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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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黛麗斯」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期內」）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713,652 638,724

銷售成本 (585,595) (517,073)

毛利 128,057 121,651

其他收入淨額 4 10,009 45,717

銷售及分銷開支 (18,761) (34,985)

一般及行政開支 (111,813) (99,429)

經營溢利 7,492 32,95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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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 7,492 32,954

財務費用 5(a) (3,042) (2,919)

所佔一間合營公司溢利 2,183 1,419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158 579

除稅前溢利 5 6,791 32,033

所得稅開支 6 (2,382) (2,727)

期內溢利 4,409 29,306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50 24,699

非控股權益 3,959 4,607

期內溢利 4,409 29,306

每股盈利（港仙） 8

基本及攤薄 0.15 11.49

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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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4,409 29,306

其他全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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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 12,260

－一間合營公司 1,133 1,967

－聯營公司 (10)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4,077) 14,22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32 43,533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544) 38,922

非控股權益 4,876 4,61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32 4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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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

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5,356 205,577

投資物業 164,713 161,821

於一間合營公司之權益 28,189 27,46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5,886 23,756

其他金融資產 2,838 2,838

衍生金融工具 1,402 1,402

遞延稅項資產 571 571

預付款項及押金 1,797 1,797

430,752 425,227

流動資產
存貨 270,701 255,868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9 153,060 163,17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2,896 92,217

526,657 511,25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 259,477 261,720

無抵押銀行貸款 106,601 87,980

租賃負債 14,382 13,087

應付本期稅項 3,098 5,026

383,558 367,813

流動資產淨值 143,099 143,44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73,851 568,670



5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

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0,242 16,504

退休福利承擔 4,220 4,329

遞延稅項負債 37,497 36,618

其他應付款 – 696

 

61,959 58,147

 

資產淨值 511,892 510,52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147,940 147,940

儲備 324,093 327,6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72,033 475,540

非控股權益 39,859 34,983

權益總額 511,892 510,523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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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業績公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括
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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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獲授權刊發。

本中期財務業績乃根據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二零二一
年年度財務報表指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其已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十四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會計政策任何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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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於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編製或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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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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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戶之間的合約產生的收入」的
範圍內。本集團按單一單位管理其業務，因此生產及銷售女裝內衣為其唯一可報告分類，
而實際上所有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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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經營決策人乃按綜合基準審閱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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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及負債全部來自生產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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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一項物業之收益淨額（附註(i)） – 27,868
政府補助（附註(ii)） 105 10,755
投資物業總租金收入 6,343 5,285
利息收入 559 249
樣品收入 338 757
其他 2,664 803

10,009 45,717

附註：

(i)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出售自置物業（截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代價28,000,000港元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出
售賬面淨值為零港元的自置物業，扣除相關交易成本後，出售淨收益為27,868,000港元）。

(ii)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收取中國大陸的政府補助
105,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取中國大陸及香港
政府的政府補助10,755,000港元，其中6,66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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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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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571

租賃負債的利息 501 631

其他銀行費用 1,906 1,717

3,042 2,919

(b) 其他項目

折舊費用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795 18,957

 －使用權資產 7,983 7,604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回 – (2,226)

陳舊存貨撥備（已計入銷售成本） 1,723 54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3,587 (591)

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10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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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631 1,936

其他司法權區 598 71

2,229 2,00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香港利得稅 (4) –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157 720

2,382 2,727

於兩個期間內，香港利得稅撥備是按估計應評稅利潤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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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萬港元應評稅利潤按8.25%的稅率納稅，而其餘應評稅利潤則按
16.5%的稅率納稅。於兩個期間內，該附屬公司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相同基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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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無於中期期末後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9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 450 24,699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301,052,675 215,03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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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港元發行86,015,050股供股股份。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原
因為於本期間內尚未行使的購股權並無對每股基本盈利產生任何攤薄作用。於兩個期
間內均並無任何具攤薄性的潛在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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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按攤銷成本，扣除虧損撥備 74,742 7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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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69 60,176

其他應收賬款 35,949 30,916

153,060 163,171

結餘中包括貿易應收賬款為117,111,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32,255,000港元）。
本集團容許其貿易客戶可享有平均10日至120日之信貸期。

作為本集團管理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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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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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90日 116,035 123,787

91–180日 1,076 8,468

117,111 132,255

其他應收賬款包括由聯營公司所生產而尚未交付的製成品5,367,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630,7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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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結餘中包括貿易應付賬款152,182,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44,14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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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付賬款包括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94,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02,7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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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 110,355 102,234

逾期1–30日 29,137 28,315

逾期31–60日 9,635 9,571

逾期超過60日 3,055 4,026

152,182 144,146

由於購買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介乎30日至60日，故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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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交易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舊
購股權計劃」）向本公司董事及僱員授予5,920,000份購股權，有關代價為1港元。於供股完成
後，根據舊購股權計劃授予而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總數由5,920,000份調整為6,645,836份，其中
1,930,884份其後已經失效；而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則由每股1.172港元調整為每股1.044

港元。4,714,952份尚未行使購股權將會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歸屬，屆時可行使至二零
二四年。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本公司根據舊購股權計劃向本公司董事、董事的聯繫人及僱
員授予16,600,000份購股權，有關代價為1港元，其中並無任何購股權已經失效。該等購股權
將會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歸屬，屆時可行使至二零二六年。行使價為0.58港元，即本
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購股權總數為21,314,952份（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已發行股份約7.08%），根據舊購股權計劃的條款，所有尚未行使
購股權將繼續有效及可予行使。舊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日屆滿。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任何根據舊購股權計劃授予的購股權
獲行使（二零二零年：無）。

