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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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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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281,021 1,126,008
銷售成本 (1,051,111) (920,758)

  

毛利 229,910 205,250
其他收入淨額 8,792 15,367
銷售及分銷開支 (23,017) (27,694)
一般及行政開支 (200,671) (191,646)
財務費用 (307) (222)
所佔合營公司溢利 3,516 7,396
其他開支 8 (3,141) –

  

除稅前溢利 4 15,082 8,451
所得稅開支 5 (2,735) (2,473)

  

年內溢利 12,347 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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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869 5,397
 非控股權益 (522) 581

  

年內溢利 12,347 5,978
  

每股盈利 7
 基本 0.060港元 0.025港元

  

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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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 12,347 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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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172)

  

24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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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7 2,288
 — 合營公司 743 (239)

視作出售合營公司權益時解除之匯兌儲備 (25) –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5,719 4,393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8,066 10,371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8,501 9,806
 非控股權益 (435) 565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8,066 1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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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2,352 111,62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432 1,480
投資物業 86,705 84,180
遞延稅項資產 781 –
衍生金融工具 2,800 4,313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8 25,830 24,736
預付租金款項 631 936

  

240,531 227,267
  

流動資產
存貨 148,736 150,28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9 222,627 209,69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8 48
可退回本期稅項 500 1,10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2,616 133,300

  

474,527 494,43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 137,504 139,300
融資租賃承擔 149 145
應付本期稅項 1,851 4,210

  

139,504 143,655
  

流動資產淨值 335,023 350,77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75,554 578,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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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62 205
退休福利承擔 832 939
遞延稅項負債 22,198 20,999

  

23,092 22,143
  

資產淨值 552,462 555,90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7,519 107,519
儲備 435,498 438,5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43,017 546,020
非控股權益 9,445 9,880

  

權益總額 552,462 555,900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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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財務業績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告所載年度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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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本集團會計政策未有受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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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與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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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分配資源及審閱營運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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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編製執行董事審閱之財務資料所採納會計政策與本集團就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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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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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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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9,802 15,402 9,541 11,243

美國 813,948 600,972 – –

比利時 104,115 108,779 – –

荷蘭 71,280 96,461 – –

西班牙 48,805 35,839 – –

法國 43,226 44,735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9,441 23,744 163,101 154,578

德國 29,208 49,746 – –

意大利 17,600 10,501 – –

墨西哥 17,328 10,468 – –

泰國 13 116 60,492 51,956

柬埔寨 – – 3,816 5,177

其他 86,255 129,245 – –
    

1,281,021 1,126,008 236,950 22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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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624,357 564,872

客戶B 154,522 3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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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2,034 1,95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3,022 20,582
壞賬（撥回）╱撥備 (4,662) 4,662
陳舊存貨撥備（已計入銷售成本） 10,346 9,160
解除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8 4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129 (186)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已付最低租金 18,212 16,488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 – (3,520)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040,765 911,598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31) 2,578
職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82,622 411,428
利息收入 (573) (546)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虧損╱（收益） 1,513 (674)

  

投資物業總租金收入 (3,641) (3,999)
減：於年內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 37

  

(3,641) (3,962)
  

5.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 1,716 1,572
 其他司法權區 1,303 979

  

3,019 2,551
  

過往年度本期稅項超額撥備：
 香港 (71) (490)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異 (213) 412

  

2,735 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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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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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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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中期股息每股0.05港元（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中期股息每股0.05港元） 10,752 10,752

  

21,504 21,504
  

報告期末後建議之股息：

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每股0.05港元（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特別股息每股0.05港元） 10,752 10,752

  

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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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9 5,397
  

股份數目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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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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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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260,470港元
遞延股份 — 810,000港元

