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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 
全年業績公告 

 
 

 
 

二零零九年全年業績摘要 
    

 營業額增長 10%至 5,832.0 百萬港元 
 

 毛利上升 15%至 3,207.1 百萬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利 
 增加 21%至 597.3 百萬港元（扣除 203.5 百萬港元之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 
 下跌 20%至 393.8 百萬港元（包括 203.5 百萬港元之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 

 
 每股基本盈利 
 上升 21%至 36.47 港仙（扣除 203.5 百萬港元之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 
 下降 20%至 24.05 港仙（包括 203.5 百萬港元之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 5.0 港仙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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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年業績 
 
達芙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連同二零零八年之比

較數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831,994 5,289,297
銷售成本  (2,624,916) (2,501,911)
  ───────── ─────────
毛利  3,207,078 2,787,386
其他收入 3 52,073 20,738
其他虧損 - 淨額 4 (24,622) (25,957)
銷售及分銷開支  (2,065,555) (1,821,969)
一般及行政開支   (305,891) (281,218)
衍生金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 認股權證  (203,466) -
財務成本   (26,704) (13,307)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盈利   630 594
  ───────── ─────────
除所得稅前盈利 5 633,543 666,267
所得稅開支 6 (232,884) (169,090)
  ───────── ─────────
年內盈利   400,659 497,177
  ═════════ ═════════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93,838 492,920
少數股東權益  6,821 4,257

  ───────── ─────────
  400,659 497,177
  ═════════ ═════════
   
每股盈利 7  
基本﹝港仙﹞  24.05 30.09
  ═════════ ══════════
攤薄﹝港仙﹞  23.93 30.09

  ═════════ ══════════
   
股息 8 131,032 90,0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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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年內盈利  400,659 497,177
  ------------- -------------
匯兌差額  30,511 72,38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變現  (4,424) (3,488)
解散一間附屬公司變現  (315) -
可出售金融資產減值虧損  - 4,000
  ─────── ───────
年內其他全面收入  25,772 72,899
  ------------- -------------
年內全面收入總額  426,431 570,076
  ═══════ ═══════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20,425 563,342
少數股東權益  6,006 6,734

  ─────── ───────
  426,431 570,0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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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無形資產  26,875 39,447
土地使用權  43,498 44,944
固定資產  560,594 574,735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3,262 3,134
可出售金融資產  33,624 33,624
長期租金按金及預付款項  92,420 87,703
遞延所得稅項資產  41,466 31,771
  ─────── ───────
  801,739 815,358
  ------------- -------------
流動資產   
存貨  889,319 1,355,280
貿易應收賬款 9 181,253 162,967
其他應收賬款、按金及預付款項  442,731 480,794
已抵押銀行存款  2,915 -
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銀行存款  78,000 -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1,544,851 147,962
  ─────── ───────
  3,139,069 2,147,003
  ------------- -------------

流動負債   
貿易應付賬款 10 385,317 397,00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71,602 221,368
應繳稅項  206,764 165,325
銀行貸款  14,567 270,655
衍生金融工具 - 認股權證  284,261 -
  ─────── ───────
  1,162,511 1,054,354
  ------------- -------------
   
流動資產淨值  1,976,558 1,092,649
  ------------- -------------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2,778,297 1,908,0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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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股本  163,789 163,789
儲備  2,039,109 1,690,744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2,202,898 1,854,533
少數股東權益  39,027 36,765
  ────── ──────
總權益  2,241,925 1,891,298
  ------------- -------------
非流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515,625 -
遞延所得稅項負債  2,897 1,555
應付特許權使用費  17,850 15,154
  ────── ──────
  536,372 16,709
  ------------- -------------
   
總權益及非流動負債  2,778,297 1,908,007
  ═══════ ═══════
 
1. 編製基準 

  
綜合賬目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綜合賬目乃按歷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重估可出售金融資產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

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包括衍生金融工具)作出調整。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賬目需要運用若干關鍵會計估計。管理層亦須在應用本集團

