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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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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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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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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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 471,912 713,652

銷售成本 (382,940) (585,595)

毛利 88,972 128,057

其他收入淨額 4 10,031 10,009

銷售及分銷開支 (15,078) (18,761)

一般及行政開支 (96,759) (111,813)

經營（虧損）╱溢利 (12,834) 7,492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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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經營（虧損）╱溢利 (12,834) 7,492

財務費用 5(a) (4,408) (3,042)

所佔一間合營公司溢利 964 2,183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 304 158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15,974) 6,791

所得稅開支 6 (1,731) (2,382)

期內（虧損）╱溢利 (17,705) 4,409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3,847) 450

非控股權益 6,142 3,959

期內（虧損）╱溢利 (17,705) 4,409

每股（虧損）╱盈利（港仙） 8

基本及攤薄 (7.92) 0.15

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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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期內（虧損）╱溢利 (17,705) 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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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9) (5,200)

－一間合營公司 (841) 1,133

－聯營公司 (12) (1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5,012) (4,07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2,717) 332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9,349) (4,544)

非控股權益 6,632 4,87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2,717)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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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7,943 182,916

投資物業 156,623 163,229

於一間合營公司之權益 28,304 28,18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 7,355 25,245

其他金融資產 2,838 2,838

遞延稅項資產 315 339

預付款項及押金 1,377 2,725

404,755 405,473

流動資產

存貨 165,143 174,895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134,504 181,57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4,064 136,487

413,711 492,952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1 164,521 199,553

無抵押銀行貸款 88,569 115,404

租賃負債 11,971 13,051

應付本期稅項 5,902 8,674

270,963 336,682

流動資產淨值 142,748 156,27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47,503 56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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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3,882 13,309

退休福利承擔 3,486 4,696

遞延稅項負債 34,758 36,410

62,126 54,415

資產淨值 485,377 507,32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7,940 147,940

儲備 290,340 318,923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 438,280 466,863

非控股權益 47,097 40,465

權益總額 485,377 507,328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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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者外，均以港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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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業績公告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業績乃根據二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二零二二年
年度財務報表指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其已於二零二二年九
月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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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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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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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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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政府補助（附註(i)） 2,060 105

投資物業總租金收入 5,523 6,343

利息收入 290 559

樣品收入 621 3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53 (10)

其他 1,484 2,674

10,031 10,009

附註：

(i)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收取中國大陸及香港政府的政
府補助2,060,000元，其中87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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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收取中國大陸的政府補
助105,000元）。

5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費用

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 2,197 635

租賃負債的利息 826 501

其他銀行費用 1,385 1,906

4,408 3,042

(b) 其他項目

折舊費用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713 14,795

－使用權資產 6,438 7,983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回 (187) –

陳舊存貨（撥備撥回）╱撥備（已計入銷售成本） (8,445) 1,723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345) 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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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571 1,631

其他司法權區 1,214 598

1,785 2,22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香港利得稅 (78) (4)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24 157

1,731 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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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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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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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本公司權益 

股東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23,847) 450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301,052,675 301,052,675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每股攤薄
（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原因為於各有關期間內發行在外的購
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產生了反攤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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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元 千元

非上市聯營公司投資成本（附註(i)） 6,993 3,885

分佔收購後溢利及儲備 362 70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的貸款（附註(i)，(ii)） – 21,290

7,355 25,245

附註：

(i)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黛麗斯胸圍
製造廠有限公司（「黛麗斯胸圍」）與PT Bintang Abadi Persada（「BAP」）訂立認購協議，
以認購及配發480股BAP新股份，有關代價為400,000美元，其中398,000美元以抵銷
BAP應付黛麗斯胸圍的貸款金額的方式支付，餘下2,000美元則以現金支付。有關詳情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公告內。

(ii)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黛麗斯胸圍將應收BAP之貸款金額中
的2,342,000美元轉讓予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PT Pahlawan Gunung Jaya（「PGJ」），
以抵銷資產購買價2,000,000美元，以及抵銷PGJ就租賃協議及附函結欠BAP之一年租
金按金。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公告內。

於轉讓及抵銷貸款後，BAP根據貸款協議應付黛麗斯胸圍的金額為零（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21,290,000元）。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的變動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於七月一日的結餘 25,245 23,756

分佔本期間收購後溢利 292 148

聯營公司的額外股份（附註(i)） 15 –

提供予聯營公司的新增貸款 – 1,982

貸款轉換為廠房及機器（附註(ii)） (15,540) –

貸款轉換為租金按金（附註(ii)） (2,657)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7,355 2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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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於附註(i)內所載的認購協議完成後，黛麗斯胸圍於BAP的股權增加至47.4%。

