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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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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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
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除另有說明者外，均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 1,481,592 1,428,532
銷售成本 (1,207,664) (1,190,553)

毛利 273,928 237,979
其他收入淨額 4 17,803 56,614
銷售及分銷開支 (37,616) (60,098)
一般及行政開支 (231,065) (219,326)

經營溢利 23,050 15,169
財務費用 5(a) (7,884) (6,846)
所佔一間合營公司溢利 3,658 2,989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 392 639

除稅前溢利 5 19,216 11,951
所得稅開支 6 (7,728) (4,806)

年內溢利 11,488 7,14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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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除另有說明者外，均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3,550 2,797

非控股權益 7,938 4,348

年內溢利 11,488 7,145

每股盈利 8

基本及攤薄 0.012港元 0.01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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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除另有說明者外，均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年內溢利 11,488 7,145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於投資物業轉撥時所產生的物業重估收益 4,629 –

於物業轉撥時重估收益所產生的遞延稅項
負債 (1,157) –

3,4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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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59) 4,199

－一間合營公司 (349) 2,317

－聯營公司 (885) (76)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15,721) 6,440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4,233) 13,585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9,715) 9,210

非控股權益 5,482 4,375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4,233) 1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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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除另有說明者外，均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2,916 205,577

投資物業 163,229 161,821

於一間合營公司之權益 28,181 27,46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 25,245 23,756

其他金融資產 2,838 2,838

衍生金融工具 – 1,402

遞延稅項資產 339 571

預付款項及押金 2,725 1,797

405,473 425,227

流動資產
存貨 174,895 255,868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181,570 163,17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6,487 92,217

492,952 511,25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1 199,553 261,720

無抵押銀行貸款 12 115,404 87,980

租賃負債 13,051 13,087

應付本期稅項 8,674 5,026

336,682 367,813

流動資產淨值 156,270 14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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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61,743 568,670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3,309 16,504

退休福利承擔 4,696 4,329

遞延稅項負債 36,410 36,618

其他應付款 – 696

54,415 58,147

資產淨值 507,328 510,52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7,940 147,940

儲備 318,923 327,600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 466,863 475,540

非控股權益 40,465 34,983

權益總額 507,328 510,523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除另有說明者外，均以港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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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財務業績附註
（除另有說明者外，均以港元列示）

1. 編製基準

本公告所載年度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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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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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會計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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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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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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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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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香港 1,090 18,417 23,770 22,741

美國 992,376 1,072,602 – –

比利時 121,447 97,200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55,818 25,899 221,160 227,978

荷蘭 52,649 30,647 – –

斯里蘭卡 44,382 42,547 3,955 4,448

西班牙 13,796 30,150 – –

加拿大 37,946 14,747 – –

德國 36,060 21,251 – –

法國 29,957 21,379 – –

意大利 7,857 8,434 – –

墨西哥 15,685 11,838 – –

泰國 – – 98,593 128,441

柬埔寨 – – 17,185 3,234

緬甸 – – 12,898 14,266

印尼 – – 24,735 19,308

其他 72,529 33,421 – –

1,481,592 1,428,532 402,296 42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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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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客戶A 583,452 678,315

客戶B 406,013 356,556

4. 其他收入淨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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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3 11,857

投資物業總租金收入 12,169 8,921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虧損）╱收益 (1,679) 3,686

樣品收入 424 1,471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的貸款的利息收入 862 335

銀行利息收入 313 22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虧損 – (1)

終止確認衍生金融工具 (1,402) –

轉撥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重估虧損 – (1,337)

其他 3,973 3,453

17,803 56,614

附註：

(i)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並無出售自置物業（二零二一年：本
集團以代價28,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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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ii) 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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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3,000元（二零二一年：11,857,000元），其中1,784,000元（二零二一年：6,6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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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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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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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 1,068

租賃負債的利息 1,966 1,308

其他銀行費用 4,259 4,470

7,884 6,846

(b) 職工成本
職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 487,926 481,853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開支 1,037 162

退休福利義務撥備 367 1,219

遣散費超額撥備撥回 – (953)

489,330 482,281

(c)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1,790 1,983

折舊費用
－擁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28,229 32,682

－使用權資產 17,143 18,526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回 (51) (2,274)

陳舊存貨撥備淨額（已計入銷售成本） 9,153 1,97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866 –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198,511 1,188,576

匯兌虧損淨額 5,447 10,626

有關短期租賃的開支 2,833 2,087

有關低價值資產租賃的開支 167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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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65,000元（二零二一年：
26,274,000元）。



10

6.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 2,665 3,021

其他司法權區 5,247 471

7,912 3,492

過往年度本期稅項（超額撥備）╱少撥備：
香港 (4) (21)

其他司法權區 26 (1)

22 (22)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異 (206) 1,336

所得稅開支 7,728 4,806

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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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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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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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已經決議不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宣佈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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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3,550 2,797

股份數目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01,052,675 257,37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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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發行86,015,050股供股股份。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
本盈利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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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了反攤薄作用。

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本集團分佔資產淨值 3,955 4,448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的貸款 21,290 19,308

2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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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按攤銷成本，扣除虧損撥備 6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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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83 60,176

其他應收賬款 35,540 30,916

181,570 16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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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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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至4.38%（二零二一年：年利率介乎1.36%至3.45%）。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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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1–90日 144,954 123,787