之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 

 
於二零零九年生效及與集團相關並為採用之準則及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金融工具：披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二零零八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列」禁止在權益變動表中呈列收入及支出項

目（即「非擁有人權益變動」），並規定「非擁有人權益變動」必須與擁有人權益變動分

開呈列。所有「非擁有人權益變動」將須在業績報表中呈列。實體可選擇呈列一份業績報

表（全面收入表）或兩份報表（一份損益表及一份全面收入表）。本集團選擇呈列兩份報

表，而本綜合賬目已按經修訂披露規定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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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金融工具：披露」之修訂本規定加強關於公平價值計量及流動資

金風險的披露。該修訂尤其規定公平價值計量須按公平價值計量層級披露。由於此會計政

策之變動僅引致額外披露，故對每股盈利並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申報」。新準則規定

遵從管理方針，據此，分部資料按就內部申報目的所採用相同之基準呈列。經營分部申報

之呈列方式與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之內部報告一致。主要經營決策者為制訂決策之執行

董事。以往，分部報告根據品牌業務及原設備製造業務。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後，

為與內部管理評估一致，集團之分部業績、分部資產與分部負債之呈列均有所變動。商譽

由管理層按分部水平分配予現金產生單位組別。 

 

除上述註明以外，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

之業績及財務狀況之編製及呈列方式造成重大影響。 

 
於二零零九年已頒佈而尚未生效及未為集團採用之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  關聯方披露 6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  供股分類 4 
 香港會計準則第 38 號(修訂本)  無形資產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零零九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集團現金結算以股份為基

礎之付款交易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 號(修訂本)  持作銷售之非流動資產及已終止業務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金融工具 7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4 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 - 界定福利資產限制、最低

資金規定及兩者之亙動關係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7 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金資產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8 號 

 客戶資產轉讓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9 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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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2009 年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2 於2010 年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3 於2009年7月1日及2010年1月1日(如適用)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4 於2010年2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5 於2010年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6 於2011年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7 於2013年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狀況之影響，將視乎二零一零

年一月一日或以後進行之業務合併的性質及時間而定。管理層預期，採納其他準則、準則

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狀況不會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料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分銷鞋類產品、服飾及配件。年內，董事將可呈報分部重新劃

分為品牌業務及製造業務。貿易業務過往於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中期期間乃劃分

為獨立報告分部，惟現已合併入製造業務以更準確反映管理層對分類資料之見解。比較數

字已經重新分類以符合本年度之呈列。 

 

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分部資料如下： 

 
  

品牌業務 製造業務 
分部間

抵銷 本集團
  達芙妮 鞋櫃 代理品牌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客戶收益 4,059,034 954,671 277,580 540,709 - 5,831,994
 分部間收益 3,937 - 1,003 573,292 (578,232) -
  ─────── ───── ───── ───── ─────── ──────
 營業額 4,062,971 954,671 278,583 1,114,001 (578,232) 5,831,994
 分部業績 780,159 102,272 (66,581) 56,514 8,144 880,508
  ─────── ───── ───── ───── ───────
 未分配企業收入  4,552
 未分配企業開支  (21,977)
 衍生金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 

認股權證  (203,466)
 財務成本  (26,704)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盈利  630
   ──────
 除所得稅前盈利  633,543
   ══════
 折舊及攤銷 85,228 20,927 10,922 17,997 - 135,074
  ══════ ══════ ══════ ══════ ══════ ══════
 商譽減值 - - 10,606 - - 10,606
  ══════ ══════ ══════ ══════ ══════ ══════
 資本開支 88,137 24,253 7,905 22,427 - 142,72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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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分部資料如下： 

 
  