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採納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由採納日期起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新購股權計劃，並無任何購股權獲授予、行使、註銷或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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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本財年首六個月，雖然全球新冠疫情仍然猖獗，但全世界大部分地區已適應新
常態，整體市場需求亦已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於期內，由於美國和歐洲客戶繼
續對創新、舒適和合身的內衣產品下訂單以迎合休閒和在家工作的趨勢，我們的
產品從傳統的剪裁和縫紉產品到無縫產品之需求仍然非常強勁。而各分銷渠道亦
迫切地補充受長達兩年的疫情影響而耗盡的庫存。

另一方面，於本期間，黛麗斯積極地安排在亞洲和海外極具挑戰性的營運環境生
產，以應對客戶激增的需求。

由於Delta和隨後的Omicron變種病毒的快速傳播，東南亞的廠房經歷不同程度的
衝擊，包括因社區封鎖或疾病而導致的缺勤率增加，以及地方政府間歇性地要求
關閉生產線以遏止疫情在社區傳播，同時亦產生巨大的額外成本和資源用於定期
檢測、隔離和疾病控制措施以維持正常營運。此外，在過去一年中，全球需求激
增推高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再加上中國發生的各種供應鏈中斷，使原材料成本
顯著上升。與此同時，全球供應鏈危機導致天文數字的運費和原材料和成品運輸
時間大大延長。

儘管面臨各種挑戰，但本集團透過於中國和東南亞之策略性多元化生產基地在這
場危機中展現出彈性和靈活性。我們藉著不同地域產能盡量避免對客戶造成重大
影響及履行對客戶的交付承諾，從而使本集團銷售額達同比增長12%，而運費較
去年同期則大幅下降。

在此期間，以金額計，美國市場的銷售額佔本集團的銷售總額62%；歐洲市場佔
20%；其餘市場則佔18%。而從供應方面，在東南亞的海外產能比例佔全球產能
的59%，而國內則佔餘下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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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於期內，本集團之銷售收入上升12%至713.6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則為638.7百萬港元。銷售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無縫產品的強勁
銷售以及歐洲客戶的銷售復甦所致。

毛利

於期內，毛利由去年同期的121.7百萬港元上升至128.1百萬港元，毛利率由19%下
跌至17.9%。毛利增加是由銷售額增加，而毛利率的下跌是由於與疫情帶來中斷
導致生產成本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淨額

其他收入淨額由去年同期的45.7百萬港元減少至本期間的10百萬港元。其他收入
淨額減少主要是由於去年度出售位於香港的物業錄得一次性收益約28百萬港元；
及去年度本公司的附屬公司透過香港政府「保就業」計劃獲得之政府補助約6.7百
萬港元，而於本期間並無以上收益。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和分銷開支主要包括運費、員工福利和銷售及銷售支緩人員的營運費用以及
客戶樣品開支。於期內，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為18.8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則為35.0百萬港元。銷售和分銷開支減少主要是
由於空運成本顯著減少。

一般及行政開支

於期內，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為111.8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則為99.4百萬港元。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上一財政
年度採取降低成本措施而於本期間並無此措施，以及銷售額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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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2.9百萬港元增加至本期間
的3百萬港元。財務費用上升主要是由於銷售額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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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

本集團於期內錄得淨溢利4.4百萬港元，去年同期則為淨溢利29.3百萬港元。

財政狀況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達102.9百萬港元（於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92.2百萬港元），銀行貸款總額為106.6百萬港元（於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88百萬港元），資產負債比率為20.8%（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17.2%），以計息銀行借款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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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現金轉換週期為22天，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則為24天。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年度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天數） （天數）

存貨周轉期 83 67

應收賬款周轉天數 32 31

應付賬款周轉天數 93 74

現金轉換週期 22 24

現金轉換週期天數由24天減少至22天，主要是由於期末實際支付的時間差異導致
應付賬款周轉天數較長所致。較長的應付賬款周轉天數被較長的存貨周轉期部分
抵消，存貨周轉期從67天增加到83天。而較長的存貨周轉期是由於全球物流動盪
導致大量製成品於期末等待貨櫃裝運。

期內，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13.8百萬港元，大部份是用於擴展東南亞廠房的產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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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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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供股之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九日完成供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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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款項擬定用途、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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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所得款項

實際用途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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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使用所得款項之餘額約22.2百萬港元，預計將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底前根據供股章程所載之擬定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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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提供貸款予聯營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的貸款為21.3百萬港元（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9.3百萬港元），不多於根據相關貸款協議可提取之最高貸款
本金3.0百萬美元（相等於23.3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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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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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過去幾個月，隨著亞洲疫苗接種率提升，以及各國亦逐漸應對疫情帶來的健康
危機，實施嚴格的封鎖和限制措施有所減少，而企業則已適應並善於應對嚴重的
阻礙。儘管如此，隨著Omicron變種病毒現正席捲全球，黛麗斯的營運預計亦不能
倖免地受到影響，預期這種混亂局面將全年持續。

隨著我們服務的市場在物流和消費者情緒方面繼續正常化，儘管面臨挑戰，黛麗
斯憑藉過去幾年奠定的基礎和採取的策略將能積極應對這場危機，我們有信心將
繼續成為現有和未來潛在的客戶之首選業務合作夥伴。就近期而言，黛麗斯將繼
續專注於保障員工的健康、改善系統和流程及增強穩定性，同時擴展東南亞的產
能，使我們在危機過後能好好把握未來的機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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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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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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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財務報告事
宜、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經由
審核委員會所審閱。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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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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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指定任期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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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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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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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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7,723名僱員（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約7,6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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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報告
本公司之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全部資料，將於香港交易及結
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topformbras.com)登載，
並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底或之前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黃松滄

香港，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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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