281.3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142.7百萬港元），主要用於擴展及裝修

分銷網絡、購置及建設倉儲設施及辦公室等。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本集團以總代價為195百萬港元（當中包括180.0百萬港元現金以及15.0百萬

港元按年利率5厘計息的應付款項）收購富珍59.96%之股本權益。集團於是項收購完成而錄得特

許使用權及商標108.3百萬港元及商譽0.9百萬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力資源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大陸、台灣、香港及韓國之僱員人數超過23,000
人（二零零九年：21,000人）。年內僱員及董事開支（包括以股份為基礎之款項開支為58.6百萬

港元（二零零九年：無））為836.6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607.4百萬港元）。本集團重視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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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而

定，並按本集團及員工之表現提供購股權及酌情花紅。此外，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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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展望 
 
根據中國內地的經濟預測，國內生產總值於二零一一年將上升約 9%，而工資亦會繼續上漲，令

中產階層的比例持續擴大，此將惠及以低中端市場為目標的行業。另外，工業逐步由東岸遷往

西部，亦會為該地區帶來更多嶄新商機。 
 
為全面捕捉中國大陸消費者持續攀升的購買能力，本集團將採用多品牌策略，同時會引入不同

價位的產品以配合消費者的購買喜好。在大眾市場方面，本集團將加強及擴展其核心品牌業務

的現有的據點及市場。本集團銳意重塑「達芙妮」的品牌形像，務求令消費者對品牌保持新鮮

感。「達芙妮」品牌已迄立市場超過二十年，其輝煌業績定能推動品牌再攀高峰。透過品牌重

塑計劃，本集團將陸續推出更多不同價格定位的產品，旨在招倈更多顧客以及使同店銷售在未

來數年內保持平穩增長。此外，本集團將在次線城市繼續開設銷售點，務求令煥然一新的「達

芙妮」品牌推出後，全面滿足新增客戶的需求。「鞋櫃」方面，本集團所採用的發展策略會強

化品牌所蘊含的以家庭為本的銷售理念，包括首次採用推廣活動，力求吸引全國客戶對品牌的

關注，從而建立品牌知名度。 
 
以「富珍」為主的中高端多品牌業務方面，本集團將提高其在一、二線城市的知名度，同時採

用多品牌策略以加強在市場的滲透力度。除了鞋類市場外，本集團亦會拓展新的業務商機，力

求全面滿足在中國大陸人數不斷上升的中高收入消費者的需求。 
 
拓展銷售網絡亦是本集團鞏固現有業務的關鍵，因比，本集團計劃於二零一一年就其核心品牌

業務開設 800 個銷售點（當中包括 600 個直營銷售點及 200 個加盟零售點）。 
 
為支援本集團的地域性擴展，本集團將物色新供應商，以取得穩定及多元化的貨品供應。本集

團會透過加強核心工序的效益，包括採購、製造、存貨控制、倉儲及物流，以及資訊科技應用

以進一步優化供應鏈。  
 
面對未來機會，本集團已準備就緒以應付隨之以來的經營挑戰。我們有信心可於未來數年錄得

理理想表現。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6.0港仙（二零零九

年：5.0港仙）。建議股息須經過本公司股東於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二日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上批准

後，將於二零一一年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支付予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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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由二零一一年五月九日至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二日（首尾兩日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理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末期股息及出席並於股東週年大會上投票，股東最遲須於二零

一一年五月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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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於年內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年內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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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規定。 

 
於二零一一年一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主席陳英杰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行政總裁。此乃偏離於守則

條文A.2.1條規定。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出任主席與行政總裁兩職，在發展及執行長期業務策略

方面，能帶來強勢而貫徹的領導。日後，本集團會定期檢討此安排的有效性，並於適當時考慮將

兩個角色加以區分。 

於二零一一年一月二十七日，陳賢民先生調任為本公司非執行董事，並無特定任期，惟須通過輪

值退任及重選連任。此乃偏離於守則條文A.4.1條規定。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

司的企業管治守則不會寬鬆於守則規定者。 

 

董事進行之證券交易 
 
本公司採納了上市規則附錄十所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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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一直遵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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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綜合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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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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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年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年大會將於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二日舉行。股東週年大會之通告將於適當時候發送

給股東。 

 
刊登業績公告及報告 
 
本 業 績 公 告 刊 登 於 香 港 交 易 所 披 露 易 網 站 （ http://www.hkexnews.hk ）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daphneholdings.com）。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料之年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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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行董事陳英杰先生、張智凱先生及張智喬先生、非執行董事
陳賢民先生及馬雪征女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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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