品牌業務 製造業務 
分部間

抵銷 本集團
  達芙妮 鞋櫃 代理品牌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客戶收益 3,624,950 616,981 403,896 643,470 - 5,289,297
 分部間收益 23,398 - - 551,660 (575,058) -
  ────── ───── ───── ───── ─────── ──────
 營業額 3,648,348 616,981 403,896 1,195,130 (575,058) 5,289,297
 分部業績 641,037 51,077 (4,082) 25,386 (6,302) 707,116
  ────── ───── ───── ───── ───────
 未分配企業收入  3,000
 未分配企業開支  (31,136)
 財務成本  (13,307)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盈利  594
   ──────
 除所得稅前盈利  666,267
   ══════
 折舊及攤銷 72,303 13,455 10,234 21,312 - 117,304
  ══════ ══════ ══════ ══════ ══════ ══════
 資本開支 131,889 21,670 25,309 55,459 - 234,327
  ══════ ══════ ══════ ══════ ══════ ══════

  
分部間收益乃按有關單位釐定及協定之條款計算。品牌業務之對外客戶收益主要源自中國

大陸，而製造業務之對外客戶收益主要源自海外國家。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兩個年度，概無客戶佔本集團總營業額10%或以上。 

 

若干企業間接開支按估計開支分配予個別分部。 

 

本集團之非流動資產（可出售金融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主要位於中國大陸。 

 

3. 其他收入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政府補貼 29,623 4,730
 利息收入 6,609 2,715
 特許權及專營權收入 4,150 1,282
 來自可出售金融資產之收入 3,000 3,000
 手續費收入 1,516 1,920
 租金收入總額 465 599
 再投資之退稅 - 1,345
 其他 6,710 5,147
  ─────── ───────
  52,073 20,7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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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虧損 – 淨額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虧損) 1,197 (3,417)
 解散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315 -
 可出售金融資產減值虧損 - (4,000)
 商譽減值虧損 (10,606) -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8,876) (20,235)
 出售土地使用權之虧損 - (90)
 匯兌收益淨額 3,348 1,785
  ─────── ───────
  (24,622) (25,957)
  ═══════ ═══════
 
5. 除所得稅前盈利 
 

除所得稅前盈利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攤銷 1,816 1,032
 特許使用權攤銷 1,966 1,392
 核數師酬金 3,941 3,663
 售出存貨成本包括滯銷存貨撥備 38,989,000 港元(二零零八

年：2,480,000 港元) 2,318,998 2,092,146
 固定資產折舊 131,292 114,880
 僱員福利開支包括董事酬金 607,393 614,013
 土地及樓宇之經營租賃租金(包括商場特許銷售費) 1,151,107 1,014,450
 呆壞賬(撥回)/撥備 (152) 3,721
  ═══════ ═══════
 
6. 所得稅開支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 中國大陸 237,338 153,805
 過往年度撥備不足 3,665 9,144
 遞延稅項  (8,119) 6,141
  ────── ──────
  232,884 169,090
  ══════ ══════

 

年內，由於本集團在香港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盈利，故並無在賬目內作出香港利得稅撥

備。香港以外地區之盈利所得稅已根據年內估計應課稅盈利，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地

區之現行所得稅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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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內，中國企業所得稅乃就本集團旗下各實體的應課稅收入按法定稅率25%（二零零八年：

25%）計算撥備，惟本公司在中國營運之若干附屬公司合資格享有若干稅項豁免及寬減，包

括免稅期及降低企業所得稅率。因此，此等附屬公司之中國企業所得稅已於計及此等稅項

豁免及寬減後作出撥備。 

 

7. 每股盈利 
 

每股基本盈利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盈利393,838,000港元(二零零八年：

492,920,000港元)，以及年內已發行普通股1,637,892,384股(二零零八年：1,637,892,384股)計
算。 

 
每 股 攤 薄 盈 利 經 計 及 兌 換 可 換 股 債 券 後 ， 根 據 經 調 整 本 公 司 權 益 持 有 人 應 佔 盈 利

415,681,000港元(二零零八年：492,920,000港元)及經調整普通股1,737,173,606股(二零零八

年：1,637,892,384股)之加權平均數計算。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利 393,838 492,920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之利息  21,843 -
  ────── ──────
 經調整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利 415,681 492,920
  ══════ ══════
  股份數目 股份數目
   