49% 生產成衣用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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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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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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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綉麗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經審核財務業績，綉麗之預先協定表現目標
已達成。因此，潤達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認購71,089股綉麗發行之新股份。潤達
於綉麗之股權因而由40%增至51%，而本集團於綉麗之股權則由60%攤薄至49%。於本期間，
本集團在「其他開支」確認視作出售合營公司權益之虧損3,141,000元。

根據股東協議，倘本集團於綉麗擁有20%或以上股權，有關綉麗之實質經營及融資決策
須由本集團及潤達共同控制。因此，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本集團於綉麗之權益
繼續入賬列為合營公司。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96,814 190,639

減：壞賬撥備 – (4,662)
  

196,814 185,977

其他應收賬款 25,813 23,717
  

222,627 20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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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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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90日 160,777 162,695

91–180日 36,037 23,282
  

196,814 18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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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壞賬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七月一日 4,662 –

（撥回減值虧損）╱已確認減值虧損 (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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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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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賬款按付款到期日劃分之賬齡分
析載列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概無逾期或減值 191,215 166,432
  

逾期1–30日 4,167 7,496

逾期31–60日 116 56

逾期超過60日 1,316 394
  

5,599 7,946
  

196,814 17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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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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客戶於本集團之信貸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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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74,951 76,46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62,553 62,833
  

137,504 139,300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按付款到期日劃分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 71,370 72,064

逾期1–30日 3,135 3,253

逾期31–60日 294 467

逾期超過60日 152 683
  

74,951 76,467
  

由於購買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30日，上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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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所有應付賬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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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製造業務 1,281,021 1,126,008 32,162 24,894
企業成本 – – (17,080) (16,443)

    

1,281,021 1,126,008 15,082 8,451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之銷售收入上升14%至1,281,000,000
港元，而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之銷售收入為1,126,000,000港元。除稅後溢利由
去年度6,000,000港元上升107%至本年度12,300,000港元。

製造業務

於年內，本集團在美國市場收入增加，主要來自現有客戶的市場份額增加。
此增長被歐洲和其他地區的較低之銷售額所抵銷，我們已作出策略性決定與
部分客戶終止業務關係。總體而言，收入與去年同比增長14%，這是由於不斷
地調整客戶和產品組合令銷量和平均售價均上升所致。

以金額計，美國市場的銷售額佔本集團的銷售總額63%；歐洲市場佔26%；其
餘市場則佔11%。而從供應方面，於年內海外的產能比例佔全球產能的65 %，
而國內則佔  餘下的35 %。集團繼續致力改善及優化每個生產廠房的產能和設施，
於年內各廠房之效率皆有所改善。

於年內，毛利率維持18%。效率提高帶來的正面影響被主要營運地區工人成本
上升及泰銖及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增強所抵銷。

於年內，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5%。此增加是主要由於我們將泰國的所有業務
整合到美索廠房並關閉曼谷辦公室因而產生的一次性費用。此外，集團亦繼
續投資於營運、人才和商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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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成本

本財政年度企業成本中心之成本開支達17,100,000港元，去年同期為16,400,000
港元。

財政狀況

本集團之財政狀況維持穩健，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股東應佔資本
為543,000,000港元，去年同期為546,000,000港元。

銀行結餘及現金達10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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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天縮短至今年的52天，主要是由於營運和供應鏈管理
得以改善。

年內，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3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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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認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商業週期接近結束，加上中國及美國之間的貿易
衝突不斷升級，令市場環境非常波動，並可能對全球供應鏈造成破壞性影響。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以及時裝行業持續不斷的變化，本集團將繼續通過投資於
技術﹑人才和流程優化來提高生產力和效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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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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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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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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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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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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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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商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和財務報告
事宜，亦已審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業績。

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宣派末期股息每股0.05港元（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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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
名冊之股東派付建議末期股息。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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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0.05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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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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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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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最遲須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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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取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

為確定股東收取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總處及分
處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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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建議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
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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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8,684名僱員（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約8,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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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發出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黃松滄先生、黃啟智先生及黃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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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