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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股東應佔純利為港幣3億280萬元，因此董事會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5仙。由於期內有特殊收益，

董事會宣佈派發特別股息每股港幣10仙，中期合共派發股息每股港幣15仙。

2007年我們碰到良好機遇，增強集團財務實力。我們藉著香港的股市氣氛持續向好，藉此契機，出售部份榮暉股份（包括使集團可以行使所持

有榮暉之可換股債券的權利），所得款項共約港幣3億400萬元，而集團現仍持有榮暉51.13%權益。其後股市仍持續興旺，我們亦藉此機會推

出榮暉公開發售股份計劃，除本集團之認購部分，榮暉向外集資約港幣8,700萬元，共集資港幣1億7,900萬元，改善榮暉整體財務狀況及加強

競爭力。

在2007年8月29日，杭州留下街的土地亦成功高價拍賣出售，我們應將收到人民幣4億1,220萬元。在此我們非常感激杭州市政府對集團以建

立世界第一絲綢女裝產業基地之使命的支持和鼓勵，令我們以達成未來使命的目標更加激勵和充滿更大信心。以上三項合計為本集團將帶來

約港幣8億1,800萬元現金流入。

人民幣持續升值、出口退稅率下調以及國內通脹壓力遞升，我們將加強嚴格控制整體生產成本，確保本集團在此挑戰的環境中繼續發揮集團

的優勢，保持我們的競爭力。

國內經濟繼續強勁增長及全球服裝市場形勢樂觀的展望下，我們深信憑著集團強大製造實力及品牌業務和雄厚財務狀況下，建立集團持續發

展之穩健基礎，成為世界第一絲綢女裝基地及國際級時裝界領導者之一的使命。集團對股東及員工提供利潤之承諾，及對集團之前景充滿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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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我謹藉此機會感謝股東、客戶、供應商及董事會成員的支持，更要感謝各地忠誠的員工為企業目標的努力與奮鬥。

林富華

主席

香港，2007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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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營業額為港幣13億元，上升18%。股東應佔純利為港幣3億280萬元，而去年同期純利為港幣4,220萬元。截至

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純利包括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淨收益港幣2億5,050萬元。每股之基本盈利為港幣90.75仙，每股之資產淨值

為港幣3.7元。

業務回顧
主要業務之分類資料如下：

營業額 盈利貢獻

2007年 2006年 2007年 200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主要業務劃分：

製造及貿易 1,159,230 981,635 84,189 67,906

零售 148,908 127,703 (4,395) 562

1,308,138 1,109,338 79,794 68,468

按地區劃分：

美國 902,165 684,193 60,743 52,512

歐洲 182,885 198,647 6,056 5,596

大中華 197,010 210,346 10,113 8,670

其他 26,078 16,152 2,882 1,690

1,308,138 1,109,338 79,794 6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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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續）
集團之主要業務製造及貿易的營業額和盈利方面較去年同期錄得穩健增長。2006年上半年並沒有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而2007年上半年

盈利已包括港幣340萬元之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

就地區市場而言，美國仍是集團的主要出口市場，佔2007年營業額的69%，而去年則佔營業額的62%。集團品牌業務August Silk佔集團美國營

業額31%（2006：35%）。連續兩年August Silk營運錄得盈利。

歐洲市場佔2007年營業額的14%（2006年：18%）。集團正加速發展歐洲市場，一方面會開發更多新產品，另一方面亦會加強市場推廣。

零售的營業額為港幣1億4,900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7%。去年收購的「城市儷人」品牌持續為集團提供盈利貢獻。其營運虧損主要來自台灣

業務，由於政局不穩定，我們正縮減其業務以減低營運虧損。零售業務則錄得港幣440萬元之營運虧損。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於結算日的未償還銀行貸款總額為港幣4億5,200萬元，2006年底之貸款額則為港幣4億6,100萬元。非流動負債與股東資金之比率為