 年內已發行普通股數目 1,637,892,384 1,637,892,384
 兌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 99,281,222 -
  ────────── ──────────
 就攤薄影響而調整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1,737,173,606 1,637,892,384
  ══════════ ══════════
 

認股權證具反攤薄作用，因此於計算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每股攤薄盈

利時並無計算在內。 

 

8. 股息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0 港仙(二零零八年：2.5 港仙) 49,137 40,947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5.0 港仙(二零零八年：3.0 港仙) 81,895 49,137
  ────── ──────
  131,032 90,0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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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一零年四月十二日舉行之會議上，董事會建議就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派發末期股息每股5.0港仙。此建議股息於賬目內並不列作應派股息，惟會列作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保留盈利分配。 

 

9. 貿易應收賬款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貿易應收賬款 183,310 166,688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057) (3,721)
  ────── ──────
 貿易應收賬款－淨額 181,253 162,967
  ══════ ══════
  

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貿易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160,280 152,548 
 31    至   60 日 11,001 4,642 
 61    至   90 日 6,361 2,105 
 91    至   120 日 1,628 1,468 
 121  至   180 日 1,165 1,394 
 181  至   360 日 400 461 
 360 日以上 418 349 
  ────── ──────
  181,253 162,967 
  ══════ ══════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易客戶平均 30至 60日信貸期，惟主要及長期客戶之特別延長信貸期則由

本集團與有關客戶雙方協定。 

 

10. 貿易應付賬款 
 

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貿易應付賬款（包括應付關聯方之結餘）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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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30 日 185,629 166,462
 31    至   60 日 159,957 116,134
 61    至   90 日 24,059 94,624
 91    至   120 日 3,789 8,758
 121  至   180 日 1,846 1,424
 181  至   360 日 3,893 4,723
 360 日以上 6,144 4,881
  ─────── ───────
  385,317 397,006
  ═══════ ═══════
 
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業務回顧 
 
品牌業務  
 

品牌業務繼續成為本集團的主要增長動力。於回顧年內，儘管全球金融海嘯令上半年的經濟狀況

持續起伏不定，但此業務繼續錄得令人滿意的業績。在成功拓展銷售網絡及強勁品牌的帶動下，

本集團的重點品牌「達芙妮」持續增長。深受歡迎的「鞋櫃」品牌亦迅速增長。金融海嘯後，市

場對中高檔產品之消費意慾減弱，本集團因此調整其業務策略，於年內減慢中高端「Sofft」及

「Born」品牌的發展步伐，並趁機重新部署業務，尋求更佳的業務發展。同時，隨著本集團決定

退出運動服飾業務，本集團已成功關閉所有「Nike」的銷售點，而來自「adidas」的收入貢獻亦顯

著減少。 

 

「達芙妮」 
「達芙妮」為本集團的主要盈利來源，而隨著女裝鞋類市場的消費氣氛已見回穩，本集團於回顧

年內增設了514個銷售點，據點遍及全國。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達芙妮」共經營

1,904間店舖、716個專櫃及743個加盟零售點。其營業額、毛利及經營溢利均於年內錄得理想增

長。「達芙妮」銷售點數目總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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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轉變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直接經營店舖   
- D18 331 347  -16
- D28 1,442 1,331  +111
- D18 及 D28 131 137  -6
 1,904 1,815  +89
   
直接經營專櫃   
- D18 122 115  +7
- D28 539 441  +98
- D18 及 D28 55 60  -5
 716 616  +100
   
加盟零售點 743 418  +325
   
總數 3,363 2,849  +514
 

在台灣，本集團致力控制成本和改善供應鏈管理，令二零零九年區內的經營虧損持續收窄。年

內，本集團增加了兩間店舖以及經營共56個銷售點。 

 

