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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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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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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TOP FORM INTERNATIONAL LIMITED
黛 麗 斯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3）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業績公告

業績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126,008 1,179,025
銷售成本 (920,758) (968,424)

  

毛利 205,250 210,601
其他收入 15,367 21,917
銷售及分銷開支 (27,694) (24,270)
一般及行政開支 (191,646) (173,125)
財務費用 (222) (233)
所佔合營公司溢利 7,396 5,054

  

除稅前溢利 4 8,451 39,944
所得稅開支 5 (2,473) (5,660)

  

年內溢利 5,978 3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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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397 32,298
 非控股權益 581 1,986

  

5,978 34,284
  

每股盈利 7
 基本 0.025港元 0.15港元

  

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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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 5,978 34,284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銷售投資物業時撥回遞延稅項負債 2,516 –
 重新計量長期服務金撥備 (172) (64)

  

2,344 (64)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香港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附屬公司 2,288 (7,130)
 — 合營公司 (239) (429)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時重新分類其匯兌儲備 – (4,260)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4,393 (11,883)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0,371 22,401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806 20,696
 非控股權益 565 1,705

  

10,371 2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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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1,622 96,74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480 1,527
投資物業 84,180 100,991
衍生金融工具 4,313 3,639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8 24,736 17,580
預付租金款項 936 1,335

  

227,267 221,820
  

流動資產
存貨 150,284 135,29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9 209,694 192,245
應收合營公司款項 – 11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8 48
可退回本期稅項 1,105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3,300 166,680

  

494,431 494,27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 139,300 117,460
融資租賃承擔 145 139
應付本期稅項 4,210 4,638

  

143,655 122,237
  

流動資產淨值 350,776 372,04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78,043 59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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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205 338
退休福利承擔 939 1,253
遞延稅項負債 20,999 23,436

  

22,143 25,027
  

555,900 568,83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7,519 107,519
儲備 438,501 450,19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46,020 557,718
非控股權益 9,880 11,115

  

555,900 568,833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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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告所載年度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惟
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已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準則為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統稱）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規定編製。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之適用披露規定。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當中，下列修訂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呈報：披露計劃」之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聯合安排：收購聯合經營權益之會計處理」之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澄清折
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之修訂

該等發展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本
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3. 收入及分類資料

收入即貨品銷售價值。本集團按單一單位經營其業務，因此生產及銷售女裝內衣為其唯
一可報告分類，而實際上所有收益及經營溢利均源自此業務分類。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
方式就與分配資源及審閱營運表現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人）內部呈報資料
之方式貫徹一致。

為進行資源分配及審閱營運表現，主要經營決策人定期評估各廠房之現有產能，惟並無
各家廠房之獨立財務資料。主要經營決策人按綜合數據為基礎審閱財務資料。因此，並
無獨立披露業務分類資料。

執行董事審閱之財務資料所依據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所應用會計政策相同。分
類收入為本集團之綜合收入，而分類溢利或虧損為綜合除稅後溢利或虧損。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全部來自生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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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a)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按地理位置劃分之 (i)本集團來自對外銷售客戶之收入及 (ii)本集團之物業、
廠房及設備、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投資物業、於合營公司之權益及預付租金款項（「特
定非流動資產」）之資科。客戶之地理位置乃按貨物之運送目的地而劃分。

來自對外銷售客戶之收入 特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5,402 6,767 11,243 22,824

美國 600,972 694,691 – –

比利時 108,779 102,815 – –

荷蘭 96,461 48,303 – –

德國 49,746 36,293 – –

法國 44,735 43,541 – –

西班牙 35,839 40,808 – –

中國大陸 23,744 15,239 154,578 143,925

新西蘭 23,305 49,543 – –

加拿大 18,140 33,896 – –

泰國 116 2,438 51,956 46,032

柬埔寨 – – 5,177 5,400

其他 108,769 104,691 – –
    

1,126,008 1,179,025 222,954 218,181
    

(b) 主要客戶之資科

來自佔本集團生產經營分部銷售總額10%以上之客戶之收入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564,872 523,463

客戶B 105,567 17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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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1,954 1,85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0,582 21,120
壞賬撥備 4,662 –
陳舊存貨撥備（已計入銷售成本） 9,160 5,776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時重新分類其匯兌儲備之收益 – (4,26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之攤銷 47 4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86) (126)

  

投資物業總租金收入 (3,999) (4,723)
減：於年內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37 64

  

(3,962) (4,659)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已付最低租金 16,488 14,085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 (3,520) (1,786)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911,598 962,648
匯兌虧損淨額 2,578 8,053
職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11,428 405,397
利息收入 (546) (1,589)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收益 (674) (3,639)

  

5.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 1,572 5,954
 其他司法權區 979 478

  

2,551 6,432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香港 (490) (234)

  

遞延稅項
 本年度 412 (538)

  

