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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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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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3）

TOP FORM INTERNATIONAL LIMITED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全年業績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黛麗斯」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
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428,532 1,236,659
銷售成本 (1,190,553) (1,056,311)

毛利 237,979 180,348
其他收入淨額 4 56,614 8,766
銷售及分銷開支 (60,098) (39,685)
一般及行政開支 (219,326) (225,317)

經營溢利╱（虧損） 15,169 (75,888)
財務費用 5(a) (6,846) (5,459)
所佔一間合營公司溢利 2,989 2,041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 639 –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11,951 (79,306)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4,806) 1,780

年內溢利╱（虧損） 7,145 (77,526)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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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797 (77,235)

非控股權益 4,348 (291)

年內溢利╱（虧損） 7,145 (77,526)

每股盈利╱（虧損）（二零二零年經重列） 8

基本及攤薄 0.011港元 (0.33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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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虧損） 7,145 (77,526)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
益的權益性投資－投資重估儲備變動（不
可劃轉） – (5,883)

– (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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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9 (6,074)

－一間合營公司 2,317 (949)

－聯營公司 (76) –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6,440 (12,906)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3,585 (90,432)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9,210 (90,165)

非控股權益 4,375 (267)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3,585 (9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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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5,577 231,709

投資物業 161,821 132,467

於一間合營公司之權益 27,465 22,15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 23,756 –

其他金融資產 2,838 2,838

衍生金融工具 1,402 1,403

遞延稅項資產 571 986

預付款項及押金 1,797 5,682

425,227 397,244

流動資產
存貨 255,868 180,389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163,171 143,369

可退回本期稅項 – 157

銀行結餘及現金 92,217 122,903

511,256 446,81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1 261,720 211,736

無抵押銀行貸款 12 87,980 97,442

租賃負債 13,087 14,396

應付本期稅項 5,026 2,005

367,813 325,579

流動資產淨值 143,443 12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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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68,670 518,483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6,504 21,526

退休福利承擔 4,329 3,110

遞延稅項負債 36,618 32,485

其他應付款 696 12,692

58,147 69,813

資產淨值 510,523 448,67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147,940 107,519

儲備 327,600 318,228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 475,540 425,747

非控股權益 34,983 22,923

權益總額 510,523 448,670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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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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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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認
會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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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相關附註所列財務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
師事務所與本集團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比較，並同意該等數字與有關財務報表所列數額一致。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
《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所進行的審核、審閱或其他委聘保證，因此核
數師並未作出任何保證。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經發出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其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該等發展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或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本集
團並無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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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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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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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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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全部來自唯一的報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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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物業、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公司之權益以及預付款項及押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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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8,417 9,454 22,741 29,261

美國 1,072,602 919,610 – –

比利時 97,200 77,603 – –

荷蘭 30,647 34,316 – –

西班牙 30,150 43,200 – –

法國 21,379 32,520 – –

斯里蘭卡 42,547 34,173 4,448 3,885

加拿大 14,747 14,112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5,899 28,334 227,978 201,030

德國 21,251 16,704 – –

意大利 8,434 3,267 – –

墨西哥 11,838 7,027 – –

泰國 – – 128,441 144,637

柬埔寨 – – 3,234 5,781

緬甸 – – 14,266 7,423

其他 33,421 16,339 19,308 –

1,428,532 1,236,659 420,416 3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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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b) 主要客戶之資科

來自佔本集團銷售總額10%以上之客戶之收入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678,315 408,469

客戶B 356,556 382,500

客戶C* 不適用 124,587

*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來自該客戶的收入少於本集團總收入
的10%。

4. 其他收入淨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一項物業（附註(i)） 27,868 –

－其他廠房及設備 137 –

政府補助（附註(ii)） 11,857 2,196

投資物業總租金收入 8,921 8,123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收益╱（虧損） 3,686 (5,319)

樣品收入 1,471 525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的貸款的利息收入 335 –

銀行利息收入 224 47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虧損 (1) (612)

轉撥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重估虧損 (1,337) –

其他 3,453 3,383

56,614 8,766

附註：

(i)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以代價28,000,000港元向一名獨立第
三方出售賬面淨值為零元的自置物業，扣除相關交易成本後，出售淨收益為
27,868,000港元。