本集團一直致力平衡成本控制與市場行銷。年內，本集團繼續委任人氣女子組合「S.H.E」及劉若

英小姐分別出任「達芙妮D18」及「達芙妮D28」的代言人，加強兩個品牌的形象及知名度。於

金融海嘯影響營商環境下，成本控制尤其重要，本集團審慎控制廣告及宣傳開支，因此廣告及宣

傳開支佔營業額比例較去年減少。 

 
「鞋櫃」 
針對大眾市場對優質而且在可負擔價格之鞋類的需求，「鞋櫃」業務於回顧年間表現甚佳，其營

業額及經營盈利均錄得理想升幅。「鞋櫃」已逐漸獲得消費者接受，本集團亦相信品牌仍有龐大

潛力尚待開發。年內，本集團增設了197間新店，令店舖總數增加至813間。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按城市級別劃分之「達芙妮」及「鞋櫃」銷售點分析 
 
城市級別 達芙妮 * 鞋櫃

一線城市 356 110
二線城市 616 171
三線城市 442 149
四線城市 613 173
五線城市 531 160
六線城市 749 50
合計 3,307 813
 
* 不包括台灣達芙妮銷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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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理品牌 
為集中資源發展女鞋業務，本集團決定逐步退出運動服飾市場。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已關閉所有Nike品牌銷售點，並將adidas之銷售點減少至41個。 

鑒於市場於回顧年內仍然不明朗，本集團於中國內地擁有獨家分銷權的中高檔品牌「Arezzo」及

國際品牌「Sofft」及其附屬品牌「Born」均錄得遜於預期之表現，因此本集團正檢討並重整有關

中高檔鞋類的業務策略。本集團於年末時經營共4個「Arezzo」 及4個「Sofft」銷售點。 

 

製造業務 
 
本集團的製造業務包括由集團擁有自有品牌業務以及原設備製造業務客戶的營業額貢獻，兩者分

別佔製造業務營業額的51%（二零零八年：46%）及49%（二零零八年：54%）。本集團的策略乃

擴充自有品牌的產量。來自原設備製造業務客戶的營業額下降16%至540.7百萬港元（二零零八

年：643.5百萬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僅9%（二零零八年：12%）。 

 
TPG Capital （「TPG」）的策略性投資 
 
年內，本集團與TPG 訂立策略聯盟，據此，TPG以人民幣550百萬元認購公司於二零一四年到期

的可換股債券及1億份認股權證，作為其策略性投資。債券之年孳息率為3.125厘，每半年派息一

次，根據特定條件可以每股普通股3.5港元代價兌換達芙妮之新發行普通股。倘若債券未被行使，

則會按面值贖回。認股權證可以每股普通股4.0港元行使。TPG之策略性投資進一步加強本集團的

現金狀況。 

 

財務回顧  
 
業績表現 
 
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營業額增加10%至5,832.0百萬港元（二零零八

年：5,289.3百萬港元）。經營盈利（除金融衍生工具–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財務成本、應佔

一間聯營公司盈利及所得稅開支前盈利）增加27%至863.1百萬港元（二零零八年：679.0百萬港

元）。由於損益表錄得按市價計算203.5百萬港元之認股權證公平值虧損，令股東應佔盈利下跌

20%至393.8百萬港元（二零零八年：492.9百萬港元）及每股基本盈利為24.05港仙（二零零八

年：30.09港仙）。若撇除該認股權證的公平值虧損，本集團的股東應佔盈利則大幅上升21%至

597.3百萬港元及每股基本盈利為36.47港仙。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年度的末期股息每股5.0港仙（二零零八年：3.0港仙），連同中期派發的股息每股3.0港仙（二零