2,473 5,660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 9 –

6. 股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確認分派之股息：

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每股0.05港元（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每股0.05港元） 10,752 10,752

二零一七年中期股息每股0.05港元（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中期股息每股0.05港元） 10,752 10,752

  

21,504 21,504
  

報告期末後建議之股息：

二零一七年特別股息每股0.05港元（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每股0.05港元） 10,752 10,752

  

董事建議派發特別股息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方告作實。自報告期末起並無建
議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每股0.05港元）。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5,397 32,298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215,037,625 215,037,625
  

由於兩年均無潛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本集團於合營公司之權益（使用權益法於綜合財務報表入賬）詳情載列如下：

合營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及
營業地點

已發行及
繳足股本詳情

所持股權之
實際百分比 主要業務

綉麗橡根帶織品
 有限公司（「綉麗」）

香港 普通股 — 18,189,381港元
遞延股份 — 810,000港元

60% 生產成衣用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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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超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潤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潤達」）於二零一五
年十一月四日完成向一名獨立第三方收購綉麗40%已發行普通股後，本集團與潤達訂立
股東協議（「股東協議」）。

根據股東協議，有關綉麗之實質經營及融資決策由本集團及潤達共同控制。因此，儘管
本集團於綉麗之股權維持不變為60%，本集團仍將其於綉麗之權益入賬為合營公司。

根據股東協議，倘綉麗連同其附屬公司（「綉麗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前或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達到若干預先協定之表現目標，潤達將有權認購綉麗之新普通
股，而此舉可能導致潤達最終持有綉麗當時全部已發行普通股最多達51%。此外，倘潤達
最終持有綉麗當時全部已發行普通股之51%，本集團有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前向
潤達出售其於綉麗之部分或全部權益。

根據綉麗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財務業績，綉麗之預先協定表現目標已達致。
待股東協議項下所規定若干認購文件完成後，潤達將合資格認購綉麗之新普通股並成為
持有綉麗51%權益之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由於尚未完成若干認購文件，故本
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所持綉麗之股權並無變動。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股東協議之條款概無任何變動。

綉麗為本集團所參與之唯一合營公司，屬並無可報市價之非上市公司實體。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90,639 171,272

減：壞賬撥備 (4,662) –
  

185,977 171,272

其他應收賬款 23,717 20,973
  

209,694 192,245
  

(a)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劃分之貿易應收賬款（列入在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扣
除壞賬撥備後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90日 162,695 162,298

91–180日 23,282 8,974
  

185,977 1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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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使用撥備賬入賬，除非本集團信納收回金額之機會甚微，在
此情況下，減值虧損直接沖銷貿易應收賬款。若干陷入財政困難貿易客戶之貿易應
收賬款已個別確認需予以減值。年內，壞賬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於七月一日 –

已確認減值虧損 4,662
 

於六月三十日 4,662
 

(c) 概無減值之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容許其貿易客戶可享有平均45日（二零一六年：45日）之信貸期。於接納任何
新客戶之前，本集團將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貸質素。本公司管理層按付款到期日評估
貿易應收賬款之信貸質素。於報告期末，按付款到期日劃分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
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概無逾期或減值 166,432 158,401
  

逾期1–30日 7,496 6,929

逾期31–60日 56 5,014

逾期超過60日 394 928
  

7,946 12,871
  

174,378 171,272
  

概無逾期或減值之應收賬款與眾多近期並無欠款記錄之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並無減值之應收賬款與多名獨立客戶有關，該等客戶與本集團之信貸記錄
良好。根據過往經驗，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結餘仍被視為可悉數收回，故
管理層相信毋須就此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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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76,467 65,52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62,833 51,933
  

139,300 117,460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按付款到期日）載列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 72,064 52,282

逾期1–30日 3,253 11,576

逾期31–60日 467 1,492

逾期超過60日 683 177
  

76,467 65,527
  

由於購買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30日，上述所披露大部分結餘均為由發票日期起計90日內。
本集團已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均於信貸期限內支付。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主要指應計運輸費用、薪金及其他經營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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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專注經營核心製造業務及企業成本中心。

收入 溢利（虧損╱開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製造業務 1,126,008 1,179,025 24,894 55,712
企業成本 – – (16,443) (15,768)

    

1,126,008 1,179,025 8,451 39,94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之銷售收入下跌4%至1,126,000,000
港元，而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之銷售收入為1,179,000,000港元。除稅後溢利由
去年度34,200,000港元下跌83%至本年度6,000,000港元。

製造業務

本財政年度上半年銷售額錄得535,000,000港元對比二零一六年同期銷售額達
618,000,000港元。在下半年銷售額錄得591,000,000港元對比二零一六年同期銷
售額錄得561,000,000港元。上半年銷售下跌反映了美國市場對產品需求回軟
及供應鏈內客戶審慎的庫存管理態度所致。此現象並沒有持續，訂單在本財
政年度下半年內逐漸恢復而導致下半年的銷售額增加。

