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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  公佈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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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656,450 534,684

銷售成本 (438,331 ) (366,742)

毛利 218,119 167,942

其他經營收入 2 2,040 2,108

銷售及分銷開支 (25,869 ) (22,508)

一般及行政開支 (76,691 ) (66,311)

經營溢利 3 117,599 81,231

財務費用 (371 ) (543)

除稅前溢利 117,228 80,688

稅項 4 (24,507 ) (15,367)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92,721 65,321

少數股東權益 (578 ) 98

股東應佔溢利 92,143 6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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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派股息 5 26,938 21,427

每股盈利 6

基本 8.6仙 6.1仙

攤薄 8.6仙 6.1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7,048 133,24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865

147,048 134,108

流動資產

存貨 244,266 160,269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7 120,762 120,714

應收票據 3,360 2,62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3,809 113,767

472,197 397,37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8 146,614 102,407

稅項 49,458 42,259

有抵押銀行借貸及

其他負債－一年內到期 9,046 16,533

財務租約承擔－一年內到期 1,897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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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015 163,000

流動資產淨值 265,182 234,3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12,230 368,483

非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借貸及

其他負債－一年後到期 252 285

財務租約承擔－一年後到期 1,196 1,308

長期服務金撥備 4,520 4,520

遞延稅項 9,218 9,912

15,186 16,025

397,044 352,45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7,674 107,135

儲備 267,790 223,421

375,464 330,556

少數股東權益 21,580 21,902

397,044 35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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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可分為製造業務及品牌業務。該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如下：

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製造業務 品牌業務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647,079 9,371 – 656,450

集團內部銷售 384 – (384) –

銷售總額 647,463 9,371 (384) 656,450

業績

分類業績 127,935 (2,538) – 125,397

未分配企業開支 (8,005)

利息收入 207

經營溢利 117,599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製造業務 品牌業務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523,692 10,992 – 534,684

集團內部銷售 2,111 – (2,111) –

銷售總額 525,803 10,992 (2,111) 534,684



5

黛麗斯國際有限公司  －  公佈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業績

分類業績 89,339 (3,559) – 85,780

未分配企業開支 (4,836)

利息收入 287

經營溢利 81,231

地區分類

下表乃按地區市場分析之本集團銷售額：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按地區市場 經營

之銷售收入 溢利貢獻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利堅合眾國 506,957 100,232

歐洲 93,676 18,521

澳洲及新西蘭 24,551 4,854

亞洲（不包括香港） 23,717 3,229

香港 7,549 (1,439)

656,450 125,397

未分配企業開支 (8,005)

利息收入 207

經營溢利 11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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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按地區市場 經營

之銷售收入 溢利貢獻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利堅合眾國 407,646 76,311

歐洲 83,312 6,900

澳洲及新西蘭 19,145 3,585

亞洲（不包括香港） 15,397 308

香港 9,184 (1,324)

534,684 85,780

未分配企業開支 (4,836)

利息收入 287

經營溢利 81,231

附註： 集團內部銷售乃由管理層參照市值之價格釐定。

2. 其他經營收入

其他經營收入包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07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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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溢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2,982 11,298

紡織品配額成本 7,050 8,661

下列項目所產生之減值虧損：

租賃物業改善工程 3,349 –

傢俬、裝置及設備 1,628 –

（已計入銷售成本以及一般及行政開支分別為

3,514,000港元及1,463,000港元） 4,977 –

撇銷壞賬 1,157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248 ) –

4. 稅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根據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

（二零零三年：17.5%）計算之香港利得稅 21,324 11,295

按個別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 3,877 3,413

25,201 1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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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稅項：

本年度 (694 ) 448

稅項增加所致 – 211

(694 ) 659

24,507 15,367

5.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股息：

已付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

每股0.05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0.04港元），

共1,075,973,083股股份

（二零零三年：1,071,349,957股股份） 53,798 42,854

已付二零零三年特別股息：

每股0.02港元，共1,071,349,957股股份 – 21,427

53,798 64,281

擬派股息：

擬派中期股息（附註） 26,938 21,427

附註： 董事已建議派付中期股息每股0.025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0.02港元），共1,077,514,125股股份（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071,349,957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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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內股東應佔溢利92,143,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65,419,000港元）及已發行1,074,021,654股股份（截至二零零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071,349,957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方式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溢利 92,143 65,419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份數目 1,074,021,654 1,071,349,957

具攤薄性購股權之影響 2,531,355 4,352,432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股份數目 1,076,553,009 1,075,702,389

7.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結餘已計入應收賬款99,007,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97,376,000港元）。本

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平均為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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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之到期日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92,325 85,130

31日至60日 4,064 9,190

61日至90日 2,064 1,308

90日後 554 1,748

99,007 97,376

8.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結餘已計入應付賬款74,33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36,295,000港元）。

應付賬款之到期日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59,851 30,334

31日至60日 8,670 3,134

61日至90日 3,488 1,382

90日後 2,324 1,445

74,333 36,295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的銷售營業額及除稅後盈利均

較去年同期有所增長，分別增加23%至656,500,000港元及41%至92,100,000港元，而今年

及去年同期，每股基本盈利分別為8.6港仙及6.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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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務新增及現有客戶對產品的需求均告上升，令集團的經營溢利得以改善。另外，

集團能善用廠房設施達至近100%使用率，以及受惠於中國及泰國低成本生產力而提升

進一步改善盈利。於回顧六個月期間，集團從30,300,000件製成品中已付運27,900,000件。

由於美國對中國進口的胸圍產品實施反激增配額制，以致產生上述付運差額。此外，美

國的反激增配額制度對集團的業務影響輕微，而該配額制度亦已從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正式取消。

品牌業務佔集團的業務組合中一個極小部份。品牌業務銷售營業額為9,400,000港元，佔

集團整體銷售營業額少於1.5%。在該六個月期間，集團營運方針集中於改善現有分銷渠

道的銷售，並成功地將虧損收窄了28%至2,600,000港元。

回顧半年期間，本集團為了應付日趨艱難的營商環境中繼續增長，強化了各後勤與行政

運作，以致企業開支由佔去年銷售營業額的0.9%，上升至1.2%。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維持穩固。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東資金由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的 330,600,000港元提升至375,500,000港元。本集團可動用的信貸融資為

160,000,000港元，其中已動用的信貸額約9,000,000港元。銀行結餘及現金為104,000,000

港元，而流動比率為2.3。由此可見，本集團實際上無需依賴銀行融資作支持，更可望在拓

展機會湧現的情況下佔盡優勢。

董事會已議決宣派本半年度的中期股息每股2.5港仙。

本集團對於下半年前景感到樂觀。雖然較早前出現的油價上漲及加息問題，可能令消費

意慾進一步減低，但製造業務新增及現有客戶仍與本集團同步增長。集團已計劃進一步

拓展泰國生產設施以應付日益增加的需求，以及平衡集團最近在中國已擴充之生產設施。

集團將繼續物色中國內地市場的發展機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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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一日名列股東登記冊之股東宣派截至本六個月期間

之中期股息為每股2.5港仙（二零零三年：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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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監管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

用守則。

刊載中期財務報告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至46(6)段規

定有關本公司之一切財務及其他有關資料將盡快刊載於聯交所之網址。

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之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馮煒堯

香港，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發出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馮煒堯先生及黃松滄先生，非執行董事Lucas A.

M. Laureys先生、梁綽然小姐及Herman Van de Velde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Marvin

Bienenfeld先生、周宇俊先生、林家璁先生、林相如先生及謝貫珩小姐組成。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