零八年：2.5港仙），二零零九年全年股息合計為每股8.0港仙（二零零八年：5.5港仙），較去年

上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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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指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平均存貨週轉期 (日) (附註一) 156 171
平均應收賬週轉期 (日) (附註二) 11 11
平均應付賬週轉期 (日) (附註三) 77 61
現金循環天數(日) (附註四)  90 121
資本開支 (百萬港元) 142.7 234.3
實際稅率 (%)(附註五) 36.8 25.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現金及銀行餘額 (百萬港元) (附註六) 1,625.8 148.0
銀行貸款 (百萬港元) 14.6 270.7
可換股債券(百萬港元) 515.6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百萬港元) 2,202.9 1,854.5
資產流動比率 (倍) (附註七) 2.70 2.04
淨負債比率 (%) (附註八) 淨現金 6.6
 
附註︰ 
 
一、平均存貨週轉期(日)乃按年初及年終存貨之平均結餘除以銷售成本乘以365日計算。 

二、平均應收帳週轉期(日)乃按年初及年終應收帳款平均結餘除以營業額乘以365日計算。 

三、平均應付帳週轉期(日)乃按年初及年終應付帳款平均結餘除以採購額乘以365日計算。 

四、現金循環天數(日)乃按平均存貨週轉期(日)加平均應收賬週轉期(日)減平均應付賬週轉期(日)
計算。 

五、實際稅率乃按所得稅開支(包括19.9百萬港元的中國大陸之預扣稅)及除所得稅前盈利(包括
203.5百萬港元之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虧損)計算。 

六、現金及銀行餘額包括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存款期超過三個月之銀行存款及已抵押銀行存款。 

七、資產流動比率(倍)乃根據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流動資產總值除以流動負債總額計算。 

八、淨負債比率(%)乃根據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淨額(即銀行貸款及可換股債券總額，減現金
及銀行餘額總額)除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 

 

二零零九年度個別分部業務表現概括如下︰ 

 
 品牌業務 製造業務 
(百萬港元) 達芙妮 鞋櫃 代理品牌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營業額 4,063.0 3,648.3 954.7 617.0 278.6 403.9 1,114.0 1,195.1
毛利 2,410.5 2,115.2 521.9 331.5 92.3 179.8 174.3 167.2
經營盈利 780.2 641.0 102.3 51.1 (66.6) (4.1) 56.5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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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動資金及財政資源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金及銀行結餘(包括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存款期超過

三個月之銀行存款及已抵押銀行存款)由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48.0百萬港元顯著上升至

1,625.8百萬港元，淨增加1,477.8百萬港元，其分析如下： 

 
  百萬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金淨額  1,350.0
資本性開支  (142.7)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款項  5.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所得淨額  3.5
已付股息淨額  (101.5)
已付利息淨額  (7.2)
淨銀行貸款償還  (256.3)
發行可換股債券及認股權證收入淨額  609.7
其他  0.1
外匯兌換率變動之影響  17.1
  1,477.8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動用銀行融資為188.4百萬港元（二零零八年：182.3
百萬港元）。流動比率由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2.04上升至2.70。本集團具備充裕資源支

持未來業務擴展及發展。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處於淨現金水平，而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淨資產

負債比率則為6.6%。計算如下：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銀行貸款 14,567 270,655
可換股債券 515,625 -
減：現金及銀行結餘 (1,625,766) (147,962)
 ──────── ────────
淨(現金) /負債 (1,095,574) 122,693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2,202,898 1,854,533
 ════════ ════════
淨資產負債比率 淨現金 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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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率風險管理 
 
本集團於年內並無使用任何外匯衍生工具。管理層將密切注視市場情況，如有需要時，或會考慮

使用適當措施控制外匯風險。 

 
資產扺押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行貸款14.6百萬港元由賬面值為零港元之可出售金融

資產作抵押，另2.9百萬港元之存款則作銀行額度抵押。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

短期銀行貸款為92.5百萬港元，是以賬面淨值32.5百萬港元之若干租賃樓宇及賬面值為零港元之

可出售之金融資產作抵押。 

重大資本投資 
 
年內，本集團的總資本性開支為142.7百萬港元 (二零零八年：234.3百萬港元)，主要用於擴展零

售網絡及興建物流中心及辦公樓宇。 

 
或然負債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力資源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台灣及中國大陸之僱員人數約21,000人（二零零