8%，流動比率則為1.6，維持穩健水平。

於結算日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為港幣4億元，2006年底之結存則為港幣2億1,900萬元。由於具備充足的現金及大量尚未使用銀行信貸額度，集

團擁有十分充裕的營運流動資金，足以應付經營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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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續）
本集團的應收賬項主要以美元為貨幣單位，銀行借款則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為貨幣單位。由於港元與美元掛 ，本集團認為其所承受的外匯

風險甚微。近期人民幣升值的外匯風險由集團利用遠期外匯合約加以調控。集團於結算日現金流量對沖收入已轉入對沖儲備為港幣1億1,400

萬元。集團期內並無定息借貸。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除若干附屬公司抵押其應收賬項港幣8,900萬元外，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他資產。

稅務審查
於2006年2月，稅務局就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從1999/2000課稅年度起進行稅務審查。管理層相信集團於所有年度之香港收入均已作出足

夠香港稅項撥備。因稅務審查仍在資料搜集階段，而最後審查結果還未能合理確定，經向專業顧問諮詢，管理層相信現有撥備是足夠的。

結算日後事項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完成每持有兩股現有股份可獲發一股發售股份之公開發售，發售價每股港幣0.06元，共發售

2,988,183,199股新股，集資約港幣1億7,900萬元。

本集團兩間附屬公司，杭州西湖春雷絲綢有限公司（「春雷」）及達利（中國）有限公司（「達利（中國）」），已把杭州市留下街之土地移交予杭州

市土地儲備中心及於2007年8月29日公開拍賣售出，出售土地之代價為人民幣9億1,600萬元。春雷及達利（中國）將可收取人民幣4億1,220

萬元。估計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錄得溢利人民幣2億7,100萬元，惟須待本公司核數師於年結審計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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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人力資源
於結算日，本集團連同共同控制企業員工人數約為12,300人。 集團除了向僱員提供合理的薪酬待遇外，亦可按集團業績表現而授出購股權予

被挑選的員工。集團於期內並無授予僱員購股權。

資本開支
本集團在杭州市蕭山區訂立建造合約建造生產大樓及宿舍大樓，因此在建工程增加港幣1億1,400萬元。除上述外，本期內並無重大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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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1,308,138 1,109,338

銷售成本 (940,003) (774,797)

經營毛利 368,135 334,541

其他收入 26,221 12,73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59,876) (132,462)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3,418 －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股份收益 278,353 －

就出售附屬公司部份股份之特殊獎金撥備 (27,835) －

行政開支 (158,104) (146,342)

財務費用 4 (18,064) (17,104)

分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889 232

除稅前溢利 5 313,137 51,596

稅項 6 (10,345) (9,408)

期內溢利 302,792 4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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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02,792 42,188

少數股東權益 － －

302,792 42,188

股息 7

中期 16,573 10,028

特別 33,147 －

49,720 10,028

每股盈利 8

基本 90.75仙 12.65仙

攤薄 90.71仙 12.6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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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20,012 490,635
租賃預付款 79,767 76,404
投資物業 72,470 68,000
無形資產 13,740 14,565
聯營公司權益 － －
共同控制企業權益 18,940 16,459
可供出售投資 675 675
遞延稅項資產 3,896 3,908

809,500 670,646

流動資產
存貨 396,544 406,410
應收賬項 9 337,346 330,547
應收票據 40,265 39,960
租賃預付款 1,760 2,203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91,981 96,585
儲稅券 32,381 15,582
衍生金融工具 114,294 6,513
抵押銀行存款 100 100
銀行結存及現金 399,505 219,126

1,414,176 1,117,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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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0 250,870 249,713