以金額計，美國市場的銷售額佔本集團的銷售總額53%；歐洲市場佔33%；其
餘市場則佔14%。由於以價格主導的產品比例降低，因此平均售價輕微上升。

自上個財政年度之下半年起鑑於業務需求持續疲弱，集團於年內主要維持各
地的產能。在本財政年度內，海外的產能比例佔全球產能的63%，而國內則佔  
餘下的37% 。

於年內，毛利率維持18%。由於製造業務之成本不斷攀升，營商環境仍然充滿
挑戰。集團繼續改善生產力及生產流程去應對成本壓力及減少成本對毛利率
的影響。

於年內，一般及行政開支上升11%。由於配合業務上發展，本集團增聘員工及
管理專才以改善運作及業務發展。此外，本集團聘用專業顧問公司以輔助推
行新生產計劃去改善整體供應鏈上訂單計劃流程及效率。儘管增加一般及行
政開支在短期內對本集團財務表現帶來影響，本集團相信這班專業人才及系
統投資定能穩固集團的業務及管理基礎，從而達到業務長遠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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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成本

今 個 財 政 年 度 企 業 成 本 中 心 之 成 本 開 支 達16,400,000港 元，去 年 同 期 是
15,800,000港元。

財政狀況

本集團之財政狀況維持穩健，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股東應佔資本
為546,000,000港元，去年同期為558,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本集團訂立一份買賣合約，以19,000,000港元出售本集
團一個位於香港的投資物業，該項交易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完成。

銀行結餘及現金達133,000,000港元，可用之信貸額達149,000,000港元，資本負
債比率維持極低水平。

存貨周轉期由去年的61天縮短至今年的57天，主要是由於庫存水平管理得以
改善。

年內，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34,000,000港元，主要用於購買機器及改善工廠設
備上。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面對歐元、港元、人民幣、美元及泰銖之外匯風險。銷售收入主要
以美元計值，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港元兌美元的外匯風險輕微。本集團
通過定期檢討，並採取審慎措施管理其外匯風險，以盡量降低外匯兌換風險。

展望及未來發展

展望未來，集團預期業務需求續漸好轉。市場環境仍然波動，速度及靈活性
已無可避免地成為在供應鏈決策上的主要因素。我們衡量過規模，成本及服
務各方面後，在未來一年將會重新分配全球產能及擴充位於中國江西省龍南
廠房的產能，務求達到持續業務的長遠增長及發展。再加上我們不斷努力去
改善現有廠房的生產力和效率，以及優化整體生產計劃和流程。我們相信未
來定能改善集團的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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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本集團繼續致力維持高質素之企業管治原則及常規，重點加強透明度及問責性。
本集團亦會確保於集團內部貫徹應用該等原則及常規，務求提升股東價值及
為持份者帶來最大利益。

本公司於回顧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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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及第A.4.2條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其中包括）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委任，並須接受
重選連任。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委任。然而，彼等均須按本公司之細則
至少每三年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

守則條文第A.4.2條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按指定任期委任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
輪值告退一次。

主席在職期間毋須輪值告退或在釐定每年退任董事人數時計算在內。董事會
認為，繼續維持主席之領導角色，對本公司之穩定性尤其重要，並有利其發展，
因此，董事會認為，於現階段主席不應輪值告退或限定其任期。

確認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第3.13條發出之年度獨
立確認書。本公司已評核彼等之獨立性並確認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屬獨立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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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上巿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根據向全體董事所作
之特定垂詢，本公司認為董事於回顧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可能持有本公司內幕消息之僱員亦須遵守不遜於標準守則之指引條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Marvin Bienenfeld先生、周宇俊先生、梁綽然小姐、梁英華
先生及林宣武先生（彼等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審閱本集
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亦已審閱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財務業績。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0.50港元）。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宣派特別股息每股0.05港元，
惟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
可作實。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建議特別股息。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0.05港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0.05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年度派付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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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a) 出席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

為確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之股份過戶
登記總處及分處將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為符合股東出
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
最遲須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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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號合
和中心22樓，辦理登記手續。

(b) 收取建議特別股息之資格

為確定股東收取建議特別股息之資格，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總處及分
處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為確保合資格收取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建議特別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
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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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號合和中心22樓，辦理登記手續。

僱員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8,538名僱員（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約7,825名僱員）。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政策及待遇乃參照現行市況及適用法定
要求而釐定。本集團亦向其僱員提供其他僱員福利，例如醫療保險、強制性
公積金供款及購股權計劃。

代表董事會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黃松滄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發出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黃松滄先生、黃啓智先生及黃
啓 聰 先 生；非 執 行 董 事 馮 煒 堯 先 生、Lucas A.M. Laureys先 生 及Herman Van de 
Velde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Marvin Bienenfeld先生、周宇俊先生、梁綽然小姐、
梁英華先生及林宣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