八年：21,000人）。回顧年內之僱員開支為607.4百萬港元（二零零八年：614.0百萬港元）。本集

團重視其人力資源並深明留聘優質人才的重要性，所提供之薪酬及福利乃參考市場水平及員工個

人能力而定，並按本集團及員工之表現提供購股權及酌情花紅。此外，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強積

金、醫療保障、員工購物折扣及培訓課程。 

 
展望 
 
展望未來，本集團將繼續增加銷售點和擴充銷售網絡範圍，以把握市場商機。來年，本集團計劃

增設合共500個「達芙妮」銷售點（包括250個直營專賣店/專櫃及250加盟點）以提高銷售和市場

滲透率。至於「鞋櫃」業務，本集團的目標是在內地開設250個全新銷售點，以把握大眾女鞋市

場的龐大潛力。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本集團購入Full Pearl International Limited（「Full Pearl」） 60% 之股本權益。

Full Pearl 乃一間於中國一、二線城市，以及香港和台灣專營優質中高檔鞋履之零售商。此項收購

令本集團可立即打入國內中高端市場的銷售網絡。目前，Full Pearl於約200個銷售點售賣自有品牌

－「愛意」及「愛魅」，以及其他代理品牌，當中包括加拿大知名品牌「ALDO」及美國時尚品

牌「Jessica Simpson」。本集團相信Full Pearl的投資將可豐富品牌陣容，補足集團在大眾市場穩固

的地位，以及拓展在蓬勃的中高端女鞋市場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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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G投資於達芙妮後，企業管治標準、透明度及管理架構均提升了不少。本集團已委任TPG董事

總經理馬雪征女士為本公司的非執行董事。本集團正根據TPG的專業意見，致力加強供應鏈系

統，以提高短至中期的營運效益。  

 

此外，本集團亦已委任多個部門的管理階層以促進本集團的有效溝通架構及提升營運效益，包括

財務、人力資源、供應鏈管理、市場推廣及風險管理部門等。 

 

憑藉策略性拓展計劃、全面的產品組合、眾志成城的員工團隊、優化的管理架構和充裕資本，達

芙妮對未來非常樂觀，相信公司能把握機會擴充市場份額，並最終實現成為全球領先女鞋零售商

的目標。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0港仙 (二零零八

年：3.0港仙)。建議股息須經過本公司股東於二零一零年五月十九日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上批准

後，將於二零一零年五月二十六日或之前支付予二零一零年五月十九日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

東。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零一零年五月十七日至二零一零年五月十九日(首尾兩日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理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末期股息及出席並於股東週年大會上投票，股東最遲須於二零

一零年五月十四日下午四時正前將所有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一併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

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金鐘匯中心26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於年內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年內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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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 

 

董事進行之證券交易 
 

本公司採納了上市規則附錄十所載董事進行證券交易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各董事

在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所載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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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及一名非執行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理層審閱本

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例，並商討有關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本集團之綜合賬目

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委員會認為有關賬目已遵從適用之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所有法列

規定，並已作充分披露。 

 

股東週年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年大會將於二零一零年五月十九日舉行。股東週年大會之通告將於適當時候發送

給股東。 

 

刊登業績公告及報告 
 

本 業 績 公 告 刊 登 於 香 港 交 易 所 披 露 易 網 站 (http://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daphneholdings.com)。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料之年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

可於上述網址查閱。 

 
 
 
 

承董事會命 
  達芙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陳英杰 
主席 

 
香港，二零一零年四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行董事陳英杰先生、陳賢民先生、張智凱先生及張智喬先
生、非執行董事馬雪征女士、獨立非執行董事蕭溪明先生、黃順財先生及郭榮振先生、以及馬
雪征女士之替任董事金珍君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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