應付票據 450 4,026

其他應付賬項及預提費用 229,567 214,729

應付共同控制企業賬項 1,600 9,234

應付聯營公司賬項 597 600

應付稅項 51,282 42,597

融資租約負債 358 406

銀行貸款 364,154 400,814

銀行透支 74 1,051

898,952 923,170

流動資產淨值 515,224 193,85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24,724 86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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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負債 72 220
銀行貸款 87,694 59,500
遞延稅項負債 9,115 8,560
長期服務金撥備 1,230 1,315

98,111 69,595

1,226,613 794,90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3,412 33,416
儲備 1,167,552 755,47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1,200,964 788,888
少數股東權益 25,649 6,019

總權益 1,226,613 79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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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 股份 股本 少數
股本 溢價賬 匯兌儲備 儲備基金 贖回儲備 對沖儲備 其他儲備 累積盈利 合計 股東權益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於2007年1月1日 33,416 296,041 30,425 5,733 4,714 6,513 39,853 372,193 788,888 6,019 794,907
匯兌調整 － － 26,069 － － － － － 26,069 － 26,069
現金流量對沖收入 － － － － － 114,294 － － 114,294 － 114,294
本期純利 － － － － － － － 302,792 302,792 － 302,792
宣派及已付2006年末期股息 － － － － － － － (23,390) (23,390) － (23,390)
行使購股權 102 413 － － － － － － 515 － 515
購回股份 (106 ) (936) － － 106 － － (755 ) (1,691) － (1,691)
對沖儲備變現 － － － － － (6,513) － － (6,513) － (6,513)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股份 － － － － － － － － － 24,849 24,849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 (5,219 ) (5,219)

於2007年6月30日 33,412 295,518 56,494 5,733 4,820 114,294 39,853 650,840 1,200,964 25,649 1,226,613

於2006年1月1日 33,315 295,684 8,180 6,332 4,703 4,000 － 353,128 705,342 800 706,142
匯兌調整 － － (1,257) － － － － － (1,257) － (1,257)
本期純利 － － － － － － － 42,188 42,188 － 42,188
宣派及已付2005年末期股息 － － － － － － － (16,707) (16,707) － (16,707)
行使購股權 100 405 － － － － － － 505 － 505
對 儲備變現 － － － － － (3,485) － － (3,485) － (3,485)

於2006年6月30日 33,415 296,089 6,923 6,332 4,703 515 － 378,609 726,586 800 727,386

附註： 其他儲備為附屬公司累積盈利資本化，貢獻予其他附屬公司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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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現金流轉表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77,149 129,38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29,958 (25,790)

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51,284) 23,857

現金及現金等值增加淨額 155,823 127,45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 218,075 204,033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25,533 (1,141)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 399,431 330,342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存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399,505 330,992

銀行透支 (74) (650)

399,431 33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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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1. 編制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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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適用情況以公平值或重估值計量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是按歷史成本為編製基礎。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告一致。

在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適用於200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及／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編製及呈列均無重

大影響。因此，無須就過往會計期間作出調整。

近期頒佈之會計準則之潛在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財務報告

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3

1 於2009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2 於2007年3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3 於2008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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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3. 分類資料

營業額 除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2007年 200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主要業務：
製造及貿易 1,159,230 981,635 84,189 67,906
零售 148,908 127,703 (4,395) 562

1,308,138 1,109,338 79,794 68,468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股份之收益，
扣除特殊獎金撥備 250,518 －

財務費用 (18,064) (17,104)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業績 889 232

313,137 51,596

按地區：
美國 902,165 684,193
歐洲 182,885 198,647
大中華 197,010 210,346
其他 26,078 16,152

1,308,138 1,109,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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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4. 財務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13,724 12,515
融資租約之利息 25 19
讓售開支 1,205 1,703
銀行費用 3,110 2,867

18,064 17,104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3,567 26,144
商標攤銷 346 345
租賃預付款攤銷 1,282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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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6. 稅項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稅項－香港 1,820 2,419

期內稅項－其他地區 7,914 7,140

遞延稅項 611 (151)