91–180日 1,076 8,468

146,030 13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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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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 114,221 144,14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85,332 117,574

199,553 26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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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未到期 104,178 102,234

逾期1–30日 9,327 28,315

逾期31–60日 383 9,571

逾期超過60日 333 4,026

114,221 14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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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無抵押銀行貸款的還款期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一年內或按要求 115,404 87,98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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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0,000元（二零二一年：110,000,000元）。有關融資已經動用其中115,404,000元（二
零二一年：87,9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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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實際年利率為1.44%（二零二一年：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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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年內，新型冠狀病毒從 Delta 變種成 Omicron，並繼續對本集團構成重大挑
戰。一方面，由於亞洲不同地區的新冠病毒感染個案激增導致本集團的營運受到
嚴重干擾，包括廠房和辦公室間歇性關閉、員工因隔離要求而令缺勤增加、定期
檢測成本增加、當地政府隔離的要求、及由於中國主要城市廣泛封鎖導致原材料
供應延遲。另一方面，美國和歐洲已經開放並撤消大部分防疫措施，傳統的裁剪
和縫紉產品、黏合和無縫產品的需求持續激增並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這令原本
受疫情影響而緊張的供應鏈增加壓力。儘管如此，憑藉在中國和東南亞的多元化
生產網絡以及過去三年的策略性投資，黛麗斯從充滿挑戰的環境取得佳績，並創
下歷史新高的銷售額。

除了新冠疫情帶來永無止境的干擾之外，全世界同時還面臨著數十年來創紀錄的
高通脹壓力，通脹壓力源於新冠疫情肆虐造成的動盪，並因俄烏局勢而加劇。全
球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導致全行業原材料成本上漲、運輸成本高漲以及加薪的壓力
亦越來越大。黛麗斯通過提高售價、積極管理供應商發貨和廠房裝貨量以確保能
準時交貨、並嚴格控制成本和持續提高營運效率，以應對以上挑戰。因此，黛麗
斯的淨利潤與去年度相比錄得61%之增幅。

於年內，以金額計，美國市場的銷售額佔本集團的銷售總額67%；歐洲市場佔
18%；其餘市場則佔15%。而從供應方面，在東南亞的海外產能比例佔全球產能
的63%，而國內則佔餘下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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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之銷售收入上升4%至1,482百萬港元，
而二零二一年財政年度之銷售收入為1,429百萬港元。銷售收入上升主要是由於對
歐洲客戶的銷售強勁復甦、從下半年開始與客戶協商令售價上升以及對去年新增
新客戶的銷售上升所致。

毛利

於年內，毛利由238.0百萬港元上升至273.9百萬港元，毛利率由16.7%上升至
18.5%。毛利增加主要是由於銷售收入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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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百萬港元減少至本年度的17.8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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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百萬港元，而於本年
度並無以上收益；及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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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百萬港元，而於去年度則為約6.7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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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為37.6百萬港元，
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則為60.1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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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為231.1百萬港元，
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則為219.3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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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並無此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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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費用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6.8百萬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7.9百萬港元。財務費用上升主要是由於銷售收入增加和持
續攀升的利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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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溢利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錄得除稅後溢利11.5百萬港元，而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則錄得除稅後溢利7.1百萬港元。

財政狀況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達136.5百萬港元（於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92.2百萬港元），銀行貸款總額為115.4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88百萬港元），資產負債比率為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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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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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年度，現金轉換週期為16天，而去年則為24天。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天數） （天數）

存貨周轉期 65 67

應收賬款周轉天數 34 31

應付賬款周轉天數 83 74

現金轉換週期 16 24

現金轉換週期天數由24天減少至16天，主要是由於存貨周轉期改善及期末實際支
付時間差異導致應付賬款周轉天數增加所致。

年內，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24.5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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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7,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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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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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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實際用途及尚
未使用所得款項淨額之餘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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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十日

所得款項淨額
實際用途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使用

所得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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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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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16.8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尚未使用所得款項淨額之餘額約16.8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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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貸款予聯營公司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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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日期並無其他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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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及未來發展
隨著美國通脹率持續攀升並在近幾個月到達幾十年來的高位，消費者收入中越來
越多的部分花在食品和汽油上，令可支配收入減少從而使消費者信心下跌。再加
上由於新冠疫情造成的物流混亂，令零售商在二零二一年末訂購的產品延遲發貨，
導致美國大部份零售商的庫存水平大大提升。因此，美國大部份零售商在最近的
季度業績公告中呼籲積極降價以清理過剩之庫存。

在充滿挑戰的宏觀環境下，本集團預期客戶的需求在二零二三財年上半年將放緩。
儘管如此，我們將專注於執行長期的策略，包括透過我們的服務、創新和迅速回
應客戶需求來提高滲透率和市場份額、提高整個集團的營運效率、增加營運現金
流，並繼續加強我們的資產負債表。憑藉黛麗斯多年來所建立的基礎，我們有信
心能渡過動盪的時期，在未來幾年內變得更具有競爭力，並為我們的客戶提供更
好的服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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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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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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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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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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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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無）。

並無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已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年度派付予本公司股東（「股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無）。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出席二零二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

為確定股東出席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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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二）至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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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
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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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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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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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