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使用權益法於綜合財務報表入賬）詳情載列如下：

聯營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及
營業地點 主要業務

已發行及
繳足股本詳情

所持股權之
實際百分比

已發行及
繳足股本詳情

所持股權之
實際百分比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Techspase (Private) 

Limited

斯里蘭卡 模片製造及
薄片業務

普通股－
2,000,000美元

25% 普通股－
2,000,000美元

25%

PT Bintang Abadi 

Persada

印尼 生產女裝內衣 普通股－
1,900,000,000

印尼盾

47.4% 普通股－
1,420,000,000

印尼盾

29.6%

10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元 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按攤銷成本，扣除虧損撥備 51,458 6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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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93 80,983

其他應收賬款 36,453 35,540

134,504 181,570

結餘中包括貿易應收賬款為98,051,000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46,0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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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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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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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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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元 千元

1–90日 96,023 144,954

91–180日 2,028 1,076

98,051 146,030

11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結餘中包括貿易應付賬款82,766,000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14,2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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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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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元 千元

未到期 59,671 104,178

逾期1–30日 10,470 9,327

逾期31–60日 6,740 383

逾期超過60日 5,885 333

82,766 11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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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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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本財年首六個月，本集團銷售收入錄得同比下跌34%至471.9百萬港元，為開業
以來其中一次最差的中期業績。此次中期業績受主要客戶較早前過度採購導致庫
存過剩及疫情期間全球供應鏈中斷而做成出貨嚴重延誤拖累，再加上美國及歐洲
持續高通脹使消費者信心疲弱和可支配收入減少、削弱消費者消費力；而美國聯
邦儲備局多次加息，使融資成本增加，從而減少企業支出和投資。

此次銷售收入下跌主因為美國客戶減少訂單，主要影響我們東南亞廠房的營運。
為此，管理團隊已通過減少人手、取消加班和臨時關閉廠房等積極措施來減低產
能。此外，我們亦實施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來減少開支。正面來看，原材料成本
和運費於疫情後已開始回落，而美元走強也有助降低我們的營運成本。然而，以
上並不足以抵銷銷售收入大幅下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此期間，以金額計，美國市場的銷售收入佔本集團的銷售總額54%；歐洲市場
佔25%；其餘市場則佔21%。而從供應方面，在東南亞的海外產能比例佔全球產能
的60%，而國內則佔餘下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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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於期內，本集團之銷售收入下跌34%至471.9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則為713.6百萬港元。銷售收入下跌主要是由於美國主要客戶的
需求大幅減少所致。

毛利

於期內，毛利由去年同期的128.1百萬港元下跌至89.0百萬港元，毛利率由17.9%增
加至18.9%。毛利下跌是由銷售額下跌，而毛利率的上升是由於高利潤產品的銷
售比例增加，及營運成本因成本控制措施和有利的匯率而下跌所致。

其他收入淨額

其他收入淨額與去年同期持平，為10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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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則為18.8百萬港元。銷售和分銷開支減少主要是
由於收入下跌。

一般及行政開支

於期內，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為96.8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則為111.8百萬港元。一般及行政開支減少主要是由於成本控制
措施和有利的匯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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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費用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3百萬港元增加至本期間
的4.4百萬港元。財務費用增加主要是由於利率上升所致。

期內虧損

本集團於期內錄得淨虧損17.7百萬港元，去年同期則為淨溢利4.4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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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狀況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達114.1百萬港元（於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36.5百萬港元），銀行貸款總額為88.6百萬港元（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15.4百萬港元），資產負債比率為18.2%（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22.8%），以計息銀行借款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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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現金轉換週期為23天，而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則為16天。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年度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天數） （天數）

存貨周轉期 81 65

應收賬款周轉天數 48 34

應付賬款周轉天數 106 83

現金轉換週期 23 16

現金轉換週期天數由16天增加至23天，主要是由於季節性因素導致存貨周轉期增
加以及減少讓售應收賬款以降低融資成本導致應收賬款周轉天數增加，而部分上
升被應付賬款周轉天數增加所抵銷。

期內，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28.4百萬港元，大部份是用於建立斯里蘭卡棉杯廠房
及擴展印尼產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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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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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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分別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及於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已使用所得款項淨額；及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
未使用所得款項之餘額如下：

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

擬定用途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已使用所得
款項淨額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已使用所得
款項淨額