期內稅項支出 10,345 9,408

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就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由1999/2000年起之課稅年度進行稅務審查。按照稅務局慣例，已就1999/2000及2000/

2001課稅年度發出評估單。而於稅務審查過程中，稅務局亦可能會就其後年度作出評稅。

因稅務審查仍在資料搜集階段，最後審查結果還未能合理地確定。管理層已跟隨往年撥備基準作出香港稅項撥備。管理層相信，為此而作

出之撥備是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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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6. 稅項（續）

截至2007年6月30日，集團根據反對1999/2000及2000/2001年課稅年度評估單的「有條件緩繳稅款令」購買約港幣32,381,000元

（2006年12月31日：港幣15,582,000元）的儲稅券。截至2006年及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之香港利得稅按估計之應課稅溢利

17.5%之稅率計算。其他地區之應課稅稅項則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之現存法例、解釋及慣例下之稅率計算。

中國的所得稅率介乎13.2%至33%。兩個年度之中國所得稅按所得稅法的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若干在中國之附屬公司享有自首個盈利

年度起計的首兩年免稅，其後三年則獲得50%扣減。

7. 中期及特別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已發行股份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5仙（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3仙），合共港幣

16,573,000元（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10,028,000元），及派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已發行股份之特別股息每股

港幣10仙，合共港幣33,14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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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8. 每股盈利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期間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連同2006年之比較數字計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以計算基本及攤薄後每股盈利的盈利 302,792 42,188

股數 股數

用以計算基本每股盈利的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 333,672,810 333,483,042

假設行使購股權潛在攤薄普通股份之影響 122,658 1,243,641

用以計算攤薄後的每股盈利的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 333,795,468 334,726,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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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9. 應收賬項

於結算日應收賬項賬齡分析如下：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日至90日 318,230 295,824

91至180日 14,664 31,394

181至360日 4,187 1,945

360日以上 265 1,384

337,346 330,547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平均數期為30至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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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0. 應付賬項

於結算日應付賬項賬齡分析如下：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項：

即日至90日 143,755 171,589

91至180日 9,842 6,575

181至360日 3,330 6,559

360日以上 13,642 13,425

170,569 198,148

購貨預提 80,301 51,565

250,870 24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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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1. 與關連人士之交易

期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有以下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向共同控制企業購買製成品 (i) 47,926 20,857

給予高露雲律師行之專業費用 (ii) 170 13

給予大褔證券有限公司之經紀佣金 (iii) 761 －

給予製衣業訓練局之培訓費用 (iv) 700 －

主要管理人員補償 (v) 10,825 10,045

附註：

(i) 除信用期較一般為長外，購買製成品乃根據供應商給予主要客戶之已制定價格及條件。

(ii) 該專業費用為提供法律意見服務，及按高露雲律師行向其他客戶收取費用之標準及條件而收費。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陳華 先生為高露雲律師行

之合夥人。

(iii) 給予大褔證券有限公司（大褔證券集團有限公司（「大褔集團」）之成員之一）之經紀佣金是按大褔證券有限公司向其他客戶收取佣金之標準及條

件而收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黃紹開先生為大褔集團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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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1. 與關連人士之交易（續）

附註：（續）

(iv) 該培訓費用為製衣業訓練局提供之培訓服務，及按製衣業訓練局向其他客戶收取費用之標準及條件而收費。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楊國榮教授為製

衣業訓練局之總幹事。

(v)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由薪酬委員會按個別表現及市場趨勢而釐定。

12. 或然負債

於200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2006年12月31日：無）。

13. 結算日後事項

購回股份

於結算日後及直至本財務報告審批日，本公司於2007年7月及8月以現金總代價港幣8,851,160元按市場價格介乎每股港幣3.45元至港

幣3.75元之間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合共2,476,000股。上述購回之股份已於2007年7

月及8月被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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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3. 結算日後事項（續）

榮暉公開發售

於2007年7月20日，本公司附屬公司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榮暉」）建議進行公開發售，按每股發售股份0.06港元的認購價向合資格