(ii)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收取中國大陸及香港政府的政府補助
11,85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196,000港元），其中6,661,000港元為香港政府所設立
的防疫抗疫基金下的「保就業」計劃的資金支持。

有關來自中國大陸政府的政府補貼，並無與收取該等政府補貼有關的未完成的條件及
其他或有事項。概不保證本集團於未來將繼續收取該等政府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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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費用
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 1,068 1,919

租賃負債的利息 1,308 1,363

其他銀行費用 4,470 2,177

6,846 5,459

(b) 職工成本
職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 481,853 458,309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開支 162 380

退休福利義務撥備 1,219 1,156

遣散費（超額撥備撥回）╱撥備 (953) 2,284

社會保障供款超額撥備撥回 – (149)

482,281 461,980

(c)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1,983 1,929

折舊費用
－擁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32,682 27,858

－使用權資產 18,526 16,880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回）╱減值虧損 (2,274) 3,140

陳舊存貨撥備淨額（已計入銷售成本） 1,977 13,25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063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188,576 1,043,057

匯兌虧損淨額 10,626 3,807

有關短期租賃以及剩餘租賃期於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到期的 

其他租賃的開支 – 6,391

有關短期租賃的開支 2,087 –

有關低價值資產租賃的開支 395 159

附註： 職工成本包括有關界定供款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的金額26,27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29,30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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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 3,021 2,001

其他司法權區 471 101

3,492 2,102

過往年度本期稅項（超額撥備）╱少撥備：
香港 (21) –

其他司法權區 (1) 477

(22) 477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異 1,336 (4,359)

所得稅開支╱（抵免） 4,806 (1,780)

二零二一年的香港利得稅撥備是按本年度的估計應評稅利潤以16.5%（二零二零年：16.5%）
的稅率計算，惟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除外，其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屬合資格法團。

就該附屬公司而言，首2,000,000港元應評稅利潤按8.25%的稅率納稅，而其餘應評稅利潤則
按16.5%的稅率納稅。於二零二零年，該附屬公司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相同基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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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股息

董事會已經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宣佈派發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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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公司權益股東 

應佔溢利╱（虧損） 2,797 (77,235)

股份數目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經重列）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57,375,668 232,631,613

用以計算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經調整，
以反映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九日進行供股的紅利元素。因此，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的每股基本虧損已經重列。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原因為於各有關年度內發行在外的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
╱（虧損）產生了反攤薄作用。

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分佔資產淨值 4,448 –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的貸款 19,308 –

23,756 –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的貸款為無抵押、按年利率3%至5%計算利息，並須於各有關提取日期
起計兩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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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按攤銷成本，扣除虧損撥備 72,079 78,937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可劃轉）的 

將讓售貿易應收賬款 60,176 33,695

其他應收賬款 30,916 30,737

163,171 143,369

預期所有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將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作為本集團現金流量管理的一部分，本集團的慣例為於貿易應收賬款到期償還前將部分貿
易應收賬款讓售予金融機構，並基於本集團已將幾乎全部風險和報酬轉移予有關交易對手
方將已讓售貿易應收賬款終止確認。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以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可劃轉）的已讓售
貿易應收賬款的實際年利率介乎1.36%至3.45%（二零二零年：年利率介乎1.82%至3.4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以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可劃轉）的貿易應
收賬款的公平價值變動不大，因此，並無在權益內將公平價值變動確認為以公平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儲備。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劃分之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90日 123,787 80,085

91–180日 8,468 32,547

132,255 11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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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預期所有貿易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將於一年內支付或按要求隨時付還。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144,146 119,76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17,574 91,976

261,720 21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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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 102,234 86,780

逾期1–30日 28,315 28,342

逾期31–60日 9,571 1,118

逾期超過60日 4,026 3,520

144,146 119,760

由於購買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30至60日，上文所披露大部分結餘均為由發票日期起計9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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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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無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無抵押銀行貸款的還款期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或按要求 87,980 97,44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就若干附屬公司的銀行貸款提供擔保。有關銀行融資金
額為110,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10,000,000港元）。有關融資已經動用其中87,980,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97,442,000港元）。