於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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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港元

購買用於泰國之 

santoni機器 18.6 0 9.3 9.3

增加於印尼生產女裝 

內衣公司之投資 12.9 7.5 5.4 0

建造緬甸廠房設施 6.4 0 6.4 0

一般營運資金 2.5 0 2.5 0

合共 40.4 7.5 23.6 9.3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使用所得款項之餘額約9.3百萬港元，預計將於
二零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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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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有關購買該等資產，租賃協議及認購BAP股份之交易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PT Bintang Abadi Persada（「BAP」）（作為賣方，由
本公司透過黛麗斯胸圍製造廠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黛麗斯胸
圍」）間接擁有29.6%權益）與PT Pahlawan Gunung Jaya（「PGJ」）（作為買方，為本公
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資產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BAP有條件同
意出售而PGJ有條件同意購買買賣協議附表一所載列之建築裝置、汽車、辦公設備、
廠房設備及機器（「該等資產」），購買價為2,000,000美元。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BAP（作為業主）與PGJ（作為承租人）亦訂立建築
物租賃協議（「租賃協議」）及租賃協議附函（「附函」），據此，BAP同意出租而PGJ

同意承租位於印尼中爪哇的廠房設施（「該物業」），租期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起
為期三年，月租由首月至第三十六個月均為28,500美元加增值稅。三年租期之租
金總額為1,026,000美元。

BAP與黛麗斯胸圍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日及二零二一年
四月一日訂立多項貸款協議（各為一份「貸款協議」，統稱為「該等貸款協議」），據
此，黛麗斯胸圍向BAP借出總額為2,740,000美元之貸款（「貸款金額」）。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黛麗斯胸圍透過訂立契據（「轉讓契據」）將應收
BAP之貸款金額中的2,342,000美元轉讓予PGJ，以抵銷PGJ根據買賣協議應付之
2,000,000美元。餘額342,000美元用作抵銷PGJ於買賣協議完成時就租賃協議及附
函結欠BAP之租金按金。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黛麗斯胸圍與BAP訂立公證契據（「認購協議」），
據此，黛麗斯胸圍同意認購而BAP同意向黛麗斯胸圍配發及發行480股BAP新股份，
代價為400,000美元。代價中398,000美元透過抵銷BAP到期結欠黛麗斯胸圍之貸款
金額餘額支付，餘下代價2,000美元由黛麗斯胸圍以現金支付予BAP。

於黛麗斯胸圍向PGJ轉讓2,342,000美元及與BAP抵銷有關款項，並且扣除向黛麗斯
胸圍配發BAP新股份之代價398,000美元後，BAP根據貸款協議到期應付黛麗斯胸
圍之款項將變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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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協議完成後，黛麗斯胸圍於BAP之持股量將由420股BAP股份增加至900股BAP

股份，佔BAP已發行股本總數的47.4%。BAP將繼續被視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

有關以上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之公告。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的貸款為零（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21.3百萬港元）。

除以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期內並無進行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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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現時全球宏觀經濟和營商環境均受高通脹及消費者信心下降衝擊，本集團對
業務的長遠前景仍抱持審慎樂觀的看法。我們預期客戶短期需求將保持疲軟，而
美國經濟衰退危機、中美持續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利率高企顯著增加借貸成
本等，為全球經濟前景增添不明朗因素，預期將對本集團於本財年下半年的財務
業績產生重大影響。話雖如此，我們仍會繼續努力堅守集團的願景，並會好好裝
備自己，把握在可見未來的機遇。

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專注於推行集團的長期策略、優化從產品構思到交付的點
對點服務、提升產品創新和構思質素，以保持與客戶可持續的合作關係。同時，
我們會靈巧地運用黛麗斯的垂直供應鏈，使生產網絡變得更具策略性和靈活性，
並透過黛麗斯的創新產品更有效地滿足各地市場需求。我們亦會進一步強化資產
負債表，為迎接未來數月的機遇作好準備。

最後，本集團現正積極培訓人才，希望能締造一個既創新又提倡持續進步的企業
文化。我們的培訓計劃包括技能訓練、知識增潤和資源配合，讓員工能在節奏急
速和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中保持生產力。黛麗斯深信，我們對於人才、產品技術
和客戶關係的資源投放將有助黛麗斯在未來數年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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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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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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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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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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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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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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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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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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5,998名僱員（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約7,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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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二零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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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form.group)登載，並
於二零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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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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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an Van de Velde先生及Lien Van de Velde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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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