股東按每持有兩股現有股份可獲發一股發售股份，發行2,988,183,199股新股份，藉此集資約港幣1億7,900萬元（未扣除費用）。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Navigation Limited與榮暉於2007年7月16日訂立總值約為港幣8,800萬元有關公開發售包銷及其他安排的包銷協

議，而此項協議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以公開拍賣出售移交土地

本公司兩間附屬公司杭州西湖春雷絲綢有限公司（「春雷」）及達利（中國）有限公司（「達利中國」）與杭州工業項目推進領導小組辦公室

及杭州市土地儲備中心，均根據杭州市政府之指示，就有關遷置及移交杭州市留下街（「土地」）予杭州市土地儲備中心以公開拍賣之方

式出售之協議。

於2007年8月，經杭州市國土資源局以公開拍賣出售土地之代價為人民幣9億1,600萬元。據此，春雷及達利中國預計收取合共約人民幣

4億1,220萬元作為上述事宜之補償金。

估計就此項交易本公司截至2007年12月31日止年度將錄得溢利約人民幣2億7,100萬元，惟須待本公司核數師於年結審計確實。



262007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續）

14. 中期財務報告之審批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已於2007年9月6日經董事會審批及授權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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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及特別股息
董事會宣佈向2007年9月28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已發行股份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5仙（截至2006年6

月30日止6個月：港幣3仙），合共港幣16,573,000元（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港幣10,028,000元），及派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

個月已發行股份之特別股息每股港幣10仙，合共港幣33,147,000元。該股息將於2007年10月10日或前後派發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2007年9月24日（星期一）至2007年9月28日（星期五）止，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接受辦理股票登記手續。股東如欲獲派中期

及特別股息，必須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2007年9月21日（星期五）下午4時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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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稱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會計期間，除下列所述偏離外，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全部守

則條文：

根據守則第A.2.1條守則條文，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林富華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董事會認為主席和董事總經理在本公司策略計劃及發展過程上之職能重疊，而分開兩名人士擔任該

兩個職位，按本公司之情況及現階段之發展，對本公司未必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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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一直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特別就董事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是否有任何未有遵守標準守則作出查詢，全體董事均確認他們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

及其有關董事買賣證券之行為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本公司面值每股港幣0.10元之普通股合共1,236,000股（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無），

詳情如下：

每股股份價格

月份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已付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2007年1月 580,000 1.50 1.45 869,900

2007年2月 78,000 1.60 1.46 119,880

2007年3月 380,000 1.70 1.62 627,700

2007年6月 198,000 3.55 3.40 675,900

1,236,000 2,293,380



29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續）
上述購回之股份，除180,000股於2007年7月註銷外，其餘已於期內被註銷。而購回股份時所付之溢價為港幣2,169,780元（截至2006年6月

30日止6個月：無）已從股份溢價賬及累積盈利中支取。與註銷股份之面值相等之數額亦從本公司之累積盈利轉入為股本贖回儲備。

董事會於期內購回本公司股份之舉動乃根據股東授權購回股份，藉以加強本集團的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並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

除上述所披露外，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賬目審閱
本報告所披露的財務資料符合上市規則附錄16的規定。

就編製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審核委員會經獨立專業會計師事務所協助，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

政策及慣例，以及與管理層和內部審計師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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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2007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

任何董事及行政總裁被視為或當作持有之權益或淡倉），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與上市規則中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已記錄存置於本公司的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i)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佔本公司已發行

董事姓名 附註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份數目 股本之百分比

（附註3）

林富華 1,2 其他權益 其他 143,719,986 43.01%

許業榮 配偶權益 家族 2,652,007 0.79%

蘇少嫻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824,309 0.85%

(ii) 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佔相聯法團

所持普通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附註 相聯法團名稱 與本公司之關係 身份 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林富華 4 達利針織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受控制公司權益 5,339,431 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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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