本集團所有的銀行貸款須符合與金融機構的貸款安排常見的有關本集團若干資產負債表比
率的契諾。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本集團未有履行本集團目前已提取金
額為79,984,000港元的協議內所規定的其中一項契諾。有關銀行融資已經於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續期。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違反有關提取融資的契諾。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實際年利率為1.21%（二零二零年：1.35%）。

13. 股本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本公司完成供股，其涉及按每持有五股本公司股份獲發兩股供
股股份之基準，以認購價每股供股股份0.50港元發行86,015,050股供股股份。經扣除直接應
佔成本2,587,000港元後，來自供股之所得款項淨額為40,42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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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黛麗斯繼續應對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對本集團帶來的重大挑戰。

從二零二零年春季新冠疫情開始爆發之際，由於各國實施封鎖，本集團大部分產
能暫停以及客戶訂單的暫停和延遲，令本集團在本財政年度開始時經歷近來最艱
難的一個季度。於本年度，在所有主要經濟體的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美國和歐
洲前所未有的勞工保障計劃以及疫苗的推出所推動下，全球經濟經歷近來最快的
復甦。隨著我們的主要市場開始解除封鎖，美國和歐洲的主要客戶需求激增，對
無縫產品的需求尤其強勁。

二零二零年初秋時，儘管全球消費者需求從疫情中強勁反彈，但全球供應鏈已受
到衝擊並未能恢復以應對強勁的增長。年內，黛麗斯須繼續應對供應鏈中斷和營
運環境中的重大動盪，其中包括主要港口擁塞令全球貨櫃短缺，導致原材料運輸
和預定客戶交付期出現嚴重延誤、持續攀升的運費（比疫情前水平增加超過 

100%），以及由於出現新冠感染個案而導致生產線間中停頓，以上均導致營運成
本顯著增加。

由於疫情仍肆虐，以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均為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帶來重大挑
戰。在過去的十二個月，本集團繼續管理於二零一九年開始由中美貿易戰所產生
的額外關稅，預期此關稅制度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持續。另外，於二零二一年二月
發生的緬甸軍事政變對本集團擴展生產基地的策略造成打擊。在過去兩年，黛麗
斯一直在邊境城市 Mayawadee 穩步建設廠房並培養勞動力，該城市地理位置優越，
並靠近位於泰國美索的廠房。本集團原計劃可憑藉地理優勢，以及在管理大量緬
甸勞動力方面的經驗和緬甸具競爭力的勞動力成本開拓新的生產地。然而，鑑於
緬甸政局不穩，本集團決定在完成最後一批客戶訂單後於二零二一年六月起暫停
緬甸的業務。我們相信此舉符合本集團員工和客戶的最佳利益。

本集團於年內採取積極措施改善現金流動性及加強資產負債表，使本集團能渡過
危機並支持業務增長。於二零二零年九月，本集團以28百萬港元出售一項本集團
先前用作倉庫及辦公室的物業。於二零二一年二月，本集團成功完成供股並籌集 

40.4百萬港元資金用於持續投資無縫業務和新的產能。



16

於年內，以金額計，美國市場的銷售額佔本集團的銷售總額75%；歐洲市場佔
15%；其餘市場則佔10%。而從供應方面，在東南亞的海外產能比例佔全球產能
的67%，而國內則佔餘下的33%。

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之銷售收入上升16%至1,429百萬港元，
而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之銷售收入為1,237百萬港元。銷售收入上升主要是由於美
國的核心客戶對無縫產品之強勁需求、新增客戶以及歐洲客戶銷售增加所致。

毛利

於年內，毛利由180.3百萬港元上升至238.0百萬港元，毛利率由15%上升至17%。
毛利增加主要是由於銷售收入及客戶和產品組合改善所致。

其他收入淨額

其他收入淨額由8.8百萬港元增加至本年度的56.6百萬港元。其他收入淨額增加主
要是由於出售香港物業所得的款項28百萬港元，本公司的附屬公司通過香港政府
的「保就業」計劃獲得的6.7百萬港元防疫抗疫基金，以及 3.7 百萬港元的投資物業
重估收益，而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則為投資物業重估虧損5.3 百萬港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運費、銷售及銷售支援人員的員工福利以及客戶樣品開
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為60.1百萬港元，
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則為39.7百萬港元。銷售和分銷開支顯著增
加主要是由於新冠疫情造成的持續和嚴重供應鏈中斷而導致運費上升。