1. 林富華先生被視為持有Hinton Company Limited（該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一項有關連之全權信託持有）所實益擁有之108,802,419股普通股份之

權益。林先生被視為該信託之創立人。

2. 林富華先生被視為持有High Fashi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該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一項有關連之全權信託持有）所實益擁有之34,917,567

股普通股份之權益。林先生被視為該信託之創立人。

3. 於2007年6月30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為334,125,550股。

4. 此股份乃透過由林富華先生實益擁有之三間公司所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2007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概無或被視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

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已記錄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上市規則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此外，除於以下「購股權計劃」部分披露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概無訂立任何安排，

致使本公司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或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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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股權計劃
(A)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根據本公司於1994年3月18日採納之舊購股權計劃（「舊計劃」）而於1999年5月5日授予董事及若干

僱員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2007年 於2007年 加權平均

董事姓名及僱員 1月1日 於期內行使 6月30日 行使價 收市價

（附註(i)）

港元 港元

蘇少嫻 720,000 720,000 － 0.505 2.03

董事總數 720,000 720,000 －

其他僱員的總數 300,000 300,000 － 0.505 2.03

1,020,000 1,020,000 －

附註：

(i) 加權平均股份收市價為於購股權行使日之前一日所披露之本公司股份股價。

(ii) 根據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之40%可於2002年5月5日至2009年5月4日止期間行使，而30%可於2003年5月5日至2009年5月4日止期間行使，而

其餘之30%則可於2004年5月5日至2009年5月4日止期間行使。

(iii) 於2002年3月26日，舊計劃被終止而一項新計劃（「新計劃」）獲本公司股東採納，但此項終止不會影響於此日期前已授出之購股權。採納新計劃後，

概無購股權可按舊計劃授出。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並無購股權按新計劃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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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股權計劃（續）
(A)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續）

除上述所披露外，於期內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並無授出、行使、取消或失效之購股權。

(B) 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根據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榮暉」）（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榮暉於期初及期末均無尚未

行使之購股權。於期內根據榮暉之現有購股權計劃並無授出、行使、取消或失效之購股權。

除本公司及榮暉之購股權計劃外，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並無授出可認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股本或債務證券予本公司或其附屬

公司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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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主要股東
於2007年6月30日，就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下列主要股東（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佔本公司

所持普通 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附註 身份 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附註3）

Hinton Company Limited 1 實益擁有人 108,802,419 32.56%

Veer Palthe Voute NV （「VPV」） 2 投資經理 49,337,000 14.77%

Dresdner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DBAG」） 2 受控制公司權益 49,337,000 14.77%

Allianz Aktiengesellschaft （「AAG」） 2 受控制公司權益 49,337,000 14.77%

High Fashi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1 實益擁有人 34,917,567 10.45%

Excel Investments Ltd. 實益擁有人 25,800,000 7.72%

附註：

1. 此項權益已於上述「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中作為林富華先生之權益披露。

2. 此49,337,000普通股股份直接由VPV持有，而VPV則由AAG及DBAG間接控股。據此，AAG及DBAG被視為間接持有49,337,000普通股股份之權益。

3. 於2007年6月30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為334,125,55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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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續）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2007年6月30日，概無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其權益於上述「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

及淡倉」一節所載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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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薪酬委員會
黃紹開先生（主席）

陳華 先生

楊國榮教授

胡經緯先生

梁學濂先生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新界葵涌葵喜街1－11號

達利國際中心11樓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前稱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公司網址
www.highfashion.com.hk

董事會
執行董事

林富華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蘇少嫻女士

許業榮先生（於2007年8月1日辭任）

非執行董事

陳華 先生

楊國榮教授

獨立非執行董事

胡經緯先生

黃紹開先生

梁學濂先生

審核委員會
梁學濂先生（主席）

陳華 先生

楊國榮教授

胡經緯先生

黃紹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