一般及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為219.3百萬港元，
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則為225.3百萬港元。一般及行政開支下跌主
要是由於疫情期間管理層採取若干降低成本的措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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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費用

本集團的財務費用主要為借貸、貿易應收賬款讓售費用和租賃負債之利息支出。
財務費用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5.5百萬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6.8百萬港元。財務費用上升主要是由於銷售收入增加。

年內溢利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錄得除稅後溢利7.1百萬港元，而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則錄得淨虧損77.5百萬港元。

財政狀況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達92.2百萬港元（於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122.9百萬港元），銀行貸款總額為88百萬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97.4百萬港元），資本負債比率為24.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31.3%）。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
何資產予銀行以取得銀行貸款。

本集團致力改善營運資金管理並專注於整體現金轉換週期，其計算方法是將存貨
周轉期加上應收賬款周轉天數，並減去應付賬款周轉天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年度，現金轉換週期為24天，而去年則為37天。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天數）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天數）

存貨周轉期 67 61

應收賬款周轉天數 31 47

應付賬款周轉天數 74 71

現金轉換週期 24 37

現金轉換週期天數由37天減少至24天，主要是由於存貨周轉天數的增加被應收賬
款周轉天數的減少抵消所致。

年內，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34.2百萬港元，大部分是用於擴展海外廠房產能，以
及購買額外的 santoni 機器用於無縫管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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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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7,681名僱員（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約
7,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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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股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本公司按每持有五股本公司已發行股份（「股份」）獲發
兩股供股股份之基準向本公司之股東（「股東」）配發及發行本公司新普通股
86,015,050股，認購價為每股供股股份0.50港元（「供股」）。供股所得款項淨額（扣
除開支後）約為40.4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一零年二月十九日供股完成後，本公司已
發行普通股數目為301,052,675股。

有關供股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四日、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二零二一年二月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二
月十八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九日之通函及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之供股章程（「供股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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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股之所得款項用途

所得款項擬定用途、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實際用途及尚未使用所
得款項之餘額如下：

所得款項用途
所得款項
擬定用途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所得款項
實際用途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使用所得
款項之餘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購買用於泰國之santoni機器 18.6 9.3 9.3

增加於印尼生產女裝內衣 

公司之投資 12.9 – 12.9

建造緬甸廠房設施 6.4 6.4 –

一般營運資金 2.5 2.5 –

合共 40.4 18.2 22.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尚未使用所得款項之餘額約22.2百萬港元，預計將於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前根據供股章程所載之擬定用途使用。

報告期後事項
本集團於報告期後至本公告日期並無其他重大事項。

展望及未來發展
在撰寫本文時，世界各國正在努力抗擊疫情，應付致病性更高、傳播力更強的 

Delta變種病毒。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由於疫苗供應不足令疫苗接種率偏低，對該等
國家的打擊尤其嚴重。同時，變種病毒蔓延導致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各政府採取嚴
格的封鎖措施，以防止病毒傳播令日常生活和活動受到嚴重影響。

預期疫情反覆將持續至二零二二年，我們一直與當地政府密切合作，制定「氣泡
與封鎖」措施，以防止和遏制病毒傳播，同時保持生產線繼續運行。本集團亦就
生產週期和交貨時間的任何變化與客戶和供應商保持溝通。憑藉多元化的生產基
地和應急計劃，我們將努力克服疫情帶來的動盪。

預期未來數月環境仍波動及供應鏈中斷持續，黛麗斯將繼續專注於執行關鍵策略
和改善現金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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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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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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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年度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梁綽然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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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無）。

並無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年度派付予本公司股東（「股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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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出席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

為確定股東出席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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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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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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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樓，辦理登記手續。

承董事會命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黃松滄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發出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黃松滄先生、黃啟聰先生及黃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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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綽然小姐、梁英華